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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第五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吉
利德科学也正式开启了其进博
会首秀。开馆仪式上，吉利德围
绕“创新”“合作”“共赢”三大关
键词，集中展示了在病毒学、肿
瘤学、 真菌学等多个领域的创
新科技与研发进展。

据介绍， 今年是吉利德科
学成立 35 周年，也是吉利德进
入中国的第五年。五年来，吉利
德在中国已将慢性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及 HIV 防、治领域的
九个同类首创的药物引入中
国， 其中七个药物被纳入医保
目录， 累计已帮助上百万中国
患者重获健康生活。

在中国的五年时间， 吉利
德大力投入， 助力公共卫生议
题的多方合作项目， 如支持中
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与海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启动海南省消除
病毒性肝炎公共危害行动海
口试点，建立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病毒性肝炎防治模式”
的全新探索；支持中国性病艾
滋病防治协会在凉山州实施
HIV 母婴传播阻断攻坚行动，
帮助提升当地基层医疗队伍
的 HIV 标准化诊疗能力；支持
多个基金会、 行业协会面向患
者和公众开展数百场疾病教育

科普讲座， 帮助提升大众的自
身健康管理意识， 减少社会偏
见和歧视……

此外，吉利德为关注病毒
性肝炎、HIV 防治和公众教育
的数十个社区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打造对感染者友善的社
会环境；为四川、云南、湖南、
陕西等地为超过两万名慢乙
肝与丙肝患者提供健康扶贫
专项对口援助，帮助经济困难
的患者获得及时、规范、有效
的治疗。 从疾病筛查、诊疗能
力提升、疾病教育到社区和患
者支持，吉利德携手合作伙伴
以创新举措应对公共卫生挑
战。 从慈善捐赠到志愿者服
务，吉利德中国及其员工也在
主动以多种形式承担企业社
会责任， 回馈所在的社区，推
动可持续发展理念。

据了解， 在今年的进博会
上， 吉利德还将与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杭
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 中国预
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等合作伙
伴签订多个战略合作备忘录，
启动支持国家消除丙型肝炎公
共危害、 加强学生艾滋病预防
教育与综合干预、 推动新时期
健康中国公共卫生目标高质量
发展的系列活动，助力“健康中

国 2030” 战略
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财
务总监马凤民
表示， 进博会
是中国主动向
世界开放市场
的重大举措 ，
已经成为外资
企业参与和分
享中国发展机
遇 的 重 要 窗
口， 吸引了越
来越多全球领
先的外资企业
参展。“我们欢
迎更多像吉利
德一样的跨国企业充分调动全
球优势资源， 带着最新科技成
果来进博发掘更多市场机遇，
与用户、 合作伙伴碰撞出更多
火花。 ”

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
中国区总经理金方千表示，“我
们希望借助进博会展示吉利德
过往五年为中国患者‘突破不
可能’的努力与坚持，更希望立
足长远， 开启吉利德中国业务
发展的新篇章， 吸引更多志同
道合的合作伙伴与我们携手创
领未来。 ” （李庆）

吉利德科学：

推动健康中国公共卫生高质量发展

近日，由恒隆地产发起主办、
上海市徐汇区妇联及静安区妇联
协办、益社承办的恒隆“她领航”
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场“她论坛”活
动如期举办。来自政府部门代表、
恒隆地产、 行业嘉宾， 以及恒隆

“她领航”计划的公益导师、学员
代表汇聚一堂，就女性职场发展、
领导力培养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展开深入交流探讨。

据介绍， 当下女性力量已成
为各行各业不可忽视的重要部
分，进一步激发女性潜能、推动年
轻女性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时代发
展的必然要求。 恒隆“她领航”计
划积极凝聚政府、 业界和社会各
方力量，响应政策号召，关注并助
力女性的多元发展。 参与第一阶
段计划的 200 名全国女大学生，
将在 40 名“她领航”公益导师的

