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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沪滇协作———星巴克
“共享价值 美丽星村”示范点项
目启动仪式在云南省普洱市思
茅区南屏镇南岛河村举办。 星巴
克基金会通过“赠与亚洲”向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捐款逾 1700
万元，启动云南咖啡产业扶持四
期项目。

在上海市和云南省、普洱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为促
进社会力量助力东西协作、促进

乡村振兴产业与文旅综合发展
开创了新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立
足普洱咖啡产业资源优势，打造
中国咖啡爱好者寻咖之旅第一
站———从咖啡种子到杯子的全
产业链示范点，致力于成为沪滇
合作、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创
新模式的典型。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丁亚冬从多方共建、突出特色、
壮大集体经济、 综合提升四个方

面对项目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该
项目整合多方资源， 合力打造基
于普洱当地特色及产业资源优势
的咖旅融合新模式， 着重提升产
业发展新业态，通过“社会力量+
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培育产业发展新主体，最后实
现助力村庄文明、 和谐和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效益。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
指出，乡村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
代化又离不开小农户的现代化，
而小农户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
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难
题。“从实践角度讲，如何将分
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
场， 同时提升小农户的技术水
平是小农户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星巴克基金会和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发起的项目紧紧扣住了
农业现代化，也紧紧扣住了乡村
改造的难题。 ”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
办公室副主任熊英表示，“参与
到普洱市的乡村振兴示范点打
造，体现了星巴克公司的社会责
任及担当精神。 希望各方持续推
动‘美丽星村’由图景变现实，探
索出村民富、集体强、游客乐、市
场认、社会赞的可复制推广的沪
滇协作新样板，走出一条助力云
南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康庄
大道。 ”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
中兴表示，茶和咖啡是普洱市两
张最靓丽的名片。 普洱已成为中
国种植面积最大、 产量最高、品
质最优的咖啡主产区和咖啡贸
易集散地。 项目既是创新“咖旅”
深度融合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整合
沪滇协作资金、引入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创新东西部协作帮扶举
措的示范和标杆。“项目建成后，

必将吸引更多的咖啡爱好者和
游客来到普洱，驻足普洱，感受
普洱。 普洱市委、市政府将全力
以赴服务好项目建设工作，推进
项目早建成、早达效，推进帮扶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
机统一。 ”

“通过咖啡的联结，我们与
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年来，
星巴克充分发挥咖啡领域的专
业经验和规模优势，扎根云南咖
啡田间，帮扶了一大批咖农种出
好咖啡，过上好生活。 ”星巴克中
国社会影响力副总裁竺蕾说，

“我们很开心能携手志同道合的
各方伙伴，与咖农们一起走出一
条‘好咖啡、好环境、好生活’的
三好示范之路。 期待项目完成
后，全国的咖啡消费者走进原产
地的梦想变成现实，亲身感受咖
啡之乡的风土人情。 ”

据了解，“共享价值 美丽星
村” 项目是星巴克云南咖啡产业
扶持整体方案规划自 2018 年启
动以来， 历经基础农业生产能力
帮扶、 到智慧农业的前三期实践
后，打造出的咖旅融合新模式，是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之路的又一重
大创新。项目围绕咖啡产业从“种
子”到“杯子”的全链条帮扶，不仅
提高了合作社和咖农产业增值增
收能力， 还为咖啡爱好者们打造
了“从一颗生豆到一杯咖啡”的沉
浸式体验全过程。 （李庆）

星巴克“共享价值 美丽星村”示范点项目

开创咖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模式

12 月 1 日是第 35 个“世
界艾滋病日”。 当天，由中国青
年报社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
治协会共同主办、吉利德科学
提供公益支持的“2022 青年防
艾公益行动”在京启动。 三方
宣布，今年将继续在全国六个
重点城市的青年社区开展线
下 HIV 防治宣传教育，并通过
主题海报、科普视频等创新形
式， 进一步提升青年群体对
HIV 知识及防艾途径的关注、
理解和科学认知。

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尤
其是高校青年学生的健康状
况一直受国家高度重视。 为做
好高校大学生的艾滋病防控
工作，从 2015 年起，国家各部
门陆续出台了多个文件，以提
高全社会对青年学生 HIV 预
防教育的重视。

