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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马可·波罗计划”公益文化项目首站
落户成都青白江

日前，凯西集团“马可·波
罗计划” 公益文化项目正式启
动， 首站落户成都青白江。 此
次， 凯西与青白江十二针绣坊
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传承蜀绣
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挖非遗潜力， 共谱丝绸之路
非遗帮扶的新篇章。 凯西是以
研发为基石，在呼吸道健康、罕
见疾病和专科治疗方面研发并
推广创新治疗方案的企业。

中国和意大利是东、 西方
璀璨文明的代表， 两国间的合
作和交往源远流长，马可·波罗
和古丝绸之路闻名于世。 凯西
是源自意大利的医药企业，一
直以来大力推动中欧间的国际
合作与学术交流， 并致力于发
挥“商业向善”的力量，积极支
持赋能当地社区。“凯西马可·
波罗计划”是公司根植中国，持

续发力中国市场的重要体现。
2022 年恰逢“中国意大利文化
和旅游年”，这一中意沟通契机
为两国的交流贡献了新活力。
凯西计划在接下来五年里，围
绕丝绸之路， 助力传承中国非
遗物质文化项目， 力图打造中
意乃至中欧文化传承交流方面
的一张新名片。 青白江历史上
是古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如
今亦作为中欧班列的始发站，
是连接欧亚文化与天府文化的
重要桥梁， 这里见证了丝绸之
路上的商业繁荣与文化交流，
在丝绸之路上有着非常重要的
战略意义。

青白江十二针绣坊是四川
省首个残疾人非遗蜀绣工坊，
以蜀绣十二大类针法寓意命
名，也是第一批“残疾人参与非
遗保护” 试点项目中的重点支

持项目。“我们选择成都青白江
十二针绣坊作为‘凯西马可·波
罗计划’文化项目的首站，将非

遗保护和残障群体帮扶有机结
合， 合作框架将包含残疾人群
体职业技能培训、 稳定就业及
非遗产品采买等。 支持当地
社区是公司运营的重要理念
之一，此次参与到中国非遗传
承及保护工作中来，我们感到
非常骄傲与自豪。 ”凯西中国
总经理戴赋兴说。

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今
年发布的 《川文旅字 [2022]38
号》文件中，确定了包括四川师
范大学在内的 4 所院校成为首
批省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研修培训基地。

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研究院
副院长杨海表示：“四川非遗文
化厚重， 非遗保护与传承可塑
性强，如何拓展非遗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 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是艺术产业值得研究的。 蜀绣
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也是四川的一张亮眼文化
名片， 她的发展也需要全社会
共同参与保护与传承。 这样的
帮扶形式将文化传承与文化需
求有机融合， 让非遗文化与需
求者产生文化共振， 是非遗产
品与市场融合的基础。

作为 B Corp（共益企业）
肩负的责任， 凯西集团每年都
会举办“我们行动日”（We Act
Day）活动，分享 B Corp 理念并
付诸行动。 沿着丝绸之路，凯西
集团将持续为中意交流贡献凯
西智慧。 （王祺文 ）

CEGA年均向环保领域提供约 3亿元资助
近日 ,《2021 环境资助者网

络（CEGA）报告》发布。 环境资
助者网络（英文简称“CEGA”）
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启动，是中
国环境资助者交流合作的平台，
宗旨是运用战略慈善的理念，促
进环境领域资助方的交流与发
展，引领未来环境领域的资助方
向，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社会
效益最大化。

报告显示，CEGA 成员单位
在 2021 年为中国环保公益行业
提供了约 3.06 亿元的资助，较
上年增加 3%。自 2018 年 CEGA
成员首次提供年度资助信息以
来，成员年度环境资助总额在 3
亿元上下波动。 在九大工作领
域中， 生态保护与修复连续第
四年位列接受资助金额的首
位，在 2021 年获得成员机构提
供的约 8674 万元的资助， 在年
度资助总额中占比达 28%。 值
得注意的是，2021 年 CEGA 成

员向气候变化领域共提供 3030
万元资助， 虽仅占资助总额的
10%， 但相较往年增长明显，体
现 CEGA 成员正在从减缓、适
应等方向出发开展越来越多的
气候变化资助。

报告扩大了非 CEGA 成员
年度环境资助分析的覆盖范围，
从去年的 7 家增加到今年的 58
家国内基金会，发现非 CEGA 成
员 2021 年为环保公益行业提供
了约 6.39 亿元的资助，其中 83%
以生态保护与修复为首要工作
领域。

报告还新增了互联网慈善
募捐平台环保筹款分析。 2022
年 6 月，19 个互联网慈善募捐
平台登载了筹款中的环保公益
募捐信息，共计 506 条，累计筹
集资金 4.13 亿元 ， 累计带动
9800 余万人次参与，但环保募捐
信息条目在多数平台占比不及
10%， 在腾讯公益和支付宝公益

