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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农村电商扶贫项目落地泗阳
� � 2015 年 6 月 9 日上午，泗阳
苏宁农村电子商务孵化基地、中
国青虾之乡养殖示范基地苏宁
青虾产业扶贫示范项目、成子湖
苏宁希望学校等三个扶贫项目
落成揭牌仪式在江苏省泗阳县
成子湖扶贫开发示范区举行，标
志着由苏宁集团创新的“互联
网+”扶贫模式，在泗阳成子湖片
区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预示着全
省首家参与扶贫的民营企业帮
助贫困地区扶贫工作进入收获
期和检验期。

仪式上，国务院扶贫办国际
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
军和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
为民为“泗阳苏宁农村电子商务
孵化基地”揭牌，江苏省扶贫办
副巡视员单干银与副市长、县委
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荣锦
为“中国青虾之乡养殖示范基地

苏宁青虾产业扶贫示范项目”揭
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
奎与市委农工办（扶贫办）主任
杨彩林为“成子湖苏宁希望学
校”揭牌。

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
为民在讲话中表示，苏宁将借助
自身经营优势， 积极践行互联
网+扶贫模式， 并将这一模式不
断复制推广，惠及更多的贫困地
区，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孙为民
说，苏宁把企业的商务模式和扶
贫事业有机结合起来，利用苏宁
易购平台和众筹平台等新理念、
新模式，推动“造血型”扶贫、全
过程扶贫、 动态产业扶贫工作。
构建产业链项目，配置精准化和
专业化的长效机制， 在产品生
产、品牌打造、产品销售、售后服
务、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等各个环
节进行帮扶。 建立了苏宁青虾产

业扶贫示范项目，规划了泗阳八
集万亩小花生种植基地众筹、云
渡桃雕项目众筹等，带动当地农
产品和手工艺品上网。 同时，还

在农业项目、工业项目、生态旅
游项目、农村电子商务人才项目
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据了解，泗阳苏宁农村电子

商务孵化基地是苏宁易购中华
特色馆“泗阳馆”的实体店，融合
了销售、物流、客服、金融、生活
服务、二维码出样等功能，既有
实体商品出样，又重点打造二维
码、平板电脑、视频演示等虚拟
出样，更有利于推介我县优质农
产品，提升市场覆盖面、影响力
和竞争力。 苏宁青虾产业扶贫示
范项目由苏宁集团出资 100 万
元兴建， 该项目占地 100 亩，将
建设 50 个标准青虾繁育池，每
年可生产优质青虾 6 万斤，销售
收入超过 300 万元。 成子湖苏宁
希望学校是成子湖片区扶贫开
发的重点民生实事工程，苏宁集
团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定向扶
贫 50 万元， 用于完善学校相关
配套，为今年 9 月份正式投用奠
定了坚持的基础。

（韩笑）

2015 年 6 月 3 日，由福特汽
车（中国）有限公司和世界遗产
杂志社携手主办的“守望灵长家
园公益行暨 2015‘福特汽车环保
奖’启动仪式”在云南丽江举行，
并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代表
区域———老君山展开了为期两
天的获奖项目回访活动，以持续
关注和支持中国民间环保力量
的成长历程。

2015 年正值中国加入《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30 周
年，也是“福特汽车环保奖”与中
国民间环保力量携手走过的第
15 个年头。因对环保公益事业的
共同关注与追求，福特汽车（中
国）联合世界遗产杂志社，组织
政府、专家、媒体、环保组织代表
共聚丽江。

作为福特“更美好的世界”
公益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福
特汽车环保奖” 自 2000 年首次
进入中国，始终致力于引导和鼓
励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是国内
最早由企业发起和组织的环保
类评选活动。15 年来，“福特汽车
环保奖”累计资助 354 个优秀环
保团体及个人， 授予奖金 1810
万人民币。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张立教
授讲述了其作为福特汽车环保
奖评委 10 余年的个人感受，他
说：“15 年间，‘福特汽车环保奖’
见证了国内很多知名环保组织
的发展和成长———从个人英雄
式的奉献与付出，到一群人富有
激情的尝试，再到形成专业化的
团队推动。‘福特汽车环保奖’不
仅通过奖金支持了具有引领性、
示范性的环保项目，同时帮助获
奖项目赢得当地政府、媒体和公
众更多的关注，提升社会影响力
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也由此，对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产生
了更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传播与公共事务副总裁李英曾
经多次表示，“福特汽车环保奖”
特别注重“授人以渔” 的理念，

“评奖不是一次性发完奖金就结
束了，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让这
些环保项目走得更远”。 目前中
国的民间 NGO 生存仍面临“窘
境”，除了资金需求之外，组织自
身的能力也是很大的短板。“因
此‘福特汽车环保奖’在给予环
保 NGO 资金支持之外， 也在持
续探索和尝试助力其成长和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李英表
示。

2015 年，“福特汽车环保奖”
奖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设
有“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