带领下，通过师友指导、领袖课程
培训、 社区实践及实习机会等方
式， 以切实行动成就女性多元发
展，共筑可持续未来。

恒隆地产高级董事彭兆辉
表示，“恒隆‘她领航’计划旨在
连结社会各方力量，推动青年女
性发展，共建多元共融的优享生
活环境。我们非常感谢相关政府
部门、业界精英女性及恒隆租户
和商业伙伴对恒隆‘她领航’计
划的大力支持， 也乐见全国各
地的女大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一
公益项目中。 计划的成功离不
开导师与学员的共同努力，希
望 100 位参与首阶段计划的女
大学生能够在公益导师的指导
下，不断突破自我，为成为未来
领袖夯实基础，共创多元发展的
美好未来。 ” （张明敏）

恒隆“她领航”计划：
公益导师助力青年女性多元发展

11 月 3 日， 苹果公司（Ap－
ple）宣布与清华大学在培养青年
一代的环保理念和能力方面进
一步开展合作，支持清华大学的

“碳中和能力提升”项目。 该项目
是为碳中和议题的践行者提升
创新力和领导力而开设的、研究
生学术与职业发展能力提升项
目，通过项目学习，助力学生建
立碳中和理念和思维，系统了解
和掌握碳中和的基本知识，提高
碳中和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

项目的课程设计通过模块
化方式展开， 包括基础必修模
块、专业选修模块及行业实践模
块。 课程面向清华全校在读研究
生开放。 经过必要的课程学习之
后，学生们组成多个小组分头到
行业产业中进行实践调研。

今年，共有来自清华大学 38
个院系的 393 名学生报名参加了
该项目的学习。今年夏天，共有来

自 26 个院系的 152 名学生组成
了 40个课题小组，开展了为期四
至六周的实践活动。Apple与其三
家供应商蓝思科技、 东莞新能源
和比亚迪精密共同为清华学子提
供深入接触制造业的实习机会。

据悉， 在 Apple 导师与供应
商企业导师以及清华大学指导老
师的共同帮助下， 学生们顺利完
成了实习， 调研报告涉及的话题
广泛， 从新能源电池的碳足迹计
算，到太阳能光伏板的铺设实践，
再到高效机房的的节能优化等。

“我们相信教育可以带来更
多的机会，改变人的命运。我们非
常自豪能够和清华大学携手推进
碳中和人才的培养。 我也期待未
来继续与清华大学通力合作，与
业界伙伴一道， 为应对气候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贡献力
量。 ”Apple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
事总经理葛越表示。 （王勇）

清华大学与苹果公司合作
推出“碳中和能力提升”项目

公益资讯INFOS

近日，360 数科 ESG 委员
会主席杨国强带队前往云南省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进行调
研。 据介绍，今年 8 月，在上海
市普陀区的促成下，360 数科向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捐赠 100
万元。 目前，该笔款项已应用于
地方特色产业扶持、人才培养、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记者了解到， 在现场了解
款项使用情况的基础上， 此次
走访，360 数科也与当地政府达

成共识，未来将从科技赋能、提
升软实力等方面对村镇经济开
展帮扶工作。

乡村产业振兴要找准方
向，必须立足市场需求及自身
条件，以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取胜。 在以 360 数科为代表的
企业资金支持下，永定村按照
“百县千乡万村” 乡村振兴示
范村西部地区示范村创建要
求，围绕现有的 380 亩猕猴桃
种植基地，辐射带动禄大路沿

线的乡村游线发展，打造集农
产品采摘体验、 露营休闲、专
业垂钓、田园观光于一体的农
旅融合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

据悉， 在过往的知识帮扶
行动中，360 数科构建了一系列
面向小生产者的财会、营销、信
用知识等视频课程体系， 搭建
乡村振兴知识传播平台， 免费
提供面向乡村的网络教育，培
养乡村振兴骨干力量， 增强可
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张明敏）

360数科捐赠百万资金
助力云南禄劝乡村振兴

吉利德科学进博展馆正式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