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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近日，顾家家居联合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为小朋
友们量身定制的游戏室“顾家 7
号乐园”正式启用，同时顾家家
居也发布了“健康顾家关爱计
划”公益行动，旨在为医院的孩
子们打造环保健康、友好氛围的
就医环境。

此次携手顾家全屋定制共
建“顾家 7 号乐园”，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林平副院长
表示，浙大儿院一直坚持为小朋
友们提供“有温度的医疗环境和
服务”， 为患儿和家庭营造友好
的氛围，减少小朋友们对于医院
的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所以在浙
大儿院新大楼的建设中，特别选
择了同样关心小朋友们的顾家

家居，用爱心共建“顾家 7 号乐
园”， 让小朋友们在康复过程中
感受到陪伴和快乐的力量。

“顾家 7 号乐园”的启用现
场，顾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胡晓青代表顾家家居对浙大

儿院的信任与认可表示了感谢，
“我们携手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从公益出发，用顾家家居最
安全环保的产品和专业的设计
服务，为小朋友们打造可以尽情
玩耍、 快乐成长的游戏空间，以

此来改善他们的
就医生活环境。
我们也会开展公
益活动， 用欢乐
缓解他们的就医
压力和情绪。 ”

此次顾家家
居为浙大儿院以
公益支持方式一
共打造了 16 个
游戏空间， 并用
顾家“孕婴级”环

保材料———环保 7 号为游戏室量
身定制了全屋定制家具产品。 顾
家家居的全屋定制作为定制家居
行业的环保标杆， 从创立开始就
坚持环保初心， 一直专注在环保
的赛道上向前进取， 为广大用户
打造环保健康的家居空间， 守护
更多孕婴家庭。

在“顾家 7 号乐园”的启用仪
式上， 顾家家居定制家居事业部
副总经理刘才亮代表顾家全屋定
制公布了“健康顾家关爱计划”。

“健康顾家关爱计划”不只
是用“顾家 7 号乐园”来守护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更是用关爱陪
伴与孩子们同行，顾家全屋定制
与浙大儿院在公益行动方面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签订了专项

志愿者活动，发起了“健康顾家
关爱计划” 第一站志愿者活动

“小小画家”。
“小小画家”志愿者活动中，

顾家家居员工为小朋友们带来
了一段充满趣味的陪伴时光，大
朋友陪着小朋友们，用画笔画出
天马行空的想法，用色彩搭配出
多彩的想象世界，一幅幅不同灵
感却都同样精彩的“向往的家”
主题作品也在小朋友们的笔下
诞生。

用公益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用环保健康陪伴每一位大小朋
友成长， 顾家家居将继续秉持
“创造幸福依靠 成就美好生活”
的使命矢志前行，点亮千万家庭
向往的生活。 （高文兴）

顾家家居携浙大儿院打造“顾家 7号乐园”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
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11月 25日，
国内七个城市校地社代表通过
云端方式举办了“创新社区慈善
体系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主题
微论坛，并在会议中形成了社区
慈善治理的成都倡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为
慈善事业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指
明了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
心理学院副教授方舒认为，“从从
善如流到美美与共”，新时代新征
程上的慈善事业应当全面融入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 助力中国式现
代化的全面推进， 必须要创新慈
善治理格局， 促使基层治理体系
走向现代化，“未来慈善事业发展
的着力点在于公益慈善事业体制
机制现代化、公益慈善事业下沉、
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和以公益慈善

文化整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

院长胡小军认为，要培育慈善组
织，其中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
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他表示：

“第一， 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
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增强社
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兴办社
会公益事业。 第二，充分发挥第
三次分配作用， 发展慈善事业，
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
发展的体制机制，畅通社会各方
面参与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道。
第三， 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方式，
鼓励设立慈善信托。 第四，加强
对慈善组织和活动的监督管理，
提高公信力和透明度。 第五，落
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
善慈善褒奖制度。 ”

“成都市慈善总会通过不断
创新募捐方式、 畅通多元筹资渠
道，在参与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应急救灾、乡村振兴、社会救助、

教育促进、成渝互动、成德眉资公
益同城化等工作中， 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成都市慈善总会副
秘书长张俪文在主题分享中介绍
道， 成都市慈善总会下一步将致
力于撬动“五社联动机制”，使“五
社”各司其职，社区资源分享、社
会工作回应需求、 社区社会组织
落地执行、社区志愿者服务转化、
社区慈善资源交福对接。

在活动最后， 来自北京、广
州、东营、成都、内江、德阳、眉山
七个城市的有关高校、 科研院
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首次
通过云端方式，达成《创新社区
慈善体系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成都倡议：“引导、支持有意愿有
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
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倡导社区
慈善治理新理念，推动社区与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社区慈善资源‘五社联动’，
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 （于俊如）

创新社区慈善体系
七城校地社代表发布社区慈善治理倡议

近日，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
举办以“有爱有未来”为主题的
第三届关爱早产儿健康成长发
展论坛，来自政府、学术研究、医
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领域
的嘉宾进行多维度分享。

十二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
原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张世平在
致辞中提到：“国家出台健康儿童
行动提升计划， 其中重要行动之
一就是新生儿安全提升行动。 减
少早产儿发生率， 降低早产儿死
亡率，促进早产儿成活率，关系着
千家万户的幸福和社会稳定。 ”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
民政局副局长卢建希望大家携起
手来， 共同为早产儿们构建起一
个越来越完善的支持体系。

