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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6 日，由中国林
学会、《光明日报》社主办，中国
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协办， 共青团中央、国
家林业局特别支持的“2017 森林
中国大型公益系列活动”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中国林学会副
秘书长刘合胜宣布了“2016 森林
中国·寻找中国生态英雄”和
“2016 森林中国·发现森林文化
小镇”遴选结果及名单。

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布周、四川省
通江县铁厂河林场护林员景祥
俊、江西省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局长李跃、北京走进崇
高研究院副院长廖理纯、福建农
林大学教授林占熺、安徽省宿州
市埇桥区夹沟镇夏刘寨村党委
书记王化东、黑龙江省拜泉县生

态文化博物馆馆长王树清和深
圳游云生态教育工作室创始人
游云荣获“中国生态英雄”称号，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荣获“中
国生态英雄”团体。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天王
镇、吉林省延边州敦化市雁鸣湖
镇、 福建省泉州市聚龙小镇、江
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上堡镇、陕西
省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镇、浙江
省湖州市安吉县鄣吴镇、甘肃省
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镇、贵州省遵
义市习水县土城古镇、云南省怒
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和安徽省
宣城市泾县查济古镇获“森林文
化小镇”荣誉称号。

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林学会理事长赵树丛，共青团
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国家林
业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彭有冬，
《光明日报》社编委张碧涌，中国

林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陈
幸良，中国光华
科技基金会党
委书记兼理事
长侯宝森，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副会长、秘
书长李青文，中
国林学会副秘
书长李冬生，斯
巴鲁汽车 （中
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永江
靖志共同宣布
“2017 森 林 中
国大型公益系
列活动”正式启动。

全国政协常委、联合国首任
环保艺术大师袁熙坤为本次活
动“中国生态英雄”设计并制作

奖杯。
会上，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森林中国绿色发展基金正式宣
布成立，“森林中国”战略公益合

作伙伴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
公司也启动了“31 座森林星之
旅”第五季公益活动。

（王勇）

“2017森林中国大型公益系列活动”启动

“2017 森林中国大型公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2017 年 4 月 13 日， 由连连
支付携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发起的“希望之履”敦
煌公益行正式启动，连连支付副
总裁郑箭与奥运冠军王丽萍一
道，将 500 多双运动鞋和数百套
文体用品送给了甘肃省敦煌市
黄渠镇黄渠中学小学部及富强
小学的学生，也将连连支付的企
业爱心传递给了偏远地区的孩
子们。

“希望之履 ” 项目设立于
2010 年 9 月，旨在使经济不发达
地区的少年儿童有鞋穿、 走好
路，健康快乐地成长。 自该项目
设立以来，作为合作企业的连连
支付已经走进了甘肃、宁夏等省
份的多个区县，为数千名家庭条
件欠佳的学子送去了运动鞋及
文教用品，将公益责任履行至祖
国偏远地区的角落。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现有
14.8 万个贫困村，这些贫困村里
包含了 800 万贫困儿童。 而大部
分贫困村中没有小学中学，村子
里的孩子上学就得去附近乡镇
的学校， 很多小孩每天上学、放
学需要步行 2 个小时以上。 令人
遗憾的是，这些孩子中，很多人
一年四季只有一双露脚凉鞋可
以穿。 无论是泥泞的雨天还是天
寒地冻的雪天，为了上学，他们

只能这样走在希望之路上。
在 4 月 13 日举行的连连支

付“希望之履”敦煌公益行活动
中，连连支付副总裁郑箭和奥运
冠军王丽萍不仅给孩子们送去
了鞋子，还和孩子们现场互动做
起了游戏。 王丽萍说：“虽然我现
在一直忙于自己的跑步俱乐部，
但是如果有公益活动， 我只要有
时间就会参与。 公益活动需要更
多人的参与， 我也希望未来会有
更多企业和有爱心的个人参与进
来， 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
孩子送去一份帮助、一份爱心。 ”

连连支付是中国移动支付
领域前四大支付机构，已通过自
身不断创新发展，为电商、航旅、
教育、慈善、基金、租车/二手车、
租房/房产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的
整体支付解决方案，其创新的线
上线下 O2O 支付闭环解决方案
更是持续获得了商户的青睐与
认可，短短三年服务用户数已突
破 1 亿。