中国青年报社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是“青年防艾公
益行动”开展的第四年，中国
青年报社已累计走进 33 所高
校开展线下宣教，希望通过青
年防艾公益行动让更多青年
从中受益。

近年来，在多方共同努力
下，青年学生的 HIV 防治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社会
环境的变化，防艾工作也涌现
出了一些新的难点和痛点。 多
份调查数据显示，青年群体尤
其是高校学生的防艾认知还
存在较多误区，比如大多学生
知道 HIV 传播途径，但对科学
防治手段和最新治疗方法的
了解依然比较片面。

同时，随着传播媒介的快
速发展，防艾抗艾宣教形式也
亟待创新。 本次发布的主题宣
传海报和青年代表创制的科
普视频，就是根据青年群体的
特点，通过可视化等创新的传
播形式， 宣传普及防艾知识，
助力动员广大青年主动防艾，
建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
人”意识的一次有益尝试。

“目前 ，依然有些公众和
HIV 感染者对于艾滋病的传
播存在认知误区和侥幸心理，
实际上，任何一次不安全的性
行为都可能存在感染风险。 尤
其针对具有高危行为或职业
暴露风险的人群，我们建议定
期进行检测， 及时到正规医
院、疾控中心或购买试纸进行
检测，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第
一时间遏制艾滋病病毒传播。

此外，如果不慎发生高危性行
为或出现其他 HIV 感染风险
可以进行暴露后阻断 ， 降低
HIV 感染风险。“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
中心主任赵红心指出。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会长郝阳表示，多年来，中
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一直
将工作重心放在校园中，已
经在全国 600 多所高校中实
施多个防艾项目， 对加强青
年学生的自我教育、 提高防
艾认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吉利德全球副总裁兼中
国区总经理金方千表示，要终
结 HIV 流行，预防和治疗缺一
不可。“吉利德深知青年防艾
关乎国之栋梁，希望‘青年防
艾公益行动’这一具有深远意
义的项目可以逐渐成为我国
高校和青年社区防艾教育的
标杆，帮助呼吁和吸引更多志
同道合的伙伴加入到青年防
艾的队伍中来， 支持年轻、有
活力、有探索精神的高校学生
更主动地做自己的‘健康第一
责任人’，不被艾局限，突破不
可能。 ” （李庆 ）

提升青年群体健康水平
2022 青年防艾公益行动启动

日前，由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指导、责任
云研究院课题组编写的《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2022）》
（以下简称《报告》） 在京发布。
《报告》以 2022 年度参评企业的
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对象，从过
程性、实质性、完整性、平衡性、
可比性、可读性、创新性七大维
度对报告编制过程与披露质量
进行综合评价，系统总结参评报
告的新趋势，集中展示优秀企业
案例，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社会责
任信息披露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研究发现，自 2010 年发起至
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
随着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发
展不断迭代升级。 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已累计为
超 300 家中外企业出具 1014 份
评级报告。 2022 年，共 176 家企
业申请报告评级，参评企业数量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44.3%。

分析指出，2022 年度参评报
告呈现多个特点。 其中，147家央
企国企（占比 83.5%）参与报告评
级，77家获得五星级以上评价；央

企下属单位、 地方国企参评数量
增长显著。 参评报告质量持续提
升，26 份（占比 14.8%）报告获得

“五星佳级”典范评价，75份（占比
42.6%）获评“五星级”卓越评价。

此外，参评报告过程性表现
卓越，83 份（占比 47.2%）报告过
程性为五星级。 企业报告编制得
到高层重视、 功能定位明确、组
织高效、流程规范、传播多元，发
挥了报告“以编促管”的功能。

数据显示，119 份 （占比
67.6%） 报告实质性达到五星级水
平，企业综合分析宏观政策、国内
外标准、公司发展战略、利益相关
方关注重点等识别关键议题；51
份（占比 29.0%）报告完整性达到五
星级，数量与 2021年持平，关键指
标披露覆盖率仍有待提高；75 份
（占比 42.6%）报告平衡性达到五星
级水平；67份（占比 38.1%）报告达
四星半级，企业主动披露了报告期
内履责不足之处。

报告同时指出，2022 年度参
评报告创新性表现有待提升，仅
30份（占比 17.0%）报告创新性获得
五星级评价， 参评报告在内容、形
式、传播等方面仍待创新。 （皮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评级（2022）》发布
参评报告增长超四成

“共享价值 美丽星村”项目奠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