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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益轩奖在京举行

十五家企业获中国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奖

“六个核桃·读书慧”
助农村学生读好书

2016 年 12 月 21 日，由《汽
车商业评论》主办、中国扶贫基
金会联合发起的 2016 益轩奖盛
典暨第四届中国汽车企业社会
责任论坛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
行。 当天，包括东风汽车公司、宝
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北
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捷
豹路虎汽车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等在内的 15 家汽车企业获得
了 2016 益轩奖-中国汽车企业
社会责任奖。

据了解，益轩奖旨在发掘汽
车行业在不同企业社会责任领
域的优秀项目，激励汽车企业重
视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并
提升中国汽车企业责任形象。

就汽车企业社会责任现状，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蒽进行了说
明。 经过对 100 家国内主流车企
样本调研分析后， 张蒽指出，中
国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
仅为 22.1 分，整体处于较低层次
的起步者阶段；七成企业低于 20
分，仍在“旁观”。 此外，国有车企
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要领先于民
营、外资及合资车企，“这与国家
政策的相应要求不无关系”。

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发表了
题为《责任社会时代汽车企业的
使命》主题演讲。 王振耀指出，随
着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
元，“善经济时代” 已经到来，第

三产业渐成主体，“责任”已经成
为社会发展的基调。 在“善时代”
下， 车企不能仅仅追求投资额
度，更要与政府、行业产生公益
联系，在高端科技上加强环保研
发，并在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
上加强互动，以此推进车企的社
会责任。

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企
业内外互动增加，用户价值愈发
重要。 由此，履责范式也要产生
相应变革。 北京融智社会责任研
究院院长王晓光谈道：“今后企
业可以建立公益众筹等 O2O 履
责平台，并要关注个体，善于运
用大数据、网络意见领袖等内容
渠道，以此完善参与式精准社会
责任管理。 ”

据了解， 在汽车行业中，有
很多企业关注儿童、扶贫，且投
入巨大， 而目前中国仍有 3200
万乡村儿童、21 万余所学校需要
教育上的扶助。 不过，对于一些
公益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公共政
策和公益评论家、北京感恩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周健指出，乡村学
校需要的并非被动地接受资助，
而是要主动进行选择，他说：“公
益并非慈善，‘强人所爱’并不是
公益的正确做法，而应该贴近所
需，满足帮扶对象的真正需求。 ”

当天，围绕“新的传播环境
和政策环境下的 CSR 走向”这
一话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
院副院长邓国胜，首都经贸大学

社会治理与企业创新研究中心
副主任黄琦，中国扶贫基金会秘
书长助理丁亚冬，一汽集团公司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社会责任室
主任葛季明以及《汽车商业评
论》、《汽车消费报告》 总编辑贾
可进行了讨论。 本瓴才富 CEO、
雨亭行动创始人翟斌表示：“不
管是从规模上、 全球化程度上、
技术程度上， 还是法规影响力
上，我相信汽车企业是最有能力

扛起 CSR 的十字架的， 也希望
我们把这一点作为一个目标来
做。 ”作为益轩奖评审团主席，贾

可表示，发起益轩奖是希望能够
推动中国汽车企业更好地重视
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皮磊）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携手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的“六个核桃·读书
慧”公益项目第二期启动暨云南
站捐赠仪式在云南省大姚县新
街镇团山完小举行。 据悉，“六个
核桃·读书慧” 第二期公益基金
项目将为包括云南、贵州、重庆、
四川、湖南、江西在内的 6 个省
份， 共计 488 所中小学送去适龄
图书，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在“书
香”中健康快乐成长。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
长、“六个核桃·读书慧” 管委会
主任刘选国，云南省红十字会副
会长潘晓玲，大姚县县委常委李
国荣出席启动仪式并为活动致
辞。 此外，来自河北养元智汇饮
品股份有限公司、地方红十字会
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以及各地媒
体也共同出席了本次启动仪式。

在本次活动中，“六个核桃·
读书慧” 公益基金不仅为全校
158 名学生送去了千余册图书，
还特别邀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六个核桃·读书慧” 阅读导师、
中国著名青少年财商教育专家
汤小明在现场为孩子们上了一
堂意义非凡的阅读课。 为了更好

地让外界关注团山完小的孩子
们，为他们开一扇与社会连接的
窗户，活动还采用了时下最流行
的网络直播形式，实时直播整个
活动过程， 让更多的人关注公
益，也借此希望号召更多的爱心
人士加入到公益助学中。