平台上， 占比分别仅为 4%和
2%，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CEGA 执行主任张瑞英表
示：“这本报告是中国环境公益
资助版图，里面包括 CEGA 成员
以及其他环境基金会 2021 年的
资助项目， 包括了项目资金、地
域和议题。 中国环境公益领域的
资助方在国内开创性做资助信
息共享，并以年报的形式向行业
内外的相关方公开，以促进环境
资助者的协作。 ”

明善道总裁赵坤宁表示，从
四年连续对比来看国内主要环境
资助者提供的资金额度比较稳
定， 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一直是
最受关注的环境议题， 气候变化
虽然快速升温，已成热门议题，但
环保公益领域对其关注和投入还
远远不够。展望未来，相信 CEGA
年度报告将凭借独特、 持续的数
据和行业视野， 为环境公益资助
者提供更多专业价值。 （王勇）

“今年参加沙姆沙伊赫气
候变化大会， 我最深的感受就
是热闹， 不仅是会场的热闹程
度超过去年， 而且中国角的热
闹程度超出想象。 ”万科集团创
始人、 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中心
（CTeam）创始人和万科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王石， 在近日举办
的一场线上发布会上幽默地表
示，“好在中国角的位置没有在
显眼的地方， 要不然中国角参
会人群的踊跃、 拥挤程度真是
不可想象了。 ”

自 2009 年首次在哥本哈
根参加气候变化大会至今，王
石连续参加了每一届气候变化
大会。

深圳市首批近零碳社区试
点之一的大梅沙社区建设成
果， 是万科公益基金会带到
COP27 大会上的一个中国故
事。 通过视频播映、现场讲解、
嘉宾研讨等各种方式， 王石将
大梅沙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
减少废弃物、 改造建筑物提升
绿电使用率等细节娓娓道来，
引起诸多关注。

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
心和万科公益基金会组织了系
列活动， 让许多优秀的企业和
社会组织在大会上展示绿色产
品和技术，进行国际交流，讲述
中国故事。

另外，在本次大会上，大道
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万科

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
保基金会和中国企业气候行动
（CCCA）共同主办了“云集企业
力量， 共创零碳未来” 主题边
会，会上发布了《2022 企业气候
行动案例集》。

CTeam 主任杨培丹重点介
绍的例子是现代牧业的粪污处
理系统微缩模型， 形象生动地
向来来往往的观众展示了牧场
如何无害化、资源化利用牛粪，
转换为有机肥、 牛床垫料和沼
气，产生蒸汽并发电，不但将牛
粪变废为宝， 其技术系统的应
用使得整个过程中的碳排放比
其他常见系统减少 40%。

大会期间，王石还折返开
罗，专门举办了“运河深潜”全
球赛艇穿越行动的收官活动，
随后在沙姆沙伊赫又参加了

“世界运河气候日”主题边会。
“通过在运河上划赛艇， 推动
运动健康、 推动环境保护、推
动大运河文化交流， 这都是

‘绿色通行证’，到哪讲都是受
欢迎的。 ”王石说，“中国在气
候变化大会上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关注度越来越高，今年
有一点还令我印象深刻，那就
是在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中国
年轻人越来越活跃，不管是来
到现场的还是远程线上的，年
轻人这种积极的、活泼的姿态
当中，你可以感觉到这是中国
未来的希望。 ” （徐辉 ）

万科公益基金会参与气候变化大会
零碳社区试点大梅沙社区备受关注

“生态文明与应对气候变化”主题边会
发出民间组织声音

近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第四官方
边会会议举办了“生态文明与应
对气候变化”主题边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
李瑞东在致辞中说，大自然是人
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只
有倡导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利发展，
打造人类命运体，才能使我们的
地球家园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中央社会主义研究院博士
陆琼表示，相较于单项目标或行

动，生态文明更强调多目标的整
体推进。 在中国的实践中，消除
贫困、 治理污染与应对气候变
化、自然保护、技术创新等工作
总是同时进行。

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主任杨
晓辉表示，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
设不仅是教育工作者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更是
国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
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学生、
中华环保联合会青年代表马艺
原宣读了“生态文明助力应对

气候变化”倡议书。 倡议基于生
态文明理念和全球气候危机的
背景， 向全球发出了做地球家
园的守护者、 做生态文明理念
的践行者、 做全球环境治理的
参与者的倡议， 并呼吁各方携
手共进， 积极开展气候减缓和
适应工作， 从而系统应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挑战。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分别围
绕生物多样性保护、 可持续能
源、塑料污染、可持续消费与应
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方式进行了
案例分享。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