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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宣传儿童友好理念

北京市启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活动

公益资讯 INFOS

11 月 23 日，京东方艺云健
康显示生态基地项目签约仪式
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此次
签约意味着京东方艺云温州基
地正式落地。 活动上，京东方艺
云还向温州市捐赠了价值 20 万
元的校园信息化设备。

京东方艺云温州基地总经
理于志强向与会者介绍了京东
方艺云类纸护眼技术体系及健
康显示战略。 未来，京东方艺云
将以温州为新起点，积极打造创
新引领、示范应用、产业转化、生
态聚集的健康显示生态体系。

龙湾区委副书记、 区长、温
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夏禹桨
代表龙湾区政府对京东方艺云
健康显示生态基地项目做了详
细介绍，他指出，项目将以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为抓手，建设高能
级平台，聚焦校园和家庭类纸护
眼显示产品，引领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融通发展、强链补链，构筑
健康显示产业生态集群。龙湾区
将以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抓好
项目推进，努力把项目建设成温
州产业发展的新标杆和新示范。

京东方科技集团执行副总
裁、京东方艺云董事长姚项军表
示，京东方艺云将以健康显示生
态基地落地温州为起点，与温医
大、中国眼谷深入开展医工融合
创新，让更多的健康显示相关技
术和标准在温州诞生，并务实做
好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在温州
构筑起健康显示的产业生态，积
极吸引上下游生态链合作伙伴
加入，助力温州成为健康显示领
域技术新高地。

温州市副市长王振勇代表市
政府对京东方艺云温州基地的落
地表示祝贺，并期望京东方艺云依
托中国眼谷的创新策源地作用，加
快重大项目的牵引力，加快提升平

台建设的支撑力，加快融合发展的
引领力，温州市政府将全力做好全
方位、全过程的服务保障。

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振
丰在做总结讲话时指出，京东方
艺云健康显示生态基地项目落
地温州，在集聚专业领域创新资
源、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示范意义。 他
希望京东方艺云以此次签约为
契机，积极探索、深化合作领域，
带动更多优质资源、项目导入温
州，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样板。

京东方艺云总裁白峰与夏
禹桨代表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姚项军与张振丰共同为“京东方
艺云-中国眼谷健康显示创新中
心”揭牌。 在之后举行的“京东方
智慧校园信息化设备捐赠仪式”
上，京东方艺云向温州市捐赠了
价值 20 万元的类纸护眼屏系列
校园信息化设备。 （高文兴）

近日， 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联

合线上举办“友好北京，筑梦儿童
美好未来”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 发出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行动倡议， 发布北京市
儿童友好城市 LOGO与宣传片。

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 22 部委印发了《关于推进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指出“儿童友好是为儿童成
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
服务， 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
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儿
童友好城市，寄托着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
发展和美好未来”。

北京市委市政府始终优先
考虑儿童发展需求，致力提升广
大儿童及其家庭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在新时代首都发展

进程中全力推进北京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 此次启动仪式旨在广
泛宣传儿童友好理念，提高公众
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形成全社会尊重关爱
儿童的共识和推进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合力。

东城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发挥地区优势，勇于
探索创新， 积极创先争优，2021
年率先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现场，东城区妇女联合会主席吕
绘代表妇女儿童工作者向全市
发出倡议：“一米高度看世界，共
建儿童友好城市，让儿童友好理
念成为社会共识和全民自觉，使
儿童真正成为国家和城市小主
人，切实保护儿童生存权、发展
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让每一

个生活在北京的孩子都更安全、
更健康、更快乐，都能感知成长
的美好。 ”

自 2022 年以来，北京市广泛
开展儿童友好社区文化活动，面
向全市征集儿童友好城市 LO－
GO、儿童画与宣传语，得到广大
儿童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响应。 经
过公众投票、专家评审，北京市
儿童友好城市 LOGO 从全市投
稿的 540 余幅作品中选出。

设计者何思倩来到启动仪
式现场介绍 LOGO 背后的故事：

“设计灵感来自 3 岁女儿贺一言
的剪纸，大人的臂弯与小朋友的
笑脸， 共同构成了一个京字，象
征着城市对每一位儿童的呵护
和包容。 五个颜色对应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的五个维度，即社会政

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
间和发展环境友好。 剪纸的造型
简洁明快，期待每个小朋友和家
庭都能行动起来，亲手剪一个儿
童友好城市 LOGO，共同建设儿
童友好城市。 ”

启动仪式后， 东城区举办了
儿童友好嘉年华活动。 通过探访
街巷胡同、博物馆，探寻儿童友好
之路；亲手规划自己的社区，设计
出心中的儿童友好城市模型；通
过学习剪纸，体验和感受传统文
化，争做“小小文化守护人”；用
画笔描画东城区儿童友好地图，
用游戏“连连看”体验儿童权利，
戴上 VR 设备畅游太空教室，多
种活动方式让孩子们体验城市对
儿童的友好， 展现儿童心中的友
好城市与社区。 （皮磊）

京东方艺云助力温州打造健康显示生态

日前，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壹基金”）启动“为
梦想开球” 乡村儿童足球公益倡
导活动。 据介绍，世界杯期间，壹
基金在线上线下开展“为梦想开
球”话题讨论、“颠球挑战”等主题
活动，联合社会组织伙伴、爱心企
业、平台和媒体一起，向公众讲述
乡村孩子们的足球故事， 为孩子
们的足球梦加油。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 孩子
们在踢球的过程中可以收获快
乐、健康、团结、竞争，获得身体与
精神双重成长。 但在我国部分欠
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 仍缺少适
宜儿童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和器
材， 缺少有足球教学能力的体育
教师， 缺乏组织足球活动的能力
和条件……这些都限制着乡村地
区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为让足球真正走进乡村儿童

