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5 日，中国乡村发展志
愿服务促进会与三峡集团公益
基金会在京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

协议，未来五年双方将在中国社
会帮扶网建设、光明工程白内障
复明项目、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和乡村振兴特色优势产业培育
工程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
务促进会会长刘永富表示，三峡
集团先后多次捐赠资金支持中
国社会帮扶网、光明工程、学前
学会普通话行动等促进会品牌
项目，为项目持续稳定实施给予
了有力支持，双方具备坚实的合
作基础。 促进会将全力做好此次
合作项目的推进实施，并支持三
峡集团定点帮扶、对口帮扶区域
及所属电站库坝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

三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
事长雷鸣山表示，此次签约是三

峡集团携手国家级专业社会组
织力量，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又一
战略举措。 三峡集团将与促进会
一道，牢牢把握产业振兴这个重
中之重，充分发挥促进会在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
面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
能力，共同助力援扶地区将当地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
展优势。

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
天云表示，此次促进会和三峡基
金会开展深度的、长期性、多领
域的合作，对进一步夯实双方合
作伙伴关系，聚合社会力量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希
望合作双方围绕增强脱贫地区
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服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化实
施特色产业培育，依托当地特色
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 稳步
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助力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发挥
好中国社会帮扶网数字乡村平
台作用，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
升平台影响力。 科学合理谋划
年度目标任务， 高标准组织实
施，做好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管
理、信息披露等工作。 国家乡村
振兴局将一如既往支持促进会
和三峡集团相关工作，全力做好
协调服务。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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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联合
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助力乡村振兴

“无限极童梦阅读空间投入
使用大半年，日常阅读、课后托
管、平日小型班级活动都在这里
进行，我们全校师生越来越喜欢
这里。 ”2 月 21 日，开平市龙胜镇
白村小学的师生们收到了一份
特别的开学礼———第九所无限
极童梦阅读空间正式揭幕。

江门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杨蕾，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胡振雄，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公共关系
经理李芳，江门市无限极乐善会
秘书长吴婕等嘉宾出席了仪式，
共同为“无限极童梦阅读空间”
揭幕。

开平白村小学“无限极童梦
阅读空间”是江门市无限极乐善
会出资建设的第九所阅读空间，
专门为江门乡村小学改造旧图
书馆， 配备适合小学生的课桌
椅、电子教学和阅览设备，捐赠
2000 多册崭新的儿童读物，为师
生们打造一个环境舒适、功能丰
富的阅读空间。

杨蕾充分肯定了“无限极童
梦阅读空间”的作用，肯定其为
推动江门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贡献，呼吁更多爱
心人士、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关
心慈善，参与慈善，发挥第三次
分配作用，共同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胡振雄表示，多
年来，江门市无限极
乐善会在江门开展
“童梦阅读空间”爱
心捐赠活动，为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吴婕表示，“无
限极童梦阅读空间”
公益项目自 2015 年
启动以来，已相继建
成九所空间， 惠及
6000 多名学生，在硬

件改造之上， 还会每年组织志愿
者回访，不断提升空间的灵活性
和创新性。

开平白村小学的生源来自附
近两个村委， 在校生近 200人，是
一所典型的乡村学校。“以往图书
室在教学楼三楼，无论书籍还是设
施都不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自
从‘无限极童梦阅读空间’投入使
用以来，我们以周为单位，组织各
个班级轮流开展阅读课，并打造以
阅读为特色的课后托管。 ”白村小
学校长张春梅介绍道。

阅读空间已举办多场特色阅
读活动，比如“共享书香·悦读力
量”竞赛，设置海选、初赛、决赛环
节，鼓励学生分享读后感，提升学
校整体的阅读氛围。“阅读空间
的落成， 让书籍走进更多孩子的
世界，让孩子们体会到阅读的快
乐。 ”张春梅表示。

在竣工仪式上， 无限极科普
志愿者为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代表
带来了中草药科普小课堂， 从中
华文化礼仪到中医药文化瑰宝
的讲解，穿插中草药香囊制作环
节，带领同学们一同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未来， 江门市无限极乐善会
将立足乡村振兴新需求，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持续深耕“无限极童
梦阅读空间”公益品牌，为江门的
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徐辉）

