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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公益慈善指南》发布两册报告
近半数捐赠资源流向奖学金项目

近日，由亚洲公益事业研究
中心（CAPS）和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CDRF）联合举办的中国
慈善论坛： 教育与扶贫公益暨
《中 国 社 会 公 益 慈 善 指 南》
（China Issue Guides， 以下简称
《指南》）发布会在线上举行。 会
上发布的《指南》 系列研究由
CAPS 发起，共分为四册，重点研
究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医疗卫
生、自然环境、教育和扶贫助贫
四个领域的捐赠流向和发展现
状。继今年 2 月发布的医疗卫生
与自然环境指南后，本次发布的
是教育和扶贫领域报告。

CAPS 联合创办人兼主席、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启
宗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社会
公益慈善指南》 告诉我们的就
是， 在教育和乡村振兴这两个
大领域里， 中国人到底做了什
么事，努力都体现在哪里，成果
在哪里，社会需要的、还没有做
到的在哪里， 相信会给大家诸
多启发。 ”

作为联合主办方代表，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在
致辞中强调了公益慈善事业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越
发重要的角色。 他表示：“我们希
望可以通过持续开展中国慈善
事业发展现状和重点领域的研
究和交流， 引发更多慈善家、企
业和公众对深化发展公益事业
的关注和参与。 ”

CAPS 联合创办人兼首席
执行官夏露萍博士在论坛上正
式发布《指南》的教育与扶贫助
贫两册报告， 并分享了主要研
究发现。

在《指南》系列研究中，CAPS
发现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教
育和扶贫两个领域，延续了在医
疗卫生和自然环境领域中所呈
现出来的特色，包括：与国家政
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将商业智
慧与经验融入其公益项目的设
计与执行；以小范围试点项目为
公共部门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与思路以及回馈家乡的倾向性。

此外，教育和扶贫领域的公
益慈善事业也呈现出各自独有

的特点。 其中，教育是中国传统
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一个
人在社会中向上流动的重要基
础。CAPS 研究显示，有近半数的
捐赠资源流向了奖学金项目。 此
外，为提升其捐赠影响力，许多
慈善家和企业会优选高校捐赠。

另一方面，捐赠人也对教育
公益有着不一样的期待和目标。
几乎所有接受过 CAPS 采访的
慈善家和基金会管理者都对如
何改善教育系统有清晰的认识，
但是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教育公益事业的另一个趋
势是，许多慈善家会根据个人经
验、兴趣或关系网络选择支持教
育公益事业的具体方式。

而社会参与扶贫的行动主
要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 因此，
大多数扶贫项目也以国家精准
扶贫战略为指引，同时结合自身
资源设计因地制宜的扶贫干预
措施。

同时，CAPS 研究发现，除了
定点帮扶政府指定的欠发达地
区以外，也有许多慈善家、基金

会创始人都会在离家更近的地
方开展减贫工作， 包括向流动
儿童、 老年人或其他困境群体
提供帮助。 这也呼应了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两个特点： 一是
回馈家乡， 二是利用本地资源
及关系网络来提高其公益项目
的执行效率。

为更生动地呈现具有特色
的公益慈善事业， 本次论坛还
设置了围绕“教育公益” 以及

“从扶贫走向乡村振兴”主题的
行业圆桌对话， 邀请国内领先
的基金会和企业代表进行经验
分享与交流。

论坛最后，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郝睿
禧表示：“慈善在中华文化中有
历史深厚，在《指南》所研究的
案例中， 公益慈善的价值不仅
体现在扶穷济困、 济世救人等
基础慈善中， 而且越来越多的
公益慈善组织在系统性思考议
题、创新探索、长期投入解决方
案方面发挥着先锋的作用。 公
益慈善开始扮演‘催化剂’的角
色———激发公共和私营部门彼
此协同，积极聚合多方智慧、资
源、影响，共同探索和验证解决
方案。 ” （李庆）

“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健康彩跑
引导学生养成健康习惯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主办，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默沙东(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支持的“中国女性宫颈健
康促进计划—2022 高校健康彩
跑”活动在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
院开跑。

此次健康彩跑活动旨在引
导高校学生养成健康习惯，展现
育英学子的无限活力，提高女生
宫颈癌预防意识。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 副校长谢鑫与参会嘉
宾共同开启了本次活动。 谈及
参与此次健康彩跑活动的体
会， 他表示，“中国女性宫颈健
康促进计划” 项目走进学校开

展， 是对大学生健康教育的有
力补充，通过开展趣味性活动，
分发宣导手册， 都有助于学生
了解宫颈健康知识， 对大学生
的健康有所助益。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学
务部主任、妇联主席邬佳致辞时
表示：“本次活动将运动锻炼与公
益相结合，创新了健康跑运动的
形式和内容，吸引了更多的青年
师生参与，提升广大师生对健康
教育的重视程度。 学校将继续深
入开展宫颈健康知识宣传活动，
让更多的女大学生受益。 ”

