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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一汽 -大众“儿童安全行动”深圳启程

呼吁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 � 2015 年 6 月 28 日，“快乐童
年 安全童行”2015 一汽-大众

“儿童安全行动” 启动仪式暨首
站活动在深圳举行。 一汽-大众
及相关合作伙伴一嗨租车、早教
学校、 儿童医院等单位的代表，
儿童交通安全专家、 一线交警、
新闻媒体以及 60 多个“儿童安
全推广大使”家庭出席仪式并参
加了活动。

在活动现场， 一汽-大众不
仅邀请了交通安全领域的专家
进行儿童乘车安全、安全座椅等
相关知识宣讲，邀请一线交警分
享真实交通安全案例，还通过儿
童安全座椅实际操作、模拟碰撞
试验及儿童安全座椅免费体验
等环节，让家长和孩子亲身体验
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全方位
传播儿童乘车安全知识。

继深圳首站之后，“儿童安
全行动” 还将在沈阳、 太原、青
岛、南京、贵阳等六大城市陆续
推进。

提高儿童
乘车安全意识迫在眉睫

“儿童安全行动”是一汽-大

众于 2013 年启动的重要公益项
目，2014 年已成功举办第一届，
旨在提高公众对于儿童乘车安
全的认知，让更多的家庭充分认
识到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
性。

在 2015“儿童安全行动”启
动仪式上， 一汽-大众宣布向一
嗨租车、 早教学校、 儿童医院、
“儿童安全推广大使” 家庭等捐
赠近千套儿童安全座椅，以点带
面，提高公众对儿童安全座椅的
使用意识。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也是
每个家庭的希望，儿童安全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而现代社会
中， 儿童乘车安全又是重中之
重。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大众品牌公关总监拱兴波在
启动仪式上表示。

来自权威机构的统计数字
显示，我国每年有 1.85 万名儿童
死于交通安全事故。 发生车祸
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的婴童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
全座椅的 8 倍， 受伤率是 3 倍。
而国家质检总局今年 5 月底发
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仅
有 19.7%的家庭使用过儿童安全

座椅。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副院

长、儿童交通安全专家柳实在发
言中称：“提高儿童乘车安全意
识，推广和普及儿童安全座椅的
知识和使用迫在眉睫。 ”

守护儿童乘车安全人人有责

本次一汽-大众“儿童安全
行动”，除了一汽-大众自身的积
极努力和大力推行之外，还得到
了一嗨租车、早教学校、儿童医
院等合作伙伴的跨界支持。 多方
合作伙伴联合参与，精准锁定受
众， 让儿童安全行动的影响更
大、受益人群更多。

正如拱兴波说的那样：“儿
童安全是一项全民工程，光靠一
汽-大众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
够，这次我们和一嗨租车、早教
学校、儿童医院等机构开展跨界
合作，就是希望通过联合更多的
企业和组织，在更多领域、更大
范围内推广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传播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必要
性，最终推动儿童安全座椅在全
国范围内的立法，切实保障儿童

乘车安全。 ”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有法可依

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使
用，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早已立法， 明确规
定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在我国，山东、上海、深圳
等地对此也先后出台了相关地
方性的法规约束。

来自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局的警官许亚萍在启动仪式
上说：“今年 1 月 1 日起，深圳市
成为为全国第三个针对儿童安
全座椅使用立法的城市，实施以
来， 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也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为了儿
童乘车安全，采取相关法律手段
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十分
必要的。 ”

（韩笑）

来自各领域关注儿童安全的代表共同启动本次行动

汉能将捐助 10 亿元治沙
呼吁全社会参与沙漠化治理

�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河君近日在京宣布，未来五年
将捐助 10 亿元， 用于甘肃民勤
防沙治沙专项行动，并呼吁全社
会参与沙漠化治理， 构筑绿色
“一带一路”。

今年 6 月 17 日恰逢第 21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
日”。 由汉能控股集团、甘肃省
民勤县政府及中国绿化基金
会共同发起 ，以“构筑生态屏
障 ，共建绿色家园 ”为主题的
民勤生态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在北京的汉能总部举行。 在启
动仪式上，李河君宣布，在未
来五年， 汉能将投入 10 亿元
资助甘肃省民勤县的防沙治
沙工作。

李河君说：“汉能始终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和
谐。 二十多年来，汉能致力于通
过清洁能源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和发展，而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事
业更是汉能对社会的郑重承
诺。 ”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
部，是中国主要沙尘暴策源地之
一，境内沙漠化面积达 89.9%。民
勤是连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能立足
生态、着眼民生，借此次行动带
动更多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身“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

交流打造绿色平台，同时，在贯
彻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弘
扬丝绸之路文明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

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王志
宝指出：“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
任心的企业， 汉能借助此次行
动，引起社会各界对民勤沙漠化
治理的关注，旨在聚合更多的公
众、企业和机构，一起支持民勤
防沙治沙公益事业，谱写共同构
筑绿色生态屏障，共建人类美好
家园的新篇章。 ”

自 2002 年以来， 汉能积极
参与各类社会公益事业， 在环
保、教育、卫生等方面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充分体现了其关注国
家生态建设、贫困地区发展的社
会担当和企业人文理念。

未来，汉能将继续秉持“用
清洁能源改变世界” 的使命，着
眼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人类与环
境和谐共生，努力实现清洁能源
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创造更美好
的世界和人类生活方式。

（徐辉）

2015 年 6 月 20 日下
午，怡宝“心纯净行至美，从
这一瓶开始”纯心送水活动
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 30
位“纯心大使”在父母的共
同参与下，为需水人群送出
一瓶水。“这不仅仅是一次
爱心活动，也是促进父子交
流、父母对孩子进行纯心教
育的好机会。 ”活动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说。

当天，30 位纯心大使
及家庭在朝阳公园集结完
毕。 领到任务卡后，孩子们
按照要求， 在父母陪同下，
开始寻找需水的人们，接过
水后，受赠者还需要在孩子
们递过来的心意卡上签个
名。

不到半小时， 孩子们纷
纷完成送水任务。 任务完成
后，孩子们还收到了“纯心大
使”的小小奖励，鼓励他们在
未来的更长日子里， 能够一
直保持一颗助人的纯心。

据悉，此次活动，是怡
宝旨在通过送水而进行的
一次纯心尝试，希望能呼吁
社会对心灵的关注、重新唤
起人们与自己内心的对话，
而这正是怡宝 30 周年口号

“心纯净，行至美”的理念所
在。

同时，这次活动也是对
所有父母的一次呼吁，呼吁
所有父母更加关注子女的
教育，多一份关爱，多一些
陪伴，让家庭和社会更加和
谐。

通过送水活动，孩子不
但能给他人送去爱心，同时
也能获得助人为乐、纯心付
出的体验。 更重要的是，对
父母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
和孩子交流的机会，特别是
平时对孩子关爱不多的父
亲，这次活动能让他们一起
参与孩子的成长教育。

据了解，华润怡宝向来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开
展了多个社会责任项目。其
中，百所图书馆计划由华润
怡宝在 2007 年发起， 旨在
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中小
学校捐建图书馆。 今年，百
图计划迎来新升级———邀
请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带上
孩子和儿童专家、媒体共同
走进华润怡宝图书馆，通过
互动阅读体验活动，帮助农
村孩子提升阅读兴趣，形成
良好阅读习惯。 （徐辉）

怡宝 30周年
“纯心大使”免费送水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宣布将大力参与治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