无限极童梦阅读空间已建成九所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近日， 北京绿色金融论坛

（第 3 期）暨《联想集团 2022 碳
中和行动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一带一路” 绿色
发展国际研究院、 国家制造强
国战略咨询委员会、 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中国
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公益时
报、北京绿色交易所、北京产权
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金蜜蜂智
库、 联想集团等机构的专家学
者围绕企业碳中和行动和碳披
露开展研讨，建言献策。

《报告》四大突出亮点：一
是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
彰显企业责任； 二是对标气候
相关 财 务 信息 披 露 工 作 组

（TCFD）建议框架，提升气候信
息披露规范化水平； 三是绘制

“联想+供应商+客户+员工+生
态”的全面净零行动路线；四是
以创新科技和数智化赋能碳中
和的联想低碳实践。

《报告》正文共分八章，从
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到推进运
营过程碳减排、 带动客户与员
工减碳， 再到为客户输出解决
方案， 携手各方打造净零生态
圈， 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联想集
团的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着眼
长远的历程， 详述了联想推进
碳中和的具体实践。 联想集团
以 ESG 为引领， 以科技创新和
数智化赋能，持续做好为国家、
为环境、 为民生、 为行业的服
务，贡献联想的社会价值，助力
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会专家从联想碳中和管

理的领先性与独特性、 发挥领
军企业优势助力“双碳”目标、
对标气候信息国际披露准则、
提升碳披露信息透明度、 全面
推进 ESG 工作开展等不同维度
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与会专家认为《报告》数据
翔实，结构清晰，可读性强，是一
本高质量的报告。联想集团把气
候变化纳入到战略层面，《报告》
对标国际披露框架 TCFD，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联想的碳中和行
动，不管是从顶层设计到保障机
制都有了充分并且科学、完备的
表述，体现了联想集团对于“双
碳”战略的担当，更体现了其主
动作为，发挥表率作用，成为碳
中和行动中的参与者、贡献者与
引领者，希望《报告》能为更多企
业的碳披露和碳中和行动提供
借鉴和启发。 （王勇）

《联想集团 2022 碳中和行动报告》发布

日前，“读懂中国·慈善视
角”———“善城 100”第四届广州
粤港澳大湾区慈善盛典在广州
市南沙区举办， 广州市社会创
新中心理事长周如南出席圆桌
论坛环节对话嘉宾。

近年来， 作为广东省社会
组织总会副会长单位， 广州社
创中心积极参与番禺区慈善事
业标准化建设， 在广州市番禺
区民政局、 广州市番禺区慈善
会的指导下， 总结一系列可供
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先后参
与起草《社区慈善基金运营指
南》《慈善组织项目监测指南》
两项团体标准。《社区慈善基金
运营指南》与《广州市番禺区社
区慈善基金指数评估体系》及
《广州市番禺区社区慈善基金

操作运营手册》形成配套，为实
现全区社区慈善基金全覆盖，
支持社区慈善基金规范且有效
地可持续运作， 提供标准化建
设指导。

作为专注社会创新领域的
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构， 广州
社创中心紧紧围绕强化社会组
织党建引领意识、 发挥枢纽平
台型社会组织联动支持作用、
更新社会组织观念认知与工作
策略、 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治理的有效路径等主题开展社
会组织赋能项目， 营造多元共
治的社会组织参与氛围， 提供
可复制推广的模式经验。

作为“五社联动”中最新的
探索成果 ，“探索联动的力
量———五社联动共治共享促进

行动”，充分发挥广州社创中心
在智库支持、 赋能建设及交流
平台方面的作用， 通过推广政
策动态，推动“五社”相关方更
新理念， 参与有效机制与创新
路径的探讨， 为基层社区联动
带来实操指引， 开放“五社联
动”干货共享，促进浏览学习。
回首 2022 抗击疫情的关键节
点，广州社创中心联合 CSR 环
球等多个组织发起“益企撑广
州” 企业助力广州社区抗疫行
动，致力搭建社会互助网，探寻
新方法，回应公众需求。

未来， 在社会治理创新研
究方面， 广州社创中心继续发
挥立足广州， 辐射湾区的智库
影响力，为珠海、深圳、佛山等
城市发展助力。 （张明敏）

“善城 100”慈善盛典举办
广州社创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无限极志愿者给同学们带来中草药科普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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