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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一汽—大众资助社会组织 506 万元
� � 2017 年 1 月 18 日，“迈向生
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环保
公益资助计划资助仪式在京举
行， 共有 12 家社会组织分别获
得 100 万元、50 万元和 20 万元
的环保项目经费资助，另入围的
8 家社会组织获得 2 万元的经费
支持。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张丕杰表示，本次获
得支持的 12 个优秀环保项目脱
颖而出，他们积极带动了身边的
群体和个人加入到绿色环保的
大军中来， 这也为 2017 年的项
目开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坚信，‘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项目未来能够
持续进行下去，支持更多优秀的
环保公益项目，让越来越多的环
保先锋脱颖而出， 保护绿水蓝
天，大步迈向生态文明。 ”张丕杰
说。

环保领域社会组织资助金
额最大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 环保公益资助计划，是
在环境保护部指导下， 由一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出资支持，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中国扶贫
基金会主办，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协办的环保领域社会组织资助
金额最大的公益计划，目的是通
过资助的方式来扶持我国环保
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鼓励和动
员环保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
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
中发挥社会组织的有效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
组织蓬勃兴起，正在成为政府与
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社会组织中最活跃的环
保民间组织，已成为推动中国和
全球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与进步
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我国有环
保社会组织 3500 多家， 却受限
于资金支持严重不足，已经影响
到这些机构的健康发展。 因此这
项资助计划的实施有助于这方
面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引导和助
力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开展环保

项目和健康发展。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 环保公益资助计划自
2016 年 5 月 4 日启动以来，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共收到 205 份
项目申请。 为客观公正地开展对
项目的评审，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特别制定了项目评审体系，把评
审指标细化到三级。

建立了环保、公益、高校、媒
体等领域评审专家库，每次抽取
5 至 7 名不同专家分三级进行评
审。 第一级由 205 个申报项目中
评审出 50 个，第二级由 50 个项
目评审出 20 个并向社会公示。
在此基础上，组织了专家、媒体
记者和主办方工作人员组成的
考察组， 对分布在全国 12 个省
16 个城市的 20 个项目进行了实
地的考察和确认，把考察到的客
观情况提供给第三级评审专家
作为评审依据。 2016 年 12 月组
织入围的 20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
答辩和评审， 最后确定了 12 个
项目分别获得 100 万元、50 万元
和 20 万元的资助，8 个组织分别
获得 2 万元的支持，资助金额共
计 506 万元。

环保社会组织是环境保护
的重要力量

这次受到资助的组织大多
是长期以来开展民间环境保护
坚守者、实践者，获得资助也是
实至名归。 从这次受到资助的项
目地域来看，从生态屏障的青藏
高原到渤海之滨的沿海地区，从
经济发达的城市到边远的山村，
地域覆盖范围大。 从项目涉及的
内容看，既有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项目，也有体现绿色、循环、
低碳理念的实践活动；既有保护
水环境、 土壤环境保护行动，也
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扶贫等
具体的民生项目，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各地
区各部门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
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
主义文明新时代。 当前我国面临
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多阶段、
多领域、多类型生态环境问题交
织，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和期待
还有较大差距， 提高环境质量，
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加快补
齐生态环境短板，是当前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任务。 全社会要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强烈意识，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迈向生态文
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环保公益
资助计划正是这样的环保公益
行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
长傅雯娟在致辞中说，这次获得
资助的 12 个项目和 8 个社会组
织是我国环保社会组织的代表
和缩影。 环保社会组织是我们环
境保护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他
们工作在基层，条件艰苦，缺乏
经费，然而他们怀着对环境保护
的热爱和执着的精神，为环保公
益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们
应该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致敬。
环境保护是一项涉及广泛的工
作， 只有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
与， 这项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
们的家园才能建设得更加美丽。

获得资助的自然之友代表
葛枫表示， 这次得到资助很高
兴，解决了发展中资金不足的困
难。 这些年来，一些民间组织相
当程度接受了一些国外组织和
企业的资助，大多用在能力建设
和具体的项目上，暂时缓解了生
存压力问题。 这次接受国内实力
强大的基金会资助，对组织的健
康发展和放手开展环保的项目
有很大意义。

获得 100 万元资助的绿色
江河负责人杨欣兴奋地表示，会
再接再厉，把资助款用好、把项
目做好。 作为社团组织中最为活
跃的环保 NGO， 不能缺席这场
时代的变革，有责任、有义务担
当起动员民众、 引领社会的使

命，带动当地公众共同参与到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动
中来。

对公益领域进行全面的合
作探索

2016 年初， 一汽-大众正式
向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捐赠 1200 万元， 并成
立“新未来基金”。 三方将共同关
注绿色环保、交通安全、社区责
任和赈灾扶贫等领域，在公益行
动资助、公益理念倡导和志愿者
参与等方面进行合作模式的全
面探索。

“新未来基金”希望通过基
金资助、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
个人参与环境保护，并致力于培
育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
良好风尚。 本次“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 环保公益项
目， 一汽-大众共资助环保社会
组织的 506 万元，就是在环保领
域重要的合作探索。

据了解，除了在绿色环保上
的努力， 在赈灾扶贫领域，2016
年南方水灾发生后， 一汽-大众
从“新未来基金”中紧急调拨 200
万元用于灾害救援行动。 中国扶
贫基金会使用该基金采购 7789
份粮油和 993 个家庭生活保障
箱送往湖南溆浦、 湖北红安、贵
州榕江等灾区。

像这样的项目在一汽-大众
还有很多，对于一汽-大众来说，
凡是社会急需的公益领域项目，
一汽-大众都愿意积极参与。 为
了能够更加脚踏实地回馈社会，
一汽-大众还会根据实际需求寻
找最专业、最权威的合作伙伴来
开展合作。

张丕杰表示，在启动这个项
目之后，就一直非常关注那些入
选的项目，在仪式上看了那些项
目和社会组织的人， 触动很大。
这是一群有信仰的可爱的人，做
事很坚定，没有私念，就是要守

护好绿水蓝天，是值得向他们致
敬的一群人，每一个项目都值得
尊敬。

评选过程当中有很多优秀
项目，例如“保护长三角区”，这
个项目虽然没有入选，但同样值
得向他们致敬。“在这里我也呼
吁，我们不能食用穿山甲，不能
让一个物种在我们不经意的消
费当中灭绝。 ”张丕杰说，其实他
平时工作很多，但只要涉及企业
社会责任这样的活动，再忙再累
都会亲自参加，从中感受更多的
感动和教育。 一汽-大众做这些
活动是希望更多的组织和个人
都能参与进来，能够为社会做更
多的事情。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汽-大众
一直关注的问题， 作为汽车企
业， 一汽-大众把保护环境看做
自己的重要责任，这不仅是为了
树立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更是
为了让公众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环境。 同时也想借助一汽-大众
的示范作用，带动所有利益相关
方，包括经销商、供应商合作伙
伴、车主等，共同为和谐汽车社
会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在和
谐共生的土壤上携手浇灌长青
树。 （徐辉）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环保公益资助计划简介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环保公益资助计划是在
环境保护部指导下，由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主
办，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协办，一
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捐赠支持
的环保资助公益活动，资助在中
国境内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开
展的环保公益项目， 旨在支持、
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环境保
护，致力于促进全社会共同关心
和参与环境保护，此次资助额为
506 万。

环境保护部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傅雯娟致辞

� �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丕杰（左一）、民政部民间组织
管理局巡视员李波（右一）为获得 100 万元资助的项目颁发资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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