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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认为

“协作”对于实现净零排放至关重要
近期，由亚马逊和《气候宣

言》 共同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
调查研究显示，66%的中国企业
（以及亚太地区 70%的企业）认
为“协作”对于清除实现净零碳
排放道路上的障碍、帮助达成最
终目标至关重要。 在推动净零排
放目标的过程中，28%的企业提
出缺乏开展和实施净零排放项
目的专业人才；25%的企业认为
挑战来自转型需求的复杂性；也
有 23%的企业表示，支持净零排
放相关倡议的资源有限是他们
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中国企业希望加速合作
的领域方面，位列前三位的分别
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51%）、
可再生能源（50%）、运输脱碳和
物流业的碳排放（45%）。 通过进
一步的协作，80%的中国企业希
望能够提升可持续性分析师评
级或投资者 ESG 评估的表现，
79%的企业希望影响关键市场的
环保政策成果，也有 77%的企业
希望通过协作增强企业自身在
合作组织和同行中的影响力。

对于阻碍协作的因素，64%
的企业认为缺乏同行和跨行业

的协作联盟是阻碍协作的最主
要因素，排名第二至第四的影响
因素分别为：专项支持脱碳技术
和服务发展的预算不足（31%）、
缺乏对合作组织或倡议的认识
和专业知识（29%），以及缺乏最
佳实践案例学习渠道（25%）。

“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
大威胁之一， 我们需要共同行
动，在各领域实现立即、深度减
排。 此次调研强化了协作的必要
性，也阐明了企业在气候行动方
面持续面临的挑战。 ”亚马逊中
国表示，“我们在实现净零碳排
放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需要协作向前。 借助《气候宣言》
的倡议，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企
业能行动起来， 共同推动创新、
技术进步和政策变革，以应对脱
碳挑战。 ”

2019 年， 亚马逊与 Global
Optimism 组织联合发布了《气候
宣言》，承诺比《巴黎协定》提前
十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目前，已
有来自 34 个国家、54 个行业的
375 家企业签署《气候宣言》，包
括 IBM、微软、百事可乐、联合利
华、Visa 等。气候宣言的成员企业
承诺：定期测量与报告温室气体

排放情况；通过商业变革和创新
举措落实《巴黎协定》的脱碳目
标；通过额外可量化、切实可行、
持久的，且对社会有益的抵消举
措来中和剩余的碳排放。

《气候宣言》还通过与成员
企业联合开展项目的方式支持
气候协作，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
建筑环境、循环经济、可再生能
源、“范围三” 排放和交通运输
等。在一个针对物
流业的新项目中，
各相关方将共同
制定该领域的碳
排放量行业标准。
此外，《气候宣言》
也 正 在 构 建

“护照制度 ”，
计划搭建在
线空间 ，供
各成员企业
汇 集 相 关 信
息， 分享专业
知识并提供新技
术和解决方案，以
推动脱碳目标的
实现。成员企业还
可在此了解和注
册《气候宣言》倡

议的相关活动，持续开展面对面
或线上协作。

在此次调研中， 超过 35%的
中国企业表示，在战略层面与产
业链伙伴合作是企业未来实现
环境可持续性的举措之一。 在这
些合作中，69%的中国企业会优
先考虑与技术类伙伴合作，以便
更深入地开展战略转型项目；
63%的企业希望与外部伙伴在具

体的可持续相关项目上展开合
作；而 62%的企业考虑通过加入
协作联盟的方式参与更多行业
互动。 在亚太地区，一部分早已
积极参与和推动协作的企业也
已从前期的协作中获得先机。 在
早期就参与协作的企业中，只有
16%的企业表示遇到了“缺乏合
作与共享资源”的挑战，在后进
者中这一比例为 26%。 （王祺文）

日前，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
在“石城卫生健康”微信公众号
开设“传化·最美乡村医生”系
列，教育引导广大医务工作者牢
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理念，打造干干净净的“天使”队
伍，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
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为全县卫
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

作为最早参与传化慈善基
金会“传化·安心卫生室”寻找最
美村医征集活动的地区之一，石
城县制定了“最美村医”征集执
行计划，并通过发红头文件自上
而下鼓励各县市征集优秀乡村
医生公益案例。 截至目前，石城
县以自荐及乡镇卫生院推荐的
形式， 已经收到 49 份最美乡村
医生感人事迹。 接下来，石城县
还将通过公示、审核、召开全县
表彰大会等形式扩大影响力，并
组织地方媒体对优秀村医的人
物事迹进行展播。