刘选国向河北养元智汇饮
品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了中国红
十字勋章，感谢该企业对中国红
十字事业的贡献。 他指出：“邓小
平同志说过：‘教育要从娃娃抓
起’，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
未来。‘六个核桃·公益基金’的
成立，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国
贫困地区学校图书藏量不足、学
生‘无书可读’的现状，为我国教
育事业贡献极大的力量，是利国
利民的义举。 ”

据了解，“六个核桃·读书
慧” 公益项目计划连续 3 年、每
年捐赠 1000 万元为贫困地区至
少 1300 所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
及配套设施。 届时，将有超过 30
万名中小学生因此受益。 仅在
2015 年，“六个核桃·读书慧”公
益项目就为包括湖北、 青海、山
东、安徽、河南、河北等 6 个省份

在内的 460 所乡村学校送去各种
图书，受益学生达 20 余万人。

为确保每次公益活动真正
落实到位，“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项目成立了由学校老
师、教育专家以及学者组成的评
审委员会，将根据不同年龄阶段
孩子的心理生理特征挑选相应
读物。 并且，在项目图书供应上
同样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遴选
供应商， 全力保障资金使用公
平、公正和透明。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
的未来，多读书不仅能让他们学
习到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能
潜移默化地教会他们为人处世
的道理， 对他们的成长帮助极
大。 ”项目捐赠方、河北养元智汇
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领导表示：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
深知孩子教育是民族百年大事，
有义务更有责任帮助更多的农
村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为孩
子们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联手中国红基会成立‘六个核
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项目只是
养元人回馈社会的起始，未来我
们还会积极承担起更多的企业
责任。 ” （徐辉）

近日，魅族 2017 年“温暖
回家为爱续航” 大型公益活动
正式启动，旨在为“买票难、回
家难” 的在外学子和务工返乡
人员提供更多帮助。 回顾 2016
年魅族大爱有声·温暖回家大
型公益活动， 魅族通过打通韶
关、揭阳、湛江、南宁、吉安、长
沙等多条“温暖回家路”，用免
费爱心大巴和航班帮助大批返
乡困难群体顺利回家， 实现了
一个个团圆幸福梦。

2017 年，魅蓝 Note5“温暖
回家为爱续航”春运公益活动不
仅再次携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交通广播，更得到了交通部
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指导。此次企
业、媒体和政府部门联合一起为
春运努力，只为让更多人能够顺
利返乡与家人团聚。

相比去年， 魅族今年的春
运公益无论在服务群体规模上
还是活动影响力上都得到了全
面升级。 据魅族营销中心市场
总监张鑫在 2017“温暖回家为
爱续航” 大型公益活动启动发
布会上的介绍，今年的“温暖回
家活动” 不仅从广州一个始发
地扩展到京广两地， 而且相比
去年， 线路更多、 覆盖人群更
广， 并兑现包机送返乡困难群
体回家的承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
魅族春运公益活动引来了众多
明星关注和积极参与。其中，当
红影视新星毛晓彤和中国女排
奥运冠军赵蕊蕊更是担任本次

“温暖回家为爱续航”春运公益

活动爱心大使 ， 携手魅蓝
Note5 共同为春运公益发声，
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关注春
运难题和回家梦想， 帮助返乡
困难群体。据悉，两位明星爱心
大使将分别会在本次回家项目
1 月 16 日和 1 月 19 日的发车
仪式上参与到返乡团体接送活
动中来。

为了让更多返乡难群体顺
利参加活动、领到回家车票，此
次魅族回家项目在报名通道中
除设有魅族娱乐官方微博和微
信互动外， 还通过手机百度搜
索“抢票”等关键词的结果页中
设置了顶栏登入报名功能，更
联合百度糯米开辟了春运抢票
专区。 与互联网第一入口百度
搜索的全平台合作也是本次

“温暖回家”春运公益活动的重
磅升级， 百度平台的大流量让
活动的温暖关爱更轻松地直达
有需要的每一个人 。 魅蓝
Note5“温暖回家为爱续航”春
运公益活动不仅在报名通道上
为广大返乡群体提供了便利，
更加入了抢手机惊喜环节，让
大家收获返乡喜悦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魅蓝 Note5 带来的新
年好运。

此次公益活动的主角魅
蓝 Note5 是魅族前不久推出
的又一款设计优雅、 工艺扎
实、体验出色、性价比超高的
千元机，在“京东超品日”仅用
21 秒销量便破万台，成为“京
东超品日”史上销量最快破万
台的手机单品。 （徐辉）

助力 2017 年春运
魅蓝Note5助力“返乡难”群体回家过年

� �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获得“益轩奖-2016 中国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标杆奖”，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为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