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副秘
书长杨雅认为，在早产儿家庭救
助工作中， 医务社工要把医疗、

护理、养育等服务纳入中，成为
多专业服务的团队粘合剂和协
调者。

北京协和医院建立公益母乳
库，通过提供捐献的母乳，有效地
减少早产儿输液的时间， 极大降
低医疗费用， 减轻国家医保和早
产儿家庭的压力； 贝亲中国推出
早产儿专用奶瓶和安抚奶嘴等产
品，身体力行推动母乳喂养，并持
续关注有特殊需求的早产儿宝
宝；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积极引入家化护理模式， 让宝妈
和早产宝宝建立起温馨的母婴互
动关系，为出院做积极准备，同时
降低早产宝宝再入院的发生。

在一系列的工作中，预防早
产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广西壮
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成立专业
的防治团队， 帮助孕妇延长孕
期、改善妊娠。 开科一年来行宫
颈环扎术 124 例， 放置宫颈托

39 例，行外倒转 110 例，有效地
预防了早产的发生，最大程度保
障母婴的安全。

绝大多数早产儿一出生就
会被送入 NICU（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采用封闭管理，与父母
分离。针对父母看不到宝宝的情
况，深圳丹娃科技有限公司采用
了“互联网+微信小程序” 的技
术， 开发了丹娃远程探视系统，
目前已向 9 家三甲医院的 647
个床位捐赠，服务超过了 2 万家
新生儿家庭。满足条件的三甲医
院可以向春苗-丹娃慈善基金免
费申请使用。

据了解，为了援助困境中的
早产儿家庭，北京春苗慈善基金
会于 2015年启动“早产微宝贝
紧急救助”项目，并于 2021 年升
级为“早产儿助力计划”，截至该
年年底， 累计救助 26 个省的困
境早产儿 2263名。 （于俊如）

春苗慈善基金会关注早产儿
建立救助服务网络

近日，由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
坛、责任云研究院主办，中星创意
云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五
届北京责任展暨企业社会责任蓝
皮书（2022）发布会”在京召开。 会
议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教授魏秀丽主持， 国务院国资
委、中国社科院、行业协会、企业代
表、主流媒体等各方嘉宾通过“线
上+线下”的形式参加本次会议。

会上， 责任云研究院执行院
长张闽湘、 责任云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王腾飞共同发布《互联网平
台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
据悉， 这是由中国社科院教授钟
宏武联合责任云研究院课题组编
制发布的首本《互联网平台企业
社会责任蓝皮书》。蓝皮书综合考
量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垂直赛
道、知名度、影响力、市值等各项
因素，选取了 37 家细分行业内极
具代表性的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
作为评价样本进行考察与评估。

通过对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

管理水平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
征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课题组研
究发现，近六成互联网平台企业设
置了 CSR（社会责任）专栏；五成
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布了 2021 年
CSR报告； 样本企业中，58同城、
饿了么、爱奇艺、叮咚买菜等 18家
企业均未发布 2021年CSR报告。

研究发现，2021年，互联网平
台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 28.2
分，处于起步者阶段。

超三成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设
置了社会责任领导机构及执行机
构，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集团、京
东、 哔哩哔哩等均已设立社会责
任领导机构与执行机构。如，蚂蚁
集团设立了 ESG 可持续发展领
导小组； 阿里巴巴成立了可持续
发展管理委员会（SSC），负责规划
和执行 ESG 战略目标。 阿里巴
巴、腾讯、蚂蚁集团三家企业责任
实践指数达到四星级水平， 处于
领先者阶段，贝贝网、小红书、微
店、每日优鲜、网易严选等 12 家
企业仍在“旁观”。 （皮磊）

近日， 第四届腾讯 AND 服
务创新大会在深圳召开，宣布腾
讯技术公益创投计划二期正式
启动，并发布技术公益行业调研
报告。

相比首期， 腾讯技术公益创
投计划二期覆盖领域更加广泛，
包括乡村振兴、爱老助困、应急救
灾、生态保护、文化保育、青少年
发展和志愿服务七大领域， 并支
持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 科研机
构、基层群众组织、社会企业等组
织机构携正在落地执行的方案，
作为“公益实干组”参与申报。

项目组将从“公益实干组”报
名团队中遴选出 30个优秀项目方
案进行孵化， 每个项目可获得 30
万元现金。“公益创想组”则资助 20
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方案，入选方案
可获得 2万元现金资助。 此外，项

目组还将为所有入选方案提供额
外的推广资金支持，助力提升社会
影响力，让公益更有力量。

腾讯联合多家企业、院校、媒
体， 共同发布公益领域深度调研
《公益事业新版图———技术人才
的公益参与及影响因素研究》。

该调研数据显示， 超过六成
的技术人才赞成“公益是利他和
利己的统一”，能够在公益活动中
发挥一技之长的受访者， 未来参
与公益活动的意愿也会更强。 部
分受访者表示，缺乏额外的时间/
精力来持续投入公益活动； 近七
成的技术人才希望能够在日常的
生活工作中兼顾公益目标， 更倾
向于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来参与
公益。调研发现，轻量高效的技术
工具日益成为技术人才参与公益
创新的首选。 （张明敏）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发展
处于起步阶段

超六成技术人才赞成
“公益是利他和利己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