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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呼吁全球供应链 2030年前实现脱碳

公益资讯 INFOS

日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在京举办“春蕾计划———梦
想未来”行动提升推进工作交
流会，基金会班子成员及工作
人员，31 个省（区、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妇联负责同志、
家庭和儿童工作部、省妇儿基
金会等相关同志，分别在线下
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参加。

会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秘书长张彦红受委托，宣读
了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
成员赵雯的讲话， 指出一年
来，在全国妇联领导下，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各地妇联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
命，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扎实做好“春蕾计划———梦想
未来” 行动提升推进各项工
作，推动在妇联系统和社会各
界中掀起响应倡议、关爱女童
的热潮， 共募集款物 3.25 亿
元， 助学帮扶困难家庭女童
12.63 万人次，线上线下培训女
童 510.2 万人次。

讲话要求，要把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将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精神融汇贯通起
来，与全面响应彭丽媛教授倡
议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拥护“两个确立”，进
一步增强实施好“春蕾计划”项
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充分
认识实施好“春蕾计划”项目对
于维护女童权益、 促进男女平
等、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
裕的重要意义，丰富项目内涵，
创新服务方式， 优化女童发展
环境，竭诚服务女童健康成长，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要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积极协调资源，汇聚
各方力量，有效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做好“联”文章，精心打
造“春蕾计划”头号公益品牌

工程，加大品牌传播力度，讲好
春蕾故事，弘扬“自强不息、向
上向善、追求美好”的“春蕾精
神”。 要加强自身建设，依法依
规行善，树牢底线思维，严防政
治风险、合作风险和舆情风险
等风险，加强队伍建设和作风
建设，着力培养更多政治强、业
务精、勇担当的儿童慈善工作
专业人才，全面提升儿童公益
慈善工作法制化、专业化、规范
化水平。

会上，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
了彭丽媛教授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2022 年女童和妇女教
育奖颁奖仪式的贺词，聆听了
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以“公益
慈善组织如何更好地在第三次
分配、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积
极作用”为主题的讲座。 北京、
江西、山东、湖南、四川、甘肃、
新疆 7 个省（区、市）妇联相关
负责同志分别作了发言，交流
一年来各自响应倡议的做法和
经验。 （徐辉）

10 月 25 日， 苹果公司（Ap－
ple）发起新的倡议，呼吁其全球
供应链采取行动，解决他们的温
室气体排放问题，全面实现去碳
化。 Apple 将评估主要生产合作
伙伴是否在与 Apple 相关的生产
运营中实现去碳化，包括 100%使
用可再生能源供电，并会每年追
踪进展。

Apple 要求供应商在实现目
标的过程中及时汇报进展———尤
其是与 Apple 生产相关的范围一
和范围二的减排成果， 并将跟进
和审计每年的年度进程。Apple将
与那些承诺在去碳化方向上做出
可衡量进展的供应商通力合作。

此外，Apple 鼓励供应商解
决他们在 Apple 相关生产之外的
排放问题，并优先使用可再生能
源。 作为实现 2030 目标的一部

分， 自 2015 年，Apple 已经降低
了 40%的排放， 其中大部分是通
过提高能效、低碳设计、公司自
身运营实现碳中和以及供应链
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等举
措来实现。

几乎所有总部位于中国的
供应商都正在扩大对风能和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 在中
国，55 家主要生产合作伙伴———
包括京东方科技、 蓝思科技、领
益科技、欣旺达、立讯精密以及
裕同———都已经承诺 100%使用
可再生能源为 Apple 生产产品。
全球范围内，200 多家供应商也
已经加入这一承诺， 它们占 Ap－
ple 超过 70%的供应商直接生产
排放。

为了帮助供应商实现承诺
甚至更进一步，Apple 通过清洁

能源项目提供一整套免费的线
上学习资源和直播培训，并与供
应商和本地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寻求关于可再生能源和碳清除
方面的有效解决方案。 仅今年就
有超过 75 名中国供应商的代表
参加了直播培训。

本月，Apple将扩大面向中国
的在线学习模块， 提供更多额外
支持以帮助供应商在该区域获得
可再生能源。Apple还计划捐出这
些培训资源， 包括面向中国的资
源，以创建公共培训平台，为各行
各业的企业提供免费培训。

“随着我们加快实现在 2030
年供应链碳中和的目标，我们期
待与中国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继
续携手， 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
战。 ”Apple 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
事总经理葛越表示。 （王勇）

中国儿基会“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
过去一年募集款物 3.25亿元

在 2022 贝壳北京马拉松
即将开跑之际 ，10 月 29 日，
“链家新征程奔向美好居住”
北京链家备战马拉松出征仪
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公
园举行。 当天，由跑步爱好者、
北链跑团、 贝壳跑团组成的
100 多位跑者，共同开启一场 6
公里健康跑。

