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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增进民生福祉 厚植为民情怀

中国体育彩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

公益资讯 INFOS

近日，由中国法学交流基金
会、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和北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一周年观察
学术研讨会暨《个人信息处理法
律合规性评估指引》团体标准一
周年宣贯”在京举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
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平推荐了
本次会议成果———《〈个人信息
保护法〉一周年观察》新书。

会议上半场“立法与实施”
环节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
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王锡锌主持。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甘藏春
指出，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
施机制中应当突出“善治”理念，
完善平台守门人义务，建立监管
协同保护机制。

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
副主任王翔指出，个人信息保护
相关法规应当着眼于解决不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相
关认识，完善配套措施，为数字
经济发展筑牢基础。

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副
局长、 一级巡视员尤雪云指出，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一定成
就，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
规范。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
厅副厅长、二级高级检察官邱景
辉指出，通过公益诉讼加强对个
人信息保护是促进个人信息保
护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一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络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张道阳以
“从权利到规范———三个维度看
构建个人信息保护体制机制”为
题展开发言。

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评估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毕马
宁指出，解决数据安全和发展之
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法律相关规
定的具体化，以及相关职能部门
的协同配合。

会议下半场“理论与实践”由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张所
菲主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
院院长梅夏英揭示了目前实践中
公法强于私法的保护现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
务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左晓栋以“思考
规则设计和法律实施之间的关
系”为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未来法治研究院副
院长丁晓东分析了个人信息权
益诉讼、个人信息侵权诉讼双轨
制的优点与不足。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互联
网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宋建宝指
出，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出
台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
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编审、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佳
以“个人信息主体权利：实现困
境保护救济”为题作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王文华以“《个人
信息保护法》‘守门人’ 条款第
（一）项的适用与刑法的回应”为
题作发言。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何远琼提出，利用数
据库分析实施数据，可为《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施行提供实证主
义研究支持。 当天晚上，还举办
了“开放圆桌论坛”。 （徐辉）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
育彩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践行“来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筹集的彩
票公益金聚焦于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集中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在社会民生领域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助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是
中国体育彩票的基因，也是与生
俱来的责任与使命。 2012 年至
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
公益金中，用于支持群众体育和
竞技体育发展项目的金额已累
计超过 249 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覆盖全
国近 57 万个行政村的“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 到“15 分钟健身
圈”； 从全国各地新建改建的体
育场馆、体育公园、健身广场，到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体彩杯”赛
事，随处可见体彩支持全民健身

的身影。
应对老龄化是关系民生的

大事，而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为
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
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
剂而专门设立的战略储备资金，
是维护人民长远利益的一项重
大民生工程。

彩票公益金是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截至
2021 年年末，财政性拨入全国社
保基金资金和股份累计 10291.62
亿元 ， 彩票公益金拨入累计
3899.13 亿元，占 37.88%。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
的《2021 年度社保基金年度报
告》显示，2021 年，财政性拨入全
国社保基金资金 361.3 亿元。 其
中， 彩票公益金 310.89 亿元，占
比 86%，已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所有来源中比重最大的一个。

2012年至 2021年，彩票公益

金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996.33 亿元，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民生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条路可是太方便了，帮
了我们的大忙。 ”让山东省临沂
市费县梁邱镇温泉村果农张传
池连连称赞的就是依托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建设的“公益路”，
这条“公益路”是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投向沂蒙革命老区社会
公益事业建设的项目。

2012 年至 2021 年， 以体彩
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共投入 167 亿
元用于扶贫事业和欠发达革命
老区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彩票公益
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方
面持续用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2012 年至 2021 年， 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和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94.5 亿元，
为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国民素质
做出了贡献；2013 年至 2021 年，
累计超过 90 亿元彩票公益金用
于养老方面，为符合条件的经济
困难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
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 截至 2021 年年底，“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
助项目”已累
计支持资金
18.89 亿 元 ，
救助儿童 6.6
万余名；截至
2021 年年底，
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设
立的法律援
助项目共资
助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 77

万件， 为 112.6 万名受援群众提
供法律援助，获得免费法律咨询
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计，为受援
群众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 418
亿余元。

