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公益资讯 INFOS
２０22．11.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2022“首钢定向·尚赫公益日”展开

以“体育精神+公益”传递温暖和力量
近日，由首钢体育和天津市

尚赫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2022“首钢定向·尚赫公益日”活
动在首钢园区举行。 北京首钢篮
球俱乐部球员雷蒙、丘天、史秀
峰、 孙誉铭作为“尚赫公益大
使”， 与市民一起携手传递体育
和公益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北京首钢男女篮球员雷蒙、
丘天、史秀峰和孙誉铭最近都在
备战联赛。 在紧张的训练之余，
抽身前来参与公益，球员们都认
为这是应该做也值得做的事。 雷
蒙表示：“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
公益活动，希望能将自己对运动
的热爱、体育带来的正能量传递
到赛场之外，未来为公益多多出
力。 ”史秀峰也和大家分享了自

己的公益经验，呼吁人们更多地
关注和关爱弱势群体。

在现场，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设
立的公益展区，从中了解体育精神
和公益力量。一位市民表示活动很
有意义，“公益和体育的结合让人
更加生动直观地感受到温暖和力
量，生活中特别需要以这种积极乐
观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挑战。 ”

此次公益日合作伙伴尚赫
公益基金会自 1993 年诞生之日
起， 就一直把深耕公益慈善、肩
负社会责任视作品为己任，先后
构建了“让爱传出去”“让爱延
续”“壹心援助”三大项目，深耕
捐资助学、扶危济困、赈灾安老
等诸多领域。

尚赫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

政裕说：“尚赫公益基金会与首
钢体育一直以来都以践行社会
责任为己任，有着共同的理念与
愿景，我们都在持续关注中国体

育事业动态，用公益助力体育事
业发展，弘扬体育正能量。 未来，
双方将在更多层面展开深入的
合作，在体育和公益领域不断拓
展，唤起全民对体育运动热情的
同时，不断向社会传递积极健康
的生活理念。 ”

多年来，首钢体育始终怀揣
“始于篮球，但不止于篮球”的公
益之心，积极投身各项社会公益

活动中。 2020 年，在全球体育产
业遭受疫情重创的情况下，首钢
体育将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男
女篮混编组成两支球队，包括林
书豪、翟晓川、方硕、史秀峰等球
员全部参与，举办了一场特殊的
“六一 DO MORE 公益赛”。 公
益赛以篮球和体育为媒介，以线
上直播的形式，将竞技体育的快
乐和力量传递给更多人。“六一
DO MORE 公益赛”还将义卖和
竞拍筹得的 35000 多元善款全
部捐赠，用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
小学篮球操场和运动装备。

此次携手尚赫公益基金会
打造“首钢定向·尚赫公益日”，
是首钢体育在塑造体育文化和
“打破圈层”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期待从体育正能量、公益精神等
维度出发，将“心系慈善·爱心永
续”的尚赫公益理念和品牌正能
量带入到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
中，用体育焕发出的温暖向上的
力量帮助影响更多人。 （李庆）

11 月 25 日， 第二届华茂美
堉奖颁奖典礼在浙江宁波东钱
湖畔举行，现场揭晓了本届华茂
美堉奖的获奖名单，分别为中国
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澳大利亚
教育机构 The Song Room，他
们分别获得由主办方颁发的一
枚金质奖章以及奖金 50 万元人
民币。

据悉，华茂美堉奖由宁波华
茂教育基金会于 2021 年设立，
每年颁发一次， 共设置国内、国
外两位获奖人（团体）。

自 5 月 16 日第二届华茂美
堉奖推选正式启动以来，主办方
通过社会发动、 定向邀约等方
式，共收到近 300 份国内外一线
美育案例。 以一线性、长期性、影
响力、感动性为评选标准，经华
茂美堉奖评审委员会综合评议，
中国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澳大
利亚 The Song Room 机构获选
本届华茂美堉奖。 为致敬榜样力
量，主办方还为陈晓雯、金淑梅、
李龙梅、罗琦、刘岩、翁姑木衣、
无声合唱团、谢丽芳、杨景芝、朱
永共十位美育工作者（团体）颁
发了第二届华茂美堉奖提名奖。

“一个典型就是一把火炬，我
们要让美育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为此‘华茂·彩虹计划’公益项目
还将协同华茂美堉奖优秀被提名
者开展美育实践活动， 期待更多
美的种子‘落地生根’。 ”华茂集团
董事长、总裁徐立勋表示。

现场，希腊前总理、华茂美堉
奖评审委员会主席、 东钱湖教育
论坛主席乔治·帕潘德里欧通过
视频致辞。 他表示：“此次活动将
教育相关人士聚集在一起， 共同
探讨当前全球多重危机语境下，
学校教育的创新方式， 同时激励

那些坚持不懈致力于美育事业的
一线工作者， 更提供了一个全球
美育思想交锋碰撞的机会。 ”

