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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引导公众自觉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近日，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美
团青山计划联合主办， 中国新闻
网协办的“‘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
者’———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
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线上举办。

“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服
务项目通过资助社会组织在社
区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
论宣讲、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和科
学普及、绿色低碳实践参与等活
动， 让城乡社区群众在参与实
践、获得服务的过程中提升生态
文明素养，引导更多公众自觉履
行环境保护责任， 力戒奢侈浪
费，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推动公众
从意识向意愿转变，从支持向行
动转变，积极加入生态环境志愿
服务队伍， 以行动促进认识提
升，知行合一，构建生态环境治
理全民行动体系。

“项目对于夯实生态文明建
设群众基础，调动社会力量积极
性，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共建共治
共享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副司长赵莹
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表示。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
长刘春龙在致辞中说，“青山公
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旨在
培育壮大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力
量，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打造环
保社会组织立足社区带动全民
参与的实践范例与工作品牌。 ”

“项目汇聚了政府部门、街道
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
量。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
中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 紧密围绕人民群众对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重要任务， 大力推动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工作。”生态环
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闫世东
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
秘书长杨碧聪表示，“青山公益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是共建
共享青山计划‘更好生活、更美
自然’愿景的重要组成。 美团希
望与广大环保社会组织携手同
行， 在 85 万美团青山公益商家
的支持与期待下，共同打造‘美
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的生动实
践和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样板。 ”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

长王振刚介绍了“青山生态环境
志愿服务”活动征集工作安排。北
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杨军
剑对活动的开展表示欢迎和支
持。 深圳市华基金生态环保基金
会秘书长孟祥伟代表环保社会组
织发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行动倡议。

即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项目合作伙伴征集活动也正
式开启。 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
服务项目计划面向社会组织招
募 30 家合作伙伴， 第一批入选
社会组织将获得 5 万元资金支
持， 用于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凝聚生态文明建设多方
力量，有效激发公众的主体意识
和责任意识，倡导全社会做生态
文明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形成全
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
合力。 （徐辉）

近日，在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指导下，
FESCO 出品了主题视频《一
天》。视频中，11 位残障人士用
自己的方式热爱着生活，一张
张灿烂的笑脸生动诠释着“这
就是我们的一天，和你的没什
么不一样”的主旨。

在《一天》视频中不难发
现， 其实残障人士也在不同
领域就业， 在社会的每个角
落散发光和热。 本次《一天》
视频， 用镜头展示残障人士
普通生活的一天， 目的就是
打破大众过往的刻板印象 ，
通过“我们都一样”和“我们
没有什么不同”的情感传递，
让大众对残障人士的一天有
更加深刻的理解。

据悉， 目前我国共有近
1800 万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
人。 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国
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达
881.6 万人， 仍有 800 余万能
够就业但由于相关原因而无
法就业的残疾人。 另外，根据
相关数据统计及推测， 我国
每年仍新增约 40 万具有劳
动能力的残疾人口。

早在 2016 年，FESCO 就
率先依托社会各类资源开展
助残就业服务。 结合社会发
展趋势、残疾人能力特点、企
业雇佣需求 ，FESCO 摸索建
立起残障群体分类就业模
式， 为不同残疾类型的残疾

人开发相适应的就业岗位 ，
还依托自身行业优势， 坚持
为企业客户和残障群体搭建
促进公平就业的桥梁。

同时 ，FESCO 建立起残
健融合系列公益活动体系，
定期为企业与残疾员工开展
联谊、志愿者、党建等多主题
融合活动， 增加企业与残疾
员工的感知度与粘合度。

2022 年 ，FESCO 在北京
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
务中心的指导下， 继续开展

“职康劳动作品流动展示”活
动， 将残疾人的创意作品带
进企业、领入社会。 FESCO 还
与合作伙伴一同努力， 于今
年着力发展残疾人帮扶性就
业基地劳动康复项目， 重点
为基地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
康复，同时搭建销售渠道，帮
助职康产品增产增收。 通过
联动多家企业内购平台 、残
健融合公益活动及年节慰问
集体采购三种形式， 以企业
员工带动身边亲友， 进一步
帮助残疾人提高收入。

经过 6 年 多 的探 索 实
践，FESCO 的助残服务已覆
盖全国九大经济发达区域 ，
参与建设 150 余家残疾人帮
扶性就业基地， 提供残疾人
培训及招聘服务 3 万人次 ，
链接 3000 余家优质企业，累
计帮扶残障人士就业 3 万余
人次。 （高文兴 ）

