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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脉朝阳计划项目为山区学校建设卫生室
� � 2016 年 11 月 23 日，“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
项目———中脉朝阳计划项目”揭
牌仪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
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乡兴仁
学校举行。 该项目以“朝阳计
划———青少年健康守护行动”为
原型，成为中脉公益金会“一小”
公益品牌首度纳入中央级公益
项目设计蓝本的里程碑项目。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
范项目是民政部为支持社会组
织广泛开展社会服务，从中央财
政资金中划拨出一部分资金，用
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项目。 中脉公益基金会以“朝阳
计划———青少年健康守护行动”
为蓝本设计的“2016 年中央财政
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中
脉朝阳计划项目”在获得中央财
政 50 万元资金支持后，以 1:1 资
金配套开展项目建设。

据了解，巴马瑶族自治县地
处广西西北部，全县总面积 1971
平方公里，聚居瑶、壮、汉等 12
个民族近 27 万人。 多山少地、交
通不便等自然因素严重制约着
巴马经济的发展。 不少家庭青壮
年因此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现象

严重，因而很多青少年在面临疾
病侵袭时无法得到有效救治。
“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示范项目———中脉朝阳计划项
目”落成后，这一局面将在很大
程度上得到改善。

该项目计划在巴马 10 所九
年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卫生室（保
健室），并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专业
培训指导， 支持学校开展入学体
检。此外，以卫生室（保健室）为平
台， 项目还将为学校配备健康教
育教材， 开展健康宣教志愿者活
动， 为在校学生提供健康教育服
务，提升学校卫生健康保障基础，
普及传播卫生安全常识， 提升青
少年健康自护意识及能力。

“朝阳计划———青少年健康
守护行动”由中脉公益基金会联
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于 2013 年共同发起， 计划五年
投入 1 亿元人民币，在中西部 22
个省（自治区）贫困地区的九年
义务制学校建设 2000 所朝阳卫
生室（保健室），培训 2000 名工作
人员，为学生提供健康保障。 截
至 2016 年，“朝阳计划———青少
年健康守护行动”已建成 1026 所
朝阳卫生室（保健室），累计受益

学生数量逾 80 万人。
中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

建仑指出，“朝阳计划———青少
年健康守护行动”能够从众多公
益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设计
蓝本， 说明该项目在透明度、可
操作性、可复制性、可创新性等

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 他说：“中
脉公益基金会今后将以此为契
机，将更多公益项目引入巴马。基
金会将在项目设计、 项目执行中
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创新升级，带
动当地健康事业、教育事业实现突
破性增长，成为地区公益事业甚至
民生工程发展的领头羊。 ”。

此前，中脉公益基金会在两
个月时间内， 足迹已遍布内蒙
古、湖南、青海、广西四省（自治
区）近 10 个地区。 据中脉公益基
金会副理事长周健介绍，中脉公
益基金会在四地爱心之行中，先
后为所到之处的朝阳卫生室（保
健室）培训专业工作人员 400 余
人，落成朝阳卫生室（保健室）和

“中脉朝阳学校”各三所。 期间，
中脉志愿者还进行了多场志愿
体检服务，惠及近万名青少年。

周健表示，在“一老一小一
发展”公益理念指引下，中脉公
益基金会在青少年安全守护、关
爱老人、女性健康、社会救助、应
急救灾以及志愿者建设方面建
树颇丰。 在将关爱与帮助送到所
需者身边的同时，基金会号召全
社会积极响应参与，为推进中国
公益事业长足发展贡献力量。

（皮磊）

2016 年 11 月 23 日， 一个
针对儿童、老人、残障人士及其
他需要关心和照顾的群体而建
立的北斗关爱平台正式在国家
信息中心向公众推出。

北斗关爱平台的搭建正是
起因于对以上群体生存现状的
关注。该平台集“监测—提醒—
定位—报警—保护”于一体，由
国家信息中心主导，民政部、中
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信
息安全测评中心、 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共同支持， 北斗航天
卫星应用科技集团和北斗国信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利用智能穿戴物联网感知技
术、 北斗移动互联多网融合技
术，结合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及
应用技术形成基于北斗定位服
务的软硬件、 大数据综合解决
方案。