同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
总干事、 华茂美堉奖评委伊琳
娜·博科娃也发来了“云上演
说”。 她认为，艺术教育不止是教
学生演奏乐器、画画、表演，它也
拥有解决社会文化问题、激发创
造力、构建包容社会的功能。 华
茂美堉奖通过激励以马兰花儿
童声合唱团、The Song Room 为
代表的“梦想家们”，守护了孩子
平等发展美育能力的机会，让世
界更“美”好。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华
茂美堉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东钱
湖教育论坛主席龙永图表示，华
茂美堉奖具有独特的思想性，获
奖者不论国内或国外，都兼具公
平、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同时，
华茂美堉奖积极关注、支持国内
外欠发达地区的美育事业发展，
也擦亮了“公益底色”。

“虽然远隔地理上的千山万
水，但我们有着相同的对美的追
求。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
长、 华茂美堉奖评委袁明认为，
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共性。 当今，
人类社会正面临巨大的时代挑
战，希望在华茂美堉奖这一美育
合作的舞台上，看到更多的跨文
化交流。

徐立勋表示， 作为以教育为
核心发展起来的企业， 华茂也将
继续强化华茂美堉奖及东钱湖教
育论坛等国际高端平台的辐射带
动作用，联动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及 22幢由世界建筑名家设计的大
师创作室，积极扩容美育资源，探
寻“大教育、大艺术、大美育”的社
会美育新路径。 （于俊如）

第二届华茂美堉奖“花落”基层
中、澳美育团队各获 50万元

近日， 由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责任云研究院主办，中国社
会责任百人论坛承办的《钢铁
行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
发布会在京召开，政府部门、专
家学者、企业代表、媒体等各方
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
参加会议。

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商
会党建局、工作局原局长，中国
社会责任百人论坛发起人，大
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张涛
指出，中国钢铁行业发布《钢铁
行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
将有效推进行业形成社会责任
共识， 推动责任履行、 企业自
强、行业自律，政府支持、社会
共建， 无论是对于提升行业整
体发展质量， 还是支撑推动国
家治理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

记、执行会长何文波提出，中国
钢铁行业正处在努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历史节点，《钢铁行业
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是首
次以行业视角研究并记录社会
责任履行的发展与实践、 进步
与成果， 为行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供了决策支撑和传播载体，
为钢铁企业制定社会责任规划
和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与决策
参考， 为提升钢铁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能力和成效助力，具
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据介绍，该成果由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与中国社会责任
百人论坛、责任云研究院合作
执行。 蓝皮书梳理了近年来钢
铁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
情况， 以 52 家钢铁企业为样
本， 以课题调查问卷为依据，
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三步十法”，系统分析中国钢
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进展
与成效，为促进我国钢铁行业
提升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水
平提供参考。

履行社会责任、 创造社会
价值、促进可持续发展，是钢铁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钢铁行业高度重视社会责
任管理和实践工作， 但当前的
履责水平和履责能力皆有待加
强。 未来，钢铁行业将坚持新发
展理念， 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
任意识，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
理， 创新企业经营理念与发展
模式，推进负责任制造，建设负
责任产业链， 构建科学有效合
理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 打造
履责合作平台与社会监督体
系， 营造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良好环境。 （皮磊）

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52 家钢铁企业履责样本

近日，由上海思盟企业社会
责任促进中心发起、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共创架
构未来”2022 第七届社会价值
共创论坛线上举办，数百名企业
经理人、学者和社会组织代表齐
聚云端，共同探讨企业助力中国
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与可持续
发展的破局路径。

“社会价值共创已成为今天
企业的必选项。 ”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陆雄文表示，身处充满
不确定性的时代洪流中，企业作
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社会价值共创的行动不仅能
促进企业自身稳健发展和创新
突破，也有助于行业变革与彰显
责任担当，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
升级、从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副院

长钱小军教授表示， 价值共创
的理念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越来
越受到重视， 在切实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和落实推进 ESG 管理
过程中增强了企业韧性、 强化
了企业品牌影响力， 实现了企
业与社会价值的共创与共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蒋青云
教授表示：“坚实的 ESG 基础，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越
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除了关
注外部社会需求， 降低企业经
营产生的环境与社会影响、重
构产品与市场， 同样是创造社
会价值， 企业作为社会重要构
成部分， 其稳固可持续发展对
于可持续社会至关重要。

主旨发言环节， 与会嘉宾
围绕“种子原理与农民振兴”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生态设计”
“科技向善与技术公益”等话题
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最新动态。

圆桌论坛环节， 友成企业家
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佳
琛、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
秘书长胡如意等各界代表围绕

“汇聚社会力量，搭建振兴桥梁”，
就企业如何助力共同富裕与乡村
振兴并形成“共同意识”与“多元
行动”、 企业 ESG合规管理与风
险规避等话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此外，会上还公布了《价值
共创———可持续产品行动指南》
《2022CSR 经理人职业发展调
研》《2022 青悦 ESG 透明指数》
等报告的研究成果。 （李庆）

推动社会价值共创
多方共探可持续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