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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新连续十年资助贫困学生

2016 年 8 月 9 日，天津荣程
集团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资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祥青生命之树慈善
基金”，用于支持医疗卫生、科学
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社会公
益事业， 以纪念原集团董事长、
慈善家张祥青辞世两周年，并弘
扬和传承他的仁心大爱。

1989 年，张祥青与他的人生
伴侣张荣华（现任荣程集团董事
会主席）一起白手起家创建荣程
集团。 二十多年来，他们携手并
肩，开拓进取，将荣程集团打造
为集钢铁、科技金融、文化健康、
资源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集团，连续十二年位列全国企
业 500 强，连续多年位列天津市
民营企业第一名。 累计向国家纳
税 71 亿余元， 就业人数近 8000
人，安置下岗职工 3000 余人。

与此同时，张祥青夫妇始终
热心慈善事业， 勇担社会责任，

用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华民族扶
危济困、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截至目前，荣程集团已累计向社
会捐款捐物 4.5 亿元， 屡获社会
各界的认可和嘉奖，已成为民营
企业热心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典范之一。

对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祥
青生命之树慈善基金”的设立，张
荣华女士认为， 设立基金是对张
祥青最好的纪念， 她说：“从一个
地震孤儿成长为集团董事长，是
社会的关爱滋养了他， 他也将这
些关爱回馈给了社会。 祥青是一
个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的人，
更是一个懂得感恩、 甘于奉献的
人。我会完成他的心愿，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这次联合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祥青
生命之树慈善基金， 也是我们感
恩社会、传承爱心的延续，我们会
继续在公益慈善之路上砥砺前
行。 ” （张明敏）

荣程集团设基金弘扬慈善家精神

2016 年 8 月 10 日， 顶新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滕鸿年、内蒙古
克什克腾旗的领导以及 20 多位
内蒙古的优秀学生共同参与了
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举
行的“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内
蒙古地区的现场发放仪式。 从
2007 年至今，10 年的时间里，“顶
新明日朝阳奖学金”在内蒙古地
区已惠及 500 余位学生，总计奖
学金金额累计约 180 万元人民
币。 此次内蒙之行，顶新公益基
金会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奖学
金，更为克什克腾旗的少年儿童
捐赠了 2000 本图书。

“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是
由顶新国际集团旗下的顶新公
益基金会设立，旨在全国范围内

资助成绩优异、家境清贫、品德
端正的大学生，希望他们成人成
才、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将来回
馈社会。 自 2007 年起， 历经十
年， 资助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增。
在过去的九年间，顶新公益基金
会共资助清贫大学生约 2000
位， 累计颁发奖学金金额约 800
万元人民币，受助学生遍布全国
各地。

2016 年将有 500 位同学获
得“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总发
放金额达 200 万元人民币。 目
前，第一批 160 位大一新生奖学
金已经开始陆续发放。 同时在 8
月下旬将开展大学在校学生的
奖学金申请活动。

今年，“顶新明日朝阳奖学

金”如同 2015 年，继续与中国扶
贫基金会合作， 在国内 18 所高
校为近 300 名清寒学子提供每
人 3000 元的助学金。

荣誉就好比是圆形的跑道，
既是终点，又是起点。“顶新明日
朝阳奖学金”不但给予了获奖学
子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帮助，
更加强了与同学们的情感交流，
希望他们努力拼搏、顺利完成学
业， 时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把
爱传递下去，将来有一天回馈社
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资助重
在育人，点滴奉献爱心，今天受
助，明天助人”，这也正是“顶新
明日朝阳奖学金”支持学子们能
够顺利完成学业的初衷之所在。

（苏漪）

翼猫科技引领大众创业
2016 年 8 月 13 日，科技创

新引领扩大投资领域论坛暨翼
猫科技全球发布会在全国政协
礼堂隆重举行， 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外交部、卫生部、中国投资
协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了本次论
坛，现场数十家主流媒体全程参
与报道。

当前，经济发展越来越离
不开科技创新，需要借助科技
创新引领工业新型化、农业现
代化、 高新技术产业化等，进
一步助推我国经济发展。 此次
论坛中，来自政府部门、相关
行业和优秀企业的代表就科
技创新和扩大投资进行了积
极的探讨。

论坛开始后， 中国投资协
会会长张汉亚、 翼猫科技发展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时利