北京马拉松协会会长赵
福明、北京链家党委书记兼北
链跑团团长尹晓珺共同启动
火炬传递仪式。 在赵福明看
来，北京马拉松不仅是一项关
注度极高的体育赛事，更以其

独特的理念倡导一种生活方
式，引领大众培养科学的跑步
观念， 享受更健康的生活，带
动了更多居民参与其中。

事实上，作为此次出征仪
式的组织方，北京链家今年 10
月以来已经举办近 700 场“社
区跑”活动，为居民打造一种
便捷、健康的锻炼方式，带动
更多邻里跑起来。 与此同时，
为帮助跑者获得更好的运动
体验，北京链家还在门店长期
设立“社区体育补给站”，提供
饮用水、应急药品、应急充电、
物品寄存等物资和服务。

火炬传递仪式后， 在马拉
松健将孙晓阳的带领下，100
多位跑者开启一场 6 公里健康
跑。虽然深秋的北京天气渐凉，
却丝毫未减跑者们参与健身的
热情，他们在跑道上尽情奔跑，
感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据了解，今年是北京链家
成立的第 21 年。 站在下一个
20 年的起点，北京链家希望回
归初心， 以马拉松长跑的心
态， 长期奔跑在社区服务、居
住服务的道路上，持续迭代品
质服务，共同奔向更美好的居
住环境。 （张明敏）

北京链家组织备战马拉松
引领大众科学锻炼

一条北纬 30 度的纬线， 连接
起了中国东西两端三座美丽的城
市———杭州上城区与四川广元市
剑阁县、甘孜州雅江县。去年，杭州
市上城区与剑阁县结为“东西部协
作”关系，同时与雅江县结为“对口
支援”关系。

城云科技作为杭州一家有社会
责任感的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近日通过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向
剑阁县、雅江县捐赠助学基金，架起
了一座相距 4000多里的爱心桥梁，
帮助两县贫困学子健康成长圆梦，
成为助力杭州开展“东西部协作”和

“对口支援”的生动实践。
如今，教育、科技、人才已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 城云始终秉承
科技向善，践行社会责任，并携手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设立“城云
共同富裕圆梦助学基金”， 重点支
持“圆梦助学”公益项目。此次城云
将爱心款项定向用于奖励剑阁县
中小学的品学兼优学生，帮助其更

好完成学业。
据了解，雅江县德差乡中心小

学，海拔高、地理位置偏僻，冬天特
别寒冷， 师生住宿只能用冷水洗
浴， 简陋的洗澡间格外冰冷刺骨。
日前，城云与雅江县德差乡中心小
学举行了一场简单捐赠仪式，定向
捐款将用于小学的师生公共浴室
配套的建设，希望此举能让师生们
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尽快洗上热水
澡， 感受到如沐阳光般的社会温
暖，也盼望孩子们身心健康、茁壮
成长。

城云公益事业稳稳发力，一
直在行动。 城云聚焦“共同富裕圆
梦助学行动”等公益事业，曾在贵
州、湖北、云南等多省市积极支持
政府开展“东西部协作”“对口支
援”工作，并助力武汉、呼和浩特、
安庆怀宁等地抗击疫情。 该公司
表示未来还将积极探索可持续发
展的公益路径，勇担社会责任，在
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点燃“城云
公益星火”。 （高文兴）

以捐赠践行“东西部协作”
城云“公益星火”点亮巴蜀

10 月 23 日，在世界雪豹日之
际，中国绿化基金会“雪豹守护行
动”第二期正式开启，并携手卡地
亚自然保护项目共同启动“三江源
雪豹守护行动”，支持雪豹保护。

此次行动，中国绿化基金会联
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
划院、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一
起，通过开展三江源雪豹种群监测
及栖息地保护项目，探索中国雪豹
监测和栖息地保护的技术路线和
技术方法，以为其他区域雪豹保护
提供技术参考。 项目的顺利实施，
将使三江源雪豹监测作为我国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监测的典范，在监
测体系构建、技术路线、队伍组建
等方面积累经验，形成示范，进而

推动我国野生动物监测体系建设
和发展。

“三江源雪豹守护行动”的开
启，也标志着“雪豹守护行动项目”
2.0 版正式落地。

早在 2018 年， 中国绿化基金
会启动了“雪豹守护行动”项目，旨
在保护雪豹及其栖息环境。项目第
一期携手一汽丰田启动了“青藏高
原雪豹守护行动”。

未来，中国绿化基金会将通过
“青藏高原雪豹守护行动”和“三江
源雪豹守护行动” 的探索和示范，
在资金筹措、体系建设、组织方法
等方面进一步积累技术和经验，从
而推动“雪豹守护行动”项目继续
前行。 （张明敏）

世界雪豹日：
“雪豹守护行动”再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