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妇保科长方玲
玲在健康彩跑活动开始前向参

与活动的学生讲解宫颈癌相关
知识。

参加活动的同学们表示，通
过活动了解到宫颈癌虽然可怕，
但它是可防可治的。 年轻大学生
应尽早了解、及早预防，做好宫颈
癌三级预防 ， 尤其是一级预
防———健康教育和接种疫苗。

自 2013年“中国女性宫颈健
康促进计划” 项目启动至今已累
计有 9000 万女性及家庭从中受
益。 未来，项目将继续以“加强宫
颈癌一级预防”为己任，开展丰富
多彩的宫颈健康宣导活动， 为更
多的女性和家庭提供科学有效的
健康知识， 帮助女性朋友关爱自
身健康，远离疾病困扰。 （徐辉）

近日， 由浙江杭州未来科
技城（海创园） 管理委员会指
导、京东方艺云（杭州）科技有
限公司主办的“HDIC 2022 健
康显示创新大会” 以线上加线
下形式举办， 大会以推动显示
技术和视觉健康医工融合创新
发展为宗旨， 通过构建健康显
示创新生态， 为改善国民用眼
健康做贡献。

京东方艺云总裁白峰表示，
京东方艺云作为类纸护眼标准
定义者，在硬软件护眼技术领域
深耕多年，与 30 余家头部眼科/
眼视光公立医院、私立眼科医疗
机构、标准认证机构、基金会等
单位深度合作，共同构建医工融
合护眼生态。白峰还宣布了京东
方艺云医工融合“383 计划”，即
未来 3年将投入 8亿元，专项用
于深耕医工融合技术创新、产品
应用和科普公益三大领域。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
研究所教授马军、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基础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
员张运红指出，因不同显示器质
量差异较大，优化显示器制造技
术，提高视屏眼健康效能，能够
有效降低视疲劳，抑制近视发生
率； 倡导科学选择显示终端，强
调视觉显示工效是解决儿童青
少年近视的重要抓手之一。

2022 年， 京东方艺云先后
推出一系列面向“一老一小”群
体的护眼显示产品，同时，启动

“童屏星光”计划，共建少儿内
容生态。 此外，京东方艺云还推
出了智慧黑板等一系列类纸护
眼校园显示终端， 并启动校园
近视防控“百区千校”推广应用
计划，以全国基地为核心，计划
三年内让 100 个区县的 1000 所
学校用上健康显示。

谈及眼健康科普与公益，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
任倪海龙教授表示， 科普是近
视防控的重中之重。 多年来，京
东方艺云依托京东方集团教育
公益项目“照亮成长路”，不断
为乡村及偏远地区学校提供护
眼显示教学设备，联合医院、学
校、公益机构等单位，积极参与
近视防控科普与免费视力筛查
等公益活动。 同时，京东方艺云
首座视觉健康科普馆将于年底
在苏州湾数字艺术馆落成，其
主题展览“灵眸·瞳趣视界”将
通过科普教育、艺术欣赏、互动
体验、公益活动等方式，为儿童
青少年提供探索眼睛奥秘，学
习眼健康知识， 感受视觉艺术
魅力的科普美育体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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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艺云已将健康显
示列为公司的核心战略，未来，
京东方艺云期待与更多专家和
产学研用生态伙伴携手， 共筑
健康显示新生态， 为全民眼健
康贡献力量。 （高文兴）

京东方艺云
打造科普和护眼公益

多位专家建言献策
推动“一老一小”友好社区建设

12 月 15 日， 北京慈幼儿童
福利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龙湖公益基
金会在线举办“一老一小”友好
社区建设经验交流暨专家研讨
会，邀请多位专家围绕社区建设
经验进行交流对话，共同探讨更
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一老一小”
友好社区服务模式。

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副主任
张央对研究院与龙湖公益基金会
共同启动的“一老一小”友好社区
项目的指标建设部分进行了介
绍。 据介绍，“一老一小”友好社区
建设标准解决的是居住环境维度

上无障碍、 适老化和适儿化改造
水平较低、生活维度上“一老一小”
社区活动及服务不足等问题。

在老年友好及儿童友好的建
设标准指标体系下， 上述指标内
容均做了三级分类。 其中，老年友
好的一级分类分别指向环境友
好、服务友好、生活适老以及机制
友好；儿童友好则是制度友好、文
化友好、空间友好和服务友好。

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
高华俊表示，中国公益研究院与
龙湖公益基金会联合多方共同
探讨的“一老一小”友好社区建
设工作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前

瞻性。 在该议题下，各方需深入
持续探讨全龄友好社区建设，保
证社区服务做到居民友好和应
享尽享，同时也要积极应对社区
治理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高华俊谈道，中国公益研究
院将持续发挥“智库”功能，沉淀
项目经验，吸收学术成果，深入
调查研究， 保证项目的模式、标
准、 成果更具操作性和推广性。
同时，中国公益研究院将作为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的沟
通枢纽，发挥支撑性、系统性的
平台作用，推动政府和社会各方
的协作机制畅通运转。 （皮磊）

CAPS 联合创办人兼主席陈启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