致开幕辞。 论坛中， 国务院参
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任
玉岭针对创新科技应成为民间
投资的大方向做了精彩发言。
翼猫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刘军、 吴家乐也分别对
企业的双创转型升级和科技创
新成果进行了分享，并对众创、
众包、众筹、众扶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平台战略和以“互联
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
新型商业模式进行了深度解
析。

据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
亚介绍， 当前社会缺少新的投
资方向， 这影响了整体投资的
增长， 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全社
会投资增长 9%，制造业投资增
长 3.3%， 同时从事制造业的民
营企业增长 2.8%，数量很低。昨
天又公布了 7 月份的数据，全

社会投资只增长 8.1%， 民营投
资只增长 2%左右，这是从 2000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低增长速
度， 所以要改变这种投资没有
方向的现状，就必须要靠创新。
今年国家制定十三五规划，十
三五时期的发展理念第一条就
是“创新”，即“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

翼猫科技发展（上海）有限
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大健康产
业”的物联网平台，2015 年底开
始进行战略转型升级，企业定位

“互联网+大健康产业”， 着力打
造智能健康物联网综合服务平
台。 翼猫科技表示，公司会持续
保持科技创新力，灵活运用互联
网思维， 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
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之路，
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徐辉）

2016 年 8 月 8 日，全普光电
助力大学生创业公益项目在京
启动。

此次推出的创业公益项目
“MEMS 微激光投影技术” 具有
多项优势，可应用于未来智能手
机、私人家庭影院等，带给消费
者更轻巧、便捷、随时随地大视
屏等全新生活体验。 全普光电研
发和生产的以 MEMS 激光模组
为基础的各式主打产品深受时
尚群体喜爱。

这些创新产品项目包括：全
球首款 MEMS 激光投
影智能手机，激光键盘、
鼠标、控制器“三合一”
的飞鼠等全普光电系列
产品。其简单便捷、投影
画质清晰、光路损耗小、
系统功耗低、散热性好，
领跑国内外激光投影同
类产品。前不久，全普光
电推出的全新 MEMS

微激光投影智能手机， 集手机功
能与投影功能为一体，可“随时随
地大视屏”，更加完美地演绎了私
人家庭影院的视觉享受体验。

启动仪式上， 全普光电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际军表
示：“为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创业创
新，全普光电推出‘万名大学生创
业项目’， 将在全国 2000 多个县
市开设‘千城万店’体验店，有创
业想法的优秀大学生都可申请

‘万名大学生创业项目’， 免费开
设全普体验店。 ” （张明敏）

全普光电以高科技打造创业项目
“展翅翱翔”基金为公益寻找跨界人才

2016 年 8 月 6 日， 一群来
自全国不同行业的 500 家企业
精英聚首北京， 发起一场名为
“展翅翱翔”的公益行动，并举
办中国 CHO（首席人力资源
官）发展论坛，旨在为公益寻找
跨界人力资源。

张坤是这次“展翅翱翔”公
益行动的发起人之一， 现为利
德曼集团董事、 副总裁。 2015
年， 张坤前往北京市顺义区关
爱学校参观， 学校破旧的教学

设施让他难以忘怀。 从那时起，
他就试图嫁接更多资源来关注
和帮扶弱势群体。

由于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 张坤一下子建立起六
七个人力资源微信群， 通过与
群友沟通、 讨论、 达成公益共
识， 张坤和群友们从线上走向
线下，并团结更多企业人才，走
向更多需要帮扶的人， 在陕西
安康至北京等地留下过他们致
力公益的足迹。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院长杨伟国在接受《公益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
人力资源行业，本身就是在替
别人做嫁衣，在本质上就具有
公益性和社会责任性。 过去，
人力资源大多只为组织内部
服务，现在我们希望将人力资
源带到组织之外，进行跨界服
务，使社会公众能够获得更多
资源。 ”

眼下， 张坤正和群友们将
触角延伸到外部，通过“人力资
源+学术机构+公益” 的方式打
造跨界公益生态链， 而打造一
支公益基金的想法也逐渐在他
们的头脑中产生。 张坤认为，成
立一支基金能够更有效地执行
项目， 也能够弥补公益活动在
行政成本上的不足。

在这样的想法下， 张坤和
群友筹资 200 万元， 促成了中
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展翅翱
翔”公益基金的设立。

（张明敏）

在奖学金发放现场，顶新公益基金会还捐赠了 2000 本图书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