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连
连支付常怀感恩之心持续回报
社会。 除“希望之履”项目以外，
还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杭州滴水
公益服务中心、江苏昌明教育基
金会等组织为唇腭裂患者、贫困
学生等需要帮助的人群伸出援
手。 （张明敏）

携手奥运冠军
连连支付“希望之履”走进敦煌

近日，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换届大会暨第七届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人
民银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易
纲，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名誉理事长吴晓灵出席会
议并讲话。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
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七届理
事会， 选举杨子强为第七届理
事会理事长。

易纲对新一届理事会的产
生表示祝贺。 他充分肯定了第
六届理事会取得的成绩，同时，
对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提出了
殷切希望和要求， 一是要以强
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做好金融
知识普及教育工作； 二是要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 把握工作方
向； 三是要充分发挥理事会的
领导决策作用； 四是要持续不
断地加强内部建设、完善自我。
希望基金会不忘初心、 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继续发展，为发
展普惠金融、助推精准扶贫、做
好金融教育公益慈善事业贡献
更多力量。

吴晓灵对第六届理事会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对基金会
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一
是继续做好金惠工程， 树立公
益品牌； 二是要培养“造血功
能”，提升面向社会公众筹款的
能力； 三是关注工作队伍建设
和专业公益人才的培养。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巡
视员李波对会议的召开和当选
的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祝贺。 希
望基金会在上一届理事会打下
的良好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
挑战， 提高理事会的领导能力
和决策水平，坚持形成“自我管
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
行机制，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
升组织管理和项目运作的专业
化水平， 建立富有活力的专业
化工作队伍， 不断增强社会影
响力和公信力， 把金融教育事
业和基金会各项工作推上新的
水平。

杨子强表示， 要进一步加
大基金会筹资能力， 做好金惠
工程等品牌项目， 发挥理事会

领导决策作用， 加强基金会自
身建设。 在人民银行和民政部
的领导下， 依法履职、 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更好地发挥社会
组织的巨大优势， 广泛联系全
国金融系统和金融院校， 提供
服务，整合资源，为推动金融教
育事业发展和培养更多高素质
的金融人才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成立于 1992 年， 是经人民银行
批准、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由
人民银行主管的具有独立法
人地位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多年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坚持开展面向国家贫困
地区金融知识普及项目———
金惠工程；坚持开展面向金融
院校的奖学助学金、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和创业
大赛项目；坚持开展面向金融
机构从业人员的金融素养水
平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经过不
懈努力，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在提高全民金融素质、推
动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苏漪）

近日， 脐带血应用 1000 例
通报会暨第二届供受者联谊会
在广州举行。 据悉，经过十年努
力， 截止到 2017 年 4 月 22 日，
广东省脐血库已出库脐血 1043
例、救治 842 人。与会专家表示，
广东省脐血库脐血应用突破千
例意义重大， 随着脐血应用案
例不断增加、 应用效果越来越
好、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将会让
更多的患者重获新生。

广东省脐血库作为广东省
唯一合法脐血库，秉着“爱心、
诚信、责任、专业”的理念，在脐
血事业上默默耕耘， 其救助患
者主要分布在广东、 上海、北

京、重庆、安徽、江苏、广西、福
建、山东等地。 其中，广东省脐
血库累计为社会贫困患者免费
捐助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198 份，
金额达 284.4 万元。

关于脐血冻存年限与活性
的关系， 在这 1000 多例的出库
中，冻存年限超过 10 年的有 58
例， 平均细胞复苏活率约达
90%， 完全达到临床应用需要。
其中有一例脐血冻存了 15 年并
于 2015 年救治了广东急性髓细
胞白血病 11 岁患者。

脐血， 是胎儿娩出断脐后
最短时间从脐静脉中采集的血
液。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医学研

究发现， 脐带血富含造血干细
胞， 具有重建血液和免疫系统
的功能，在世界范围内，据不完
全统计， 脐血已经应用于治疗
80 多种疾病。

来自广东省脐血库的数据
显示，广东省各地级市脐血采集
均呈现增长的趋势，存脐血的意
愿走高。 以广州和东莞为例，广
州 2016 年公共库脐血采集量接
近 9000 份、自体库 19000 余份，
东莞公共库则采集 3600 余份、
自体库采集 5400 余份。 而十年
前，广州公共库仅有 86 份、自体
库 1300 余份， 东莞公共库则仅
有 4份、自体库 289份。 （徐辉）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换届大会在京召开

广东省脐血库脐血应用突破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