FESCO 推动残疾人高质量
就业和融入社会

日前，“愿星星不再孤单”爱
心画展在桔子水晶上海虹桥古
北路酒店正式开幕，该画展由华
住会、上海汉庭社会公益基金会
主办。

华住集团发起的上海汉庭
社会公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希望借助公益画展，增
进更多人对孤独症群体的了解
与关爱， 为他们创造出更加友
好、包容的社会环境。 ”

此次“愿星星不再孤单”爱
心画展共展出包括《疏野》《嶙
峋》《光怪陆离》 等在内的共 16
件展品，这些作品均由上海飞叶

艺术特殊教育中心孤独症孩子
创作。 在《不落言筌》里，孩子想
当一匹在森林里晃悠的狼；《侔
色揣称》中，风吹过水面，好像把
镜子打碎了； 还有《花瓜连绵》
《律动》《流星》 等作品展现出了
孩子们内心的纯真与美好，他们
在常人容易忽略的生活细节中
注入自己的绘画灵感，向人们诉
说着自己对世界的感知。

画展现场还设置了“爱心祝
福墙”区域，观众可以在这留下糖
果和祝福，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上海汉庭社会公益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线下画

展的方式让更
多人看到孤独
症群体身上的
闪光点， 对于
他们而言 ，情
感上的理解支
持比物质资助
更为珍贵。 ”

据了解 ，
本次公益画展
是“华住会公
益·积分点亮
计划” 活动的
一部分。 该活
动由华住集团

在 2022 年世界心理健康日之际
发起，华住会会员通过捐赠积分
参与竞拍或华住爱心团，每捐赠
100 积分， 就向上海飞叶艺术特
殊教育中心捐赠 1 元。

在积分竞拍活动中， 会员可
在华住会相关页面选择中意的画
作，参与竞拍，最高出价者可竞拍
成功。此前，已有 8件作品拍卖完
毕， 项目已累计捐赠 200余万积
分，即善款 2万余元。 据悉，目前
还有 10 件作品正在拍卖或即将
拍卖，善款也在持续募集。

通过该公益计划，华住会平
台赋予积分全新的属性，让积分
不再仅仅用于吃喝玩乐购，更是
公益媒介，将华住会会员的爱心
与公益连接到一起。 下一步，华
住将以孤独症儿童的画作制作
公益主题周边产品，会员可通过
积分兑换周边，项目所有积分都
将转换为爱心善款捐赠给孤独
症儿童。

据了解，“华住会公益·积分
点亮计划” 将持续进行并扩展范
围。 华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除
了关爱孤独症儿童，未来，华住还
会将积分公益计划拓展至其他公
益领域，带动更多用户参与，激发
更广泛的公益力量。 ” （李庆）

华住爱心画展关爱孤独症儿童

近日， 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GSE 全球社会企业家学
者”项目（以下简称 GSE 学者
项目）2022 开学模块于云南
西双版纳收官。

GSE 学者项目首期 、二
期班由百名企业家组成 ，他
们中有党的二十大代表、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全球青年领袖中国精英人物
和先进模范人物、 上市公司
和龙头民企实控人及行业独
角兽代表等。 GSE 首期二期
班同学平均年龄 45 岁，硕士
占 68%，博士占 17%，其中创
始人/董事长占 89% 、CEO/
总裁占 11%， 境内外上市公
司实控人占 62%， 女企业家
占 35.5%。他们从各行各业而
来， 相聚于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 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从经济发展、
环境友好等全方位多角度展
开学习， 并以实际行动开拓
创新， 为回应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方案。
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

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社会
企业家要善于发现社会问
题，能够创造新的服务、新的
产品和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
问题； 能够通过实现商业利
润及整合资源来维持组织的
可持续发展。 ” 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董事会主席、 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
委员会成员马蔚华认为 ，弘
扬企业家精神， 是体现社会
企 业 家 人 本 精 神 的 追 求 。

“能将追求社会价值与创造
企业自身价值相统一的企业
家，就是社会企业家。 ”

GSE 学者项目由深圳国
际公益学院于 2021 年创办，
引进日內瓦大学可持续资产
与财富管理金博课程体系，
旨在培养具有全球商业领导
力和强大社会创造力、 拥有
远大愿景和社会企业家精
神， 兼具高端学术水准的卓
越社会企业家。 （张明敏 ）

探究社会企业家成长的四条路径
“GSE 全球社会企业家学
者”开学模块收官

住客参观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