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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守护童年·平安童行”
第二届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在京举行

� � 2015 年 5 月 29 日， 由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大众汽车集
团（中国）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

“守护童年·平安童行” 中国儿
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在北京
举行。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携
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宣布正
式成立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
童安全基金 (Volkswagen Group
China Child Safety Fund)， 同时
捐赠 1000 万元启动资金用于可
持续交通教育、社会关怀、社会
捐赠等公益项目， 以实际行动
提高公众对于儿童道路安全
的关注，进一步普及儿童道路
安全知识、推广儿童安全座椅
的使用，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
建立。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副理事长甄砚， 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
国英， 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

会成员、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公共事务及合资企业关系执行
副总裁张绥新博士等出席了此
次活动。

秦国英在开场致辞中表示：
“儿童交通安全是儿童安全最重
要的一部分，切实关系着每个家
庭，牵动着每位父母，也充分彰
显着一个国家的儿童保护水平
和一个社会的交通文明程度。 作
为一个 0~15 岁儿童人口达到
2.39 亿、每年新生儿人口数量为
1640 万的人口大国，作为一个汽
车保有量达到 1.37 亿辆，正处于
汽车社会高速发展时期的发展
中国家，儿童交通安全的保护任
重道远，需要多部门合作、多方
参与的综合行动。 ”

对此，张绥新表示：“作为中
国汽车行业最早、最大和最成功
的合作伙伴，大众汽车集团始终
将宣传和推广道路安全视为己
任，坚持不懈地通过实际行动为

儿童安全出行护航。 ”
为持续推广和宣传儿童乘

车安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展开了一
系列密切合作。 2014 年，为深入
了解国内儿童安全出行的具体
情况， 两大机构共同对北京、广
州等 11 个大中城市儿童道路安
全情况进行了调研，这是目前为
止国内儿童道路安全方面最为
全面的一次调查。 据调研结果显
示，在受调查的城市中，乘坐私
家车已成为有车家庭中儿童出
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但由于家
长对儿童出行安全的认知不足，
儿童乘车安全隐患相对较多。 例
如，受调查城市中，儿童私家车

安全座椅平均配备率为 17.8%，
使用率为 11.5%， 而在欧美等发
达国家， 其使用率超过 90%。 相
比之下，差距十分明显。 更值得
关注的是，中国平均每年有超过
1.8 万名 14 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交
通事故，是欧洲的 2.5 倍，美国的
2.6 倍， 且事故大多与儿童安全
座椅的配备缺失和使用不当有
关。

除此之外，作为行业引领者
及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还以宣传和推广
道路安全为己任， 用实际行动
在普及儿童乘车安全方面做出
表率。 截至去年，大众汽车已向
全国各地家庭捐赠了 5000 把

儿童安全座椅， 中国儿童乘车
与道路安全倡导活动已遍及 17
个城市。

2015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童安
全基金计划将安全活动进一步
升级，将项目拓展至全国 100 个
城市，在上海、北京、大连开设体
验中心，并分别前往青岛、太原、
合肥、南昌、昆明举行路演活动，
同时， 继续捐赠儿童安全座椅，
开展实地调研，以切实行动促进
儿童安全座椅在中国的普及，并
着力提升公众对儿童安全出行
的认知，为推动儿童交通安全立
法做出努力。

（王祺文）

2015 年 5 月 28 日，“创新公
益 温暖互联 ”2015 公益互联
网+实践研讨会在京举行。 此次
研讨会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永源基
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等几家重量
级公益机构与京东集团联合发
起， 近 30 家基金会组织出席了
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京东大客
户发布了公益集采解决方案，通
过互联网电商平台为公益机构
提供产品、 技术平台、 物流、金
融、服务全方位支持，帮助公益
行业采购工作实现阳光高效。

京东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
京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隆雨在
会议致辞中表示：“公益慈善作
为一个传统行业，也应该在‘互
联网+’ 的大环境下主动拥抱互
联网，利用互联网探索公益创新
之路，树立公开、透明的公益行
业形象。 ”京东作为一家具有高
度社会责任感的国民企业，一直
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作为
一家互联网企业，京东也是创新
公益的力行者，不但自己开展了
诸多创新公益项目，也通过公益

采购、公益众筹、电商平台推广
等诸多手段为公益组织提供互
联网+的平台。 京东也于去年成
立了京东公益基金会，借助自身
的互联网优势，帮助公益组织探
寻公益创新之路，打造更多的互
联网+公益创新模式。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冲击
和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公益事业
和基金会行业也同样如此。“在
过去的几年中，一些个别的负面
事件引发的社会舆论，对我国公
益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如何应对和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成为
我们业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陈晓
霞指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已
经有很多的基金会开始了与互
联网电商企业的合作。 相信通过
我们的共同努力， 未来便捷、高
效、阳光、透明的公益采购模式
将成为常态，并将为我国公益事
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互联网+”战略的提出，也
是基金会行业的一次发展和改
革契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旭东认为，在“互联
网+”的大潮下，基金会行业的运
营管理能力将有大幅提升，也将
会有更多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公
益项目和公益活动推出，同时互
联网还将助推其他公益事业发
展，如公益众筹、金融支持、公益
救助等。“互联网的力量是巨大
的，我们应该善于利用互联网思
维，大胆突破传统，让未来的基
金会和公益事业为整个社会的
和谐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王旭
东表示。

目前，多家基金会已与京东
展开合作。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的“儿童快乐家园”项目，所采购
的数十种货品通过京东物流体
系配送到全国十几个省份数百
个地点。 另外儿基会还与京东图
书联合举办“一家益善”图书捐
卖项目，为偏远地区留守儿童带
去温暖与快乐。 永源基金会的

“芭莎-爱飞翔乡村希望教室”项
目的采购及项目实施也通过京
东完成，为甘肃陇南、定西等地
266 个乡村小学及教学点提供教
学设施，极大改善了偏远地区的

乡村教育。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也与京东建
立起采购合作。 京东大客户部总
经理宋春正表示，自营电商强大
的供应链整合能力是京东能够
为公益机构提供高效支持的重
要保障。

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

网+”计划，在传统互联网的基础
之上，对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的
作用进行了深入解读。 本次研讨
会还对公益众筹、金融支持以及
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做好公益
项目的推广与落地执行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公益组织插
上“互联网+”的翅膀，将使我国
的公益事业发展迈进新的发展
阶段。 （王祺文）

�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甄砚与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共事务及合资企业关系执行副总裁张
绥新博士共同启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童安全基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致辞

助力公益互联网+ 公益集采解决方案发布

2015 公益互联网+实践研讨会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