“自然环境保护———传播奖 ”、
“社区实践奖”三类奖项，并采用
全新的线上申请方式及奖项评
审规则。 年度主题定为“联合行
动，共同治理”，以鼓励民间环保
力量、企业、政府针对环保领域
的同一议题，在同一目标下实现
跨界合作。 此外，福特汽车还为
草根环保 NGO 们带来了全面升
级的“Level Up!绿色晋级计划”，
包含“环保社创训练营”、“环保
公益项目与机构孵化”、“项目
管理与创新培训”、“O2O 学习
网络”及“导师计划”，为处于相
应阶段的环保 NGO 提供有针
对性、 目标明确的能力建设支
持与服务，旨在提升草根环保组
织的软实力。

“福特‘更美好的世界’将继
续聚焦多年来所关注的民间环
保力量的生存和发展，也期待看
到越来越多有专业能力的可持
续发展的环保公益组织不断涌
现，成为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 ”李英说。

（张雪弢）

2015 年 6 月 6 日全国爱眼
日当天，“心目影院”———盲人
朋友的电影院讲电影活动多了
一个环节， 百度带着一个讲解
视频走进了“心目影院”，希望
通过这个视频中介绍的创新搜
索服务———“百度盲人搜索”，
可以方便盲人朋友的生活，用
特别研发的技术解决他们平日
里遇到的难题。

百度盲搜是百度联合清华
大学针对视障人群共同研发的
创新搜索服务， 以便携移动设
备的形式实现交互。 利用双手
操作，底部是输入区，输入内容
将实时以盲文形式显示在上方
的显示区， 盲人可随时通过触

摸检索输入的正误， 完成后轻
敲确认， 搜索结果立即以盲文
形式呈现在显示区， 实现触摸
阅读。 还可以通过语音输入，直
接说出所想进行搜索。 它可以
将搜索到的内容以图像或盲文
的形式直接显示在显示区，盲
人可直接触摸到图像的形状，
听到所触摸部分的语音介绍，
令他们全面立体地理解内容。
同时，在博物馆等特殊场景，通
过蓝牙或无线网， 盲人搜索还
可实时显示环境的推送内容，
盲人朋友们便可实时了解到特
定环境下面前物品的信息。

中国有近 1700 万视障人
群，互联网之于他们，其价值不

仅在于提高效率、让生活丰富多
彩，更是融入社会不可或缺的重
要渠道。 而对于百度而言，自公
司创立以来就把“让人们平等、
便捷地获取信息， 找到所求”作
为自己的使命，秉承“弥合信息
鸿沟，共享知识社会”的责任理
念，坚持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投
身公益事业， 先后投入巨大资
源，为盲人、少儿、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打造专门的产品，解决了特
殊群体上网困难的问题，弥补社
会信息鸿沟，希望通过运用自己
的技术给视障人群的生活和交
流提供多方面的便利，让他们冲
破黑暗的藩篱，同明眼人一样便
捷地获取信息。 （张慧婧）

2015 年 6 月 13 日 ，2015
“挑战 8 小时”大型公益徒步活
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
行试走体验活动。 活动将于 9
月 12 日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
公园开走。

作为两度担任“挑战 8 小
时”的爱心大使，著名演员关悦
在现场表示：“这个活动给人很
多正能量。 ”

试走活动上， 一支特别的
全明星冠军队伍十分引人注
目。 他们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的 4 位世界冠军。 分别是世界
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拳冠军柴
云龙、 世界举重锦标赛冠军刘
海霞、 世界杯短池系列赛冠军
高畅和世界空手道锦标赛冠军
李红。

在试走活动现场， 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姚文
介绍， 过去三年间， 活动有近

3000 人报名参加，2000 多名志
愿者参与服务， 已筹集善款
2291173.82 元，直接受益学生超
过 3 万人。 本届“挑战 8 小时”
的全部善款将用于“希望工程
1+1”和“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园
地”项目，每筹集 1000 元即可
通过“希望工程 1+1”项目为一
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
提供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每
筹集 20000 元即可通过“希望
工程快乐体育园地”项目，为中
西部地区乡村小学配备一套符
合国家标准的体育器材。

“‘挑战 8 小时’的特点之
一是‘实现了公益私人定制’。 ”
试走活动上， 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公众推广部部长顾蒸蒸
介绍道，“挑战 8 小时” 意味着
徒步和筹款双重挑战。“除了参
加徒步筹款活动， 参与者在日
常生活中也可以不断挑战自

己，实现自我突破。 ”顾蒸蒸表
示，比如“每天 8 小时不抱怨，
每周 8 小时健身， 每年 8 天志
愿服务”等，让公益融入每个人
的生活之中， 收获健康和成就
他人的快乐。

据顾蒸蒸介绍，“挑战 8 小
时”今年不限最低募款额，参与
者除每人交纳 100 元报名费
外， 自行设定募款额度和选择
公益项目，让活动更加开放，让
参与者体验更深刻。

“挑战 8 小时”是中国青基
会发起的大型公益徒步活动，
自 2012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三
届。“挑战 8 小时”以 3~4 人团
队为单位，在亲近自然、挑战自
我的同时， 用毅力和坚持感染
身边的亲朋好友支持参与公
益，为希望工程筹集善款，帮助
贫困地区的孩子完成学业，健
康快乐地成长。 （徐辉）

2015 福特汽车环保奖启动 百度、清华研发盲人搜索 助视障人触摸世界

2015 挑战 8小时试走
倡导让公益融入个人生活

� �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左）和苏
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右）为“泗阳苏宁农村电子商务孵化基
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