据了解，“传化·安心卫生
室” 寻找最美村医征集活动是
“传化·安心卫生室”项目升级后
的第一个活动。 根据中央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和社会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
传化慈善基金会将聚焦“助村民
更健康”的使命，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优秀乡村医生和乡镇卫生
院医生， 并从中挖掘 20 名最美

乡村医生公益案例在全国进行
传播推广。 除此之外，传化慈善
基金会还将通过组织线下活动、
拍摄纪录片、出版乡村健康发展
白皮书等形式， 提升项目影响
力， 形成全社会关爱乡村医生、
关注乡村健康氛围。

活动一经推出受到全国各
地县市的积极响应， 除了石城
县之外， 江西省赣州市的兴国
县、吉安市的遂川县，贵州省黔
东南州的从江县和雷山县、毕
节市的赫章县， 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的泸水市和福贡
县，四川省南充市的仪陇县，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利川县等 10 地纷纷加入了行
动， 通过发文件征集、 专家合
议、 微信公众号公示等形式积
极挖掘优秀乡村医生， 让更多
的优秀乡村医生被看见， 让更
多人关注乡村健康。

据悉，该活动将实施 5 年，
总投入为 500 万元。 通过持续
讲述优秀乡村医生们的故事，
弘扬乡村医生风采， 激发全社
会给予乡村医生更多的关心，
给予乡村健康更多的关注。 目
前，“传化·安心卫生室”寻找最
美村医活动现在正在公开征集
优秀乡村医生公益案例， 传化
慈善基金会联合《公益时报》社
共同搭建平台， 诚邀更多的县
市以及个人加入进来， 让更多
的乡村医生被看见。 （辜哲 ）

“传化·安心卫生室” 寻找最美
村医征集活动反响热烈

近日，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时尚零
售品牌 ZARA 于消费品展区
5.2 馆首次单独亮相， 这也是
ZARA 母公司爱特思集团（In－
ditex）连续第三年参加该盛会。

中国市场作为 ZARA 及其
母公司爱思特集团主要市场之
一， 正在经历从经济数量型增
长转变成高质量增长， 从高速
发展转变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过程。 针对时尚行业竞争激烈
的循环发展前景，ZARA 通过
Inditex 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展
示了品牌发展的创新举措，这
是一个创新平台， 专注于推动

并扩大在材料、 技术和工艺方
面的创新， 以减少时尚产品的
环境足迹， 并帮助推进更加可
持续和循环的发展。

ZARA 在其母公司爱特思
集团的数字化战略指引下，始
终以顾客为核心， 不断拓宽对
未来时尚的想象力， 探索时尚
发展的新可能。

尽管当前形势下零售环
境充满不确定性，ZARA 选择
继续深耕中国市场，积极开展
公益事业，展现了一家热心公
益、认真负责企业的担当。 今
年 9 月 9 日，ZARA 宣布通过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四川

泸定地震灾区紧急捐赠价值
约 220 万元的款物，以全力支
持救灾工作。 ZARA 母公司爱
特思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思伊
文表示：“一方有难， 八方支
援。 我们心系所有受地震影响
的民众和社区，愿意为抗震救
灾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近年
来各项公共事件中，总能在第
一时间看到 ZARA 的身影。作
为一家国际化企业，ZARA 和
爱特思集团正承担起更多社
会责任，“以人为本”作为爱特
思集团的核心经营理念，深深
地植入了 ZARA 的文化和公
益基因。 （徐辉 ）

ZARA减少时尚产品环境足迹
推进可持续和循环发展

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 颁布 50周年，近
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
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办的“数
字传承，链接未来”世界遗产公约
50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

本次活动中， 北京中轴线
官网试运行上线，成为继《北京
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
式施行后，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保护的又一个里程碑， 开启

“数字中轴”的新篇章。
2021 年， 北京文物局与腾

讯 SSV 数字文化实验室联手发
起“数字中轴”项目，借助多种
数字化手段， 共同打造生动的
数字中轴展陈空间， 意在探索
数字化技术助力中轴线保护传
承的新范式。

此次北京中轴线官网试运
行发布上线， 代表关于中轴线
的阐述有了最权威的平台，让

这个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痕迹的
“活着的遗产”有了权威的官方
认证， 让世界更全面系统地了
解北京中轴线历史文脉、 阅读
感知北京中轴线魅力记忆、共
享传承北京中轴线文化精髓。
该官网不仅传达实时、 全面的
新闻资讯， 还深度纳入中轴线
保护研究信息， 同步更新中轴
线学术研究、考古发现、保护及
监测等动态。 （张明敏）

北京中轴线官网试运行上线
开启保护传承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