启动仪式现场， 由北斗国
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李稚松博士对北斗关爱平台
进行了正式发布。她表示，北斗
关爱平台将针对不同人群分成
几个板块，包括儿童关爱平台、
老人关爱平台和其他人群关爱
平台。 平台的功能服务分为三
个层面，包括终端服务、平台服
务和应用服务。“北斗关爱平台
将本着解决社会公益的理念，
为各类人群提供真正暖心的关
爱服务， 为职能机构提供数据
支撑， 打造国家级的大数据应
用平台。 ”李稚松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
星”元勋孙家栋，国家信息中心

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中
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
任冉承其，全国人大常委、内务
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秀榕
和北斗航天集团董事长刘贵生
共同启动了北斗关爱平台。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杜平表示， 北斗关爱平台是基
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开
放式的大数据应用平台， 它的
宗旨就是体现爱心、温暖人心、
凝聚人心，以公益性为导向。如
何扩大覆盖面， 怎样完善或者
强化技术保障， 如何保障平台
可持续发展， 都将是后续的重
要任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吕世明在现场表示， 通过北斗
关爱这个大数据、 智能化的平
台， 为每一个无障碍设施配备
北斗芯片， 先从无障碍搜索开
始，有了智能化的检索，每位残
疾人的出行、学习、工作、生活、
旅游， 以及其他方方面面都会
有全方位的无障碍体验。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受全国人大常委、内
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秀
榕以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邓
丽副主席的委托，祝贺“北斗关
爱平台”启动。 他在现场说，基
于北斗关爱平台发起的“北斗
儿童关爱新行动”也即将启动，
通过搭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网络平台”，捐建“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阵地”，赠送“儿童礼包”
等多项活动，实现政府、爱心企
业为留守儿童提供精准帮扶的
有效途径。 （徐辉）

2016 年 11 月 22 日，宜家在
京宣布，首次启动全新系列公益
活动，整合各方资源将社会公益
进行到底并扩展到更广领域。

从 2003 年起，宜家每年坚持
的毛绒玩具教育义卖活动已为
46 个国家及地区的弱势儿童群
体带来了良好的教育和快乐的
童年时光； 而从 2014 年发起的
“照亮难民的生活” 活动则与联
合国难民署(UNHCR)携手，共同
改善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难民
营的照明条件并增加其获得可
再生能源及接受基础教育的机
会。 宜家的公益版图将在未来进
一步扩大，除了儿童教育和难民
生活改善， 还将关注可再生能
源、女性权利、气候改变等领域。

2016 年，宜家将继续与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救助
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合
作，一起展开持续三年的“玩起
来，让家更暖”大型公益活动，聚
焦儿童玩的权利并强调玩对孩
子身心成长的重要性，为全球移

民家庭的儿童在迁徙途中提供
保护、 教育和玩乐的机会。 自
2016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4
日，宜家每售出一件玩具，宜家
基金会就会捐出 1 欧元, 将用于
支持基金会在全球指定的项目。
相比于之前的毛绒玩具教育义
卖活动，“玩起来， 让家更暖”的
义卖参与产品更加广泛，已扩展
到儿童部所有玩乐产品系列。

截止到 2016 年，宜家已向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
捐款达 8800 万欧元， 用于支持
当地儿童的学习和玩乐机会，已
累计帮助了超过 1200 万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
办公室教育与儿童发展处处长
苏利文充分肯定了宜家系列公
益活动的成果，并且强调了玩对
孩子身心发展的积极作用，希望
和宜家一起，为资源匮乏的社区
提供安全的场所，促进儿童早期
发展和儿童保护。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每一个孩子，不论他们是谁，

来自哪里，残障与否，都有玩的权
利。 通过‘玩起来，让家更暖’公益
活动， 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为
包括移民家庭的儿童、 残障儿童
等在内的弱势儿童群体在教育、
营养和健康方面给予帮助， 让每
个孩子在充分的玩耍中有一个快
乐的获得充分发展的童年。 ”救助
儿童会代表王星星补充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和家
居用品零售商，宜家一直认为孩
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而玩耍
就是孩子生活的主旋律。 宜家中
国零售总裁朱昌来表示：“玩耍
是孩子生活的主题，也是他们认
知世界的最初方式。 宜家在设计
产品与经营商场时，一直努力从
儿童的角度思考，与儿童成长专
家合作了解儿童在不同成长阶
段的需求并给出空间、产品的解
决方案。 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
空间设计能够帮助孩子们健康
成长，而商场则化身儿童的玩乐
区，让他们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

（徐辉）

北斗关爱平台
致力关注弱势群体

宜家全力支持儿童公益
已作 8800万欧元捐赠

10 位中脉志愿者为孩子们献上精心准备的学习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