的生活， 帮助孩子实现全面健康
发展，2019年， 壹基金乡村儿童
足球项目开始实施。 该项目以儿
童发展为核心， 为乡村学校建设
足球场、培训体育教师，协助乡村
学校开发趣味足球课程、 组建少
儿足球队、推广校园足球文化，支
持学校参与区域、 省级乃至全国
性足球比赛， 推动校园足球教育
发展， 从而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
量，促进乡村儿童的全面成长。

在过去， 四川省马边彝族自
治县某学校的孩子们只能用篮球
当足球踢， 拿背玉米的箩筐当球
门。 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项目走
进校园后， 为学校铺设了一座标
准的五人制足球场， 学校老师迅
速筹备起了组建足球队的工作。
在球场竣工的当天， 孩子们踢上
了第一场足球比赛。

自 2019 年至 2022 年 8 月，

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项目惠及
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6个县
（市、区），建设完成 43 座五人制
足球场， 培训乡村体育教师及区
县教研员 280余人次， 在 281所
乡村学校组建青少年足球队 395
支（包括 268 支男队、127 支女
队），目前在队学生 3000余人。

据悉，此次壹基金“为梦想
开球”乡村儿童足球公益倡导活
动得到了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腾讯公益、字节
跳动公益、新浪微公益爱心网友
和用户，首创证券、OPPO、周六
福珠宝等爱心伙伴以及虎扑、亿
里和煦公益倡导伙伴的支持。 壹
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与所
有伙伴及爱心公众携手，呼吁公
众关注乡村学校的青少年足球
教育，帮助更多儿童在快乐中发
展潜能。 （皮磊）

关注乡村儿童足球梦想
壹基金发起“为梦想开球”公益倡导活动

近日，满天星公益第三期股
东人大会举行，近 500 人通过腾
讯会议和满天星公益的视频号
参加。 会议上，满天星公益向公
众披露了机构第三季度项目进
展及资金使用情况，回应了项目
捐赠人票选得出的“公益五问”
和其他热心网友的提问，深度分
享多年项目执行经验和满天星
公益十年月捐发展与思考。 同
时， 大会首次采取线上连线形
式，对项目地学校进行了“云探
访”， 为捐赠人提供更直观的项
目成效展示。

疫情反复， 很多股东人都希
望了解公益机构如何让项目顺利
执行。 满天星公益创始人梁海光
认为， 需要制定详细的项目管理
流程和执行计划， 在客观条件变
化时，通过积极的沟通，灵活地调
整工作计划。 今年 1-10月，满天
星公益动态调整项目执行方式，

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新建小学
公益图书馆 10 所，流动书箱书库
2 个， 完成星囊派发 1.8 万个，共
开展 12 场教师培训活动，服务教
师 401 人次， 各个公益项目依然
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有序推进。

会议上， 满天星公益发布月
捐星友徽章体系， 将把徽章寄送
给月捐已满 1 年的股东人。

股东人大会是腾讯公益联合
恩派公益共同发起的“透明公益
助力计划”活动之一，旨在提升公
益组织在合规透明、公众对话、创
新策划等核心能力， 促进公益行
业公信力建设， 推动公益行业的
健康良性发展， 同时也进一步提
升公众参与公益的深度、 质量与
获得感。

从 2022 年 4 月第一期股东
人大会开始， 满天星公益已经第
三次举行股东人大会， 累计参与
人数超过 8 万人。 （张明敏）

满天星公益召开第三期股东人大会

伴随第三期在华企业联合
植树造林工程的圆满收官，本
田继续开启新一期的 5 年造林
计划。 第四期工程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 与前
三期工程的所在地兴和县相
邻。 计划在 2023 年-2027 年营
造 5000 亩生态林， 与前三期工
程 一 起 在 乌 兰 察 布 市 形 成
26500 亩森林景观。 旨在增加森
林覆盖率，建设绿色屏障，遏制
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环境，为当
地乃至华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回首 2008 年， 本田在华企
业共赴兴和县，开启了以“绿色
未来，你我共创”为主题的联合
植树造林工程。 作为一项长期
公益环保项目， 迄今为止共投
入人民币 5000 万元， 栽植苗木
超过 196 万棵，总绿化面积达到

21500 亩。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及

林业专家丰富的种植技术指导
下，如今 ，一期工程（2008 年-
2012 年） 已从栽植时的 0.8 米
长至 5 米左右；二期工程（2013
年-2017 年） 也已高达 3 米以
上； 三期工程 （2018 年-2022
年） 的当年成活率和三年存活
率均突破 98%， 高于国家造林
标准（当年成活率 85%、三年存
活率 80%）的要求。 通过 15 年
持续不断的努力， 当年荒漠贫
瘠的土地如今绿意盎然， 生机
勃勃。

未来，本田将继续以追求社
会和环境的共存发展为目标，秉
承扎根中国的信念，以实际行动
回馈中国社会的支持和关爱，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成为备受
中国社会期待的企业。 （李庆）

本田启动第四期在华企业联合植树造林工程
15年栽植树苗近 200万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