自 1994 年全国统一发行以
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
益金超过 6600 亿元， 为体育事
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高文兴）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取得重要进步

11 月 4 日， 中国健康促进
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在北京万开中心，以线上视频
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
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第三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第三届理事会财务
工作报告、第三届监事会工作报
告等文件。在全体参会人员的见
证下，经无记名投票选举、推荐

产生了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新
一届理事会 21 名理事、3 名监
事，以及理事会、监事会负责人。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王文中
表示， 基金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
领导下， 一定能够继续坚持正确
的办会方向， 勇于理论和实践创
新，依法依规治会，把基金会的全
面建设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为褒
扬王文中、陈金焱等 11位理事对
健康促进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会议对其进行了表彰奖励。
新任理事长韩萍表示，新一

届理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基金会
的全面建设，发挥好基金会公益
性社会组织“政府助手、社会桥
梁、公益平台”的作用，以“防大
病、管慢病、促健康”为工作重
点，严格按照基金会宗旨赋予的
职责与任务，扎实工作，积极创
新，为推动和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勇）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为响应民政部等 10 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
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指导意
见》，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发
起倡议，号召合作伙伴和志愿者
团队，为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
兵、烈士父母、年纪大的退役军
人等老人群体， 提供老人服务的

“四个一”，分别是：为老人洗一次
澡，为老人理一次发，为老人剪一
次指甲，为老人打扫一次房间。

每一次慰问，都是一次心灵
的交流。志愿者们与老人聊着家
里长短，细心倾听和观察老人的

需求，详细地了解他们的身体健
康情况，做好备案与反馈，为他
们提供更多个性化的、真正满足
需要的帮助。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老
兵回家公益共服务老人 164724
次，共筹得善款 3.4 亿元。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倡
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这场
与时间赛跑的公益事业中，请与
我们一起，为老人们提供“四个
一”服务，人间重晚晴，守护老有
所享的“夕阳红”，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李庆）

“老兵回家”开展“四个一”服务

时下，正值北京市门头沟区
下马岭苹果最佳采摘期，成熟的
红富士苹果挂满了枝头。泰康溢
彩公益基金会近日联合泰康小
卖部开展了专场实地直播活动，
依托泰康内部平台形成线下试
吃+线上销售的联动推广模式，
吸引众人关注和下单。

而就在三年前，下马岭村的
果农们还在为苹果的销路问题
发愁。 据了解，下马岭村这片硕
果累累的沃土留不住年轻人，是
低收入村、空心村，超过三分之
一的村民是低收入群体，且老年
人和残疾人占比很高。

数十年来， 村民们依靠着
永定河的天然水源优势， 大力
发展水果种植产业。 自 2014 年
起，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下马岭村以绿色、 健康为理念
开辟了 125 亩地，开始种植红富
士苹果。剪枝、授粉、套袋、拆袋、
采摘……在村民们的精心照料
下，1.7 万棵小小树苗结出甜脆
多汁的苹果。然而对于年龄普遍
在 60 岁左右的村民们来说，如

何将下马岭苹果推广销售出去，
成为了最头疼的问题。

“特别感谢泰康对我们的持续
帮扶， 将苹果销路拓宽到全国，实
现了产业增收，解决了村里的大问
题！ ”谈到下马岭苹果近两年销量
的有效提升，村党支部书记杜福军
连连称赞泰康的支持。 2020年，泰
康溢彩公益基金会了解到下马岭
村的情况，推动发起“溢彩助农”公
益项目，联动泰康保险集团、各子
公司拉动下马岭村的苹果销售，累
计帮助销售下马岭苹果 30 多万
元，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同时，基金会还组织开展助
老慰问及党建活动，并资助落成
配备了护理床、 电子血压计、轮
椅、制氧机等助老辅具和健康管
理设备的“溢彩健康空间”，为下
马岭村的老人提供健康保障。 自
此，下马岭村成为了泰康的助农
基地、 助老基地和党建活动基
地，带动泰康生态体系的爱心力
量持续关注下马岭村，帮助村民
解决生活难题，享有更加健康幸
福的生活。 （皮磊）

助销售 促健康
泰康联动多方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