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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修身岂为名传世，做事唯
思利及人。 ”2012 年 12 月 10 日，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秉承“思
利及人” 的核心价值观， 捐资
2000 万元，在民政部注册成立思
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如今，思利
及人公益基金会已走过十年公
益之路，在大众健康、扶贫助教、
助弱赈灾、环境保护等领域践行
着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笃行公益事业，勇担社会责
任。 ”这是当初思利及人公益基金
会成立的缘由。十年间，在无限极
的大力支持、 无限极员工及业务
伙伴的广泛参与、 合作单位的鼎
力帮助下，基金会得以从无到有，
稳步发展。十年来，基金会累计捐
资捐物超过 1.3亿元，捐助范围涵
盖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
了七大核心公益项目， 累计超过
9800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志愿服
务时长超 10万小时。

项目实施后所能解决或缓
解问题的程度，对个人、群体、社
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是公益项
目价值的核心所在。 自 2013 年
启动第一个公益项目———“思利
及人助学圆梦”项目以来，思利
及人公益基金会始终坚持成效
导向，努力让改变发生。

在实施的七大主要公益项

目中，“助学圆梦” 项目致力于
为全国各地的困境青少年提供
为期三年的全链条、 全方位的
高等职业教育资助， 让他们习
得一技之长，为人生护航。 十年
来，该项目让 1661 名困境学生
在高等职业院校安心就读 ，
1256 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毕
业生平均就业率达到 97%，比

全国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高
出 5%；平均工资 4126 元，较全
国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平均工资
高出 15%。

此外， 基金会与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于 2015 年发起
的“希望工程·无限极快乐足
球”项目，从最初的组织乡村足
球队、开展足球支教、捐赠足球

物资，发展到捐建足球场、关爱
乡村儿童等多维度多层面的综
合型项目。 至今，项目已组建超
100 所联盟学校， 捐建足球场
21 座，开展支教 178 场次，捐款
捐物累计超过 2000 万元 ，让
2200 多名学生直接受益，5 万
名学生间接受益。

除了上述两个公益项目，基

金会还与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
会在广州开设了新阳光病房学
校，在中国英烈基金会设立了无
限极公安民警健康促进基金，与
中国禁毒基金会一起发起“无限
极·禁毒科普教育园地”项目，携
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全国
各地开展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
治疗，并在抗疫赈灾、乡村振兴
等领域中主动担当作为。

十年来，基金会始终坚持专
业做公益，阳光做慈善。 基金会
的内部治理及整体运营不亚于
一个成熟的商业企业，为了让善
行发挥最大效益，思利及人公益
基金会不断磨练专业团队、汲取
专业知识， 努力在内部治理、项
目运作与评估、信息公开等方面
做好每一个细节。 专业、规范、透
明已成为基金会过去与未来发
展的底层逻辑。

十年是组织发展的一个里
程碑，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开
启新奋斗征程的起点。 未来，思
利及人公益基金会将积极回应
党和国家号召， 秉承思利及人
的核心价值观， 坚持做对大家
有利的事情， 将基金会的发展
主动与国家发展、 社会需要相
结合， 在下一个十年中有新的
更大的作为。 （徐辉 ）

笃行公益事业，勇担社会责任

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十年累计捐赠款物超 1.3亿元

近年来， 我国艾滋病防治
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艾滋病防
控取得显著成效。 国家卫健委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 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全国报告现存
艾滋病感染者 114 万例， 我国
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
水平。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通
过联合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患
者基本已经能够活到接近正常

人的寿命，早预防、早发现、早
诊断、 早治疗才能最大程度降
低艾滋病风险。

随着社会各界的关注度不
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
台不断参与到艾滋病预防、治
疗的服务中来。 其中，百度健康
联合杰士邦等生态伙伴上线艾
滋病健康服务平台， 提供知识
科普、 在线问诊等一站式艾滋

病防护解决方案。 通过联合生
态合作伙伴、医学专家、权威机
构，创新图文科普、趣味漫画等
多种产品形态， 百度健康将多
维度满足大众艾滋病预防、治
疗需求。 据悉， 用户通过百度
App 搜索“百度健康”，即可点击
页面进入体验。

近年来， 我国数字经济发
展进入快车道， 对社会经济的
转型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随着数字经济创造新模式、
新场景、 新动能的能力越来越
强，数字经济的融合水平、社会
基础和群众基础越来越好。 这
其中， 不少创新型企业做出了
很多努力。 百度健康依托自身
技术平台、 联合生态伙伴推出
的艾滋病健康服务平台正是其
中的一个成熟案例。

百度健康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发挥互联网平台服务
能力，让更多用户便捷、快速
了解权威的艾滋病相关科普
知识，呼吁全社会为艾滋病感
染者提供一个更加包容关爱
的社会环境，消除偏见，反对
歧视。“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
扩大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覆
盖面，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
艾滋病患者得到救治，守护民
众身体健康。 ” （李庆 ）

百度健康上线艾滋病健康服务平台
提供艾滋病科普、在线问诊等服务

日前,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
指导下,中交兴路在车旺大卡 APP
上线了“爱在路上，安全相伴”公益
活动。卡友可于 2022年 12月 1日
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免费申
领“在途安全 AI 提醒服务”,获得
在途安全 AI智能识别和 7×24小
时实时提醒等服务。 据悉，此举旨
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助力货车司机安全出行。

为切实做好货车司机群体权
益维护以及服务保障等工作,今年
4月,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
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
道路运输协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
2022年度“暖途·货车司机职业发
展与保障行动”， 中交兴路作为爱
心公益伙伴入围本次行动。作为物
流科技和服务平台,中交兴路多年
来致力于用科技守护数千万卡车
司机的安全，积极践行科技向善。

记者了解到，此次“爱在路上，
安全相伴”公益行动是中交兴路安
全出行计划专项保障行动项目之
一。项目致力于关注货车司机行车
安全， 通过 AI智能识别技术对重
卡车辆在道路行驶中发生的危险
驾驶行为，以车机和短信的方式进
行及时有效的提醒和纠正，进而有

效减少车辆事故。 一方面，当车辆
出现超速、疲劳驾驶或高速违规停
车的行为时，该技术可以进行实时
提醒干预；另一方面，当车辆处于
危险路段、恶劣天气或面临高速违
停时，AI 智能识别技术会对车辆
进行实时预警提示。

据悉, 此次活动已于 12 月 1
日在车旺大卡 APP上线。 该平台
聚焦司机群体职业现状，服务于中
小微运输企业、车队和广大货车司
机群体，提供“车队管理、运力、在
途、保险、用油、金融、社区”等一站
式生产生活服务。 目前，平台注册
用户超过 900万。

在冬季道路行车过程中，一些
货车司机缺乏行车经验和安全意
识，加上危险路段、恶劣天气等因
素，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中交兴路
为货车司机免费提供的在途安全
AI提醒服务，通过 AI、大数据等智
能化手段及时发出预警，助力降低
大货车交通事故率，切实保障货车
司机的行车安全，为货车司机及其
家庭的安全出行筑起防护墙。

下一步，中交兴路将持续推
动货车司机关爱行动， 帮助他
们更好地生产生活， 进一步提
升货车司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皮磊）

助力货车司机安全出行
中交兴路上线“爱在路上，
安全相伴”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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