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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养河流，创造更清洁的世界

百威英博携莆田市政府打响河流保卫战
2017 年 6 月 5 日，正值世界

环境日之际，全球最爱水的啤酒
企业百威英博积极响应中央政
府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政
策号召，联动全国，立足福建莆
田，开启“企业河长，建设美丽莆
田” 公益活动暨合作启动仪式，
并获得政府授予的“企业河长”
称号。 莆田市委书记林宝金，市
政府市长李建辉， 市委常委、秘
书长沈伯麟，市政府副市长吴健
明，秘书长吴宗兴，百威英博亚
太北区总裁吉祥 (Jean Jereissati
Neto)，百威英博亚太北区法律及
企业事务副总裁王仁荣，百威英
博亚太北区供应链及物流副总
裁程衍俊，百威英博亚太北区采
购副总裁张牧，百威英博亚太北
区人事副总裁钱红孙和百威英
博中国东南事业部总裁何建平
等出席活动。

一方绿水的守护

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以来，
各地方政府持续动员， 效果显
著。 而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百威
英博，此番也积极响应，全面启
动“企业分级河长制”战略，引领
全国 40 余家工厂共同打响河流
保卫战。 福建省莆田市作为其中
核心试点城市，百威英博在当地
与市政府深入合作，为实现“河
长制”提供助力。

在“企业河长，建设美丽莆

田” 公益活动暨合作启动仪式
上，百威英博和莆田市政府签署
合作协议，宣布合作开展河长制
推动计划，以实际行动助力美丽
莆田，并由李建辉市长代表莆田
市政府向百威英博授予“企业河
长”荣誉称号。 根据协议，百威英
博将认养莆田母亲河之一的绶
溪及城市多处河段，协助行政河
长开展河流整治。 与会的莆田市
政府领导及百威英博高层共同
为认养河流的河长公告板揭牌。

活动当天，百威英博还携手
当地的高校志愿者开展莆田市
内的河流水样收集和水质检测
工作，并走上街头与莆田市民分
享河长制及河流保护的相关知
识， 号召更多当地市民参与、支
持和响应落实河长制。 通过政府
牵头、企业与高校合力形成河长
制志愿者联盟，将为美丽莆田的
建设打下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莆田市委书记林宝金表示：
“自中央政策出台以来， 莆田市
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河长制落实，
积极动员全市力量，为共同开展
水环境治理工作投入良多。 百威
英博等优秀企业的加入，对我们
更好开展河流整治工作提供了
很大助力。 我们欢迎更多社会力
量加入我们的河长队伍中，实现
水环境的长效治理。 ”

创造更清洁的世界

除了莆田工厂“企业河长”

试点之外， 百威英
博其他工厂也纷纷
为践行河长制开展
行动。

在盐城、 哈尔
滨、佳木斯、漳州、
南昌等地， 这些地
方的工厂与当地的
环保水利部门紧密
合作， 对工厂附近
河流实行认养，在
携手政府开展长期
志愿者项目的同
时， 还成立河流巡
察队， 对河流污染
行为进行巡查与举
报。 此外，当地志愿
者还在附近的社区
以及学校开展宣传
教育，鼓励更多人加入参与河流
保护。

在全国各地，更多百威英博
工厂自发成为“全民河长”，30 余
家工厂的 3000 多名员工走出厂
房， 加入人人河长的队伍中，通
过河道巡视、清理及植被养护等
公益义举，为建设家乡的碧水绿
岸，进一步扩大“河长制”普及基
础贡献力量。

百威英博亚太北区总裁吉
祥指出：“作为全球最爱水的啤
酒公司，百威英博一直致力于水
资源的保护和最大化利用。 通过
与各地政府深入合作，进一步落
实‘河长制’，是我们深化对水承
诺的重大举措。 我们也希望能发

挥优秀企业的示范作用，号召更
多人一起助力河长制，实现‘酿
造更美好的世界’的愿景。 ”

点滴珍贵的坚守

助力河长制是百威英博开
展水资源保护工作的全新尝试，
也是在百威英博全球五年环境目
标收官之年为实现环境承诺所迈
出的重要一步。 自该目标发布以
来，百威英博着眼点滴，通过一系
列切实有效的举措， 取得诸多进
展：在工厂内部，百威英博启用创
新的 Green BTS 自动化系统，并
提高用水效率， 在亚太北区将每
百升啤酒用水量降低到 3.02 百

升；在工厂之外，企业也长期对所
在地周围水源地实行保护及开展
危机处理还积极开展中水外送项
目，全国 25家工厂年外送中水水
量超过 100万吨。

如今，百威英博对落实环境
目标提出进一步要求，发布全新
的“更清洁世界”2.0 环境战略计
划，宣布将在 2025 年，希望在全
球市场帮助 600 万人改善水资
源可及性和安全性。 在这一目标
的指引下，百威英博将以助力河
长制为起点，从企业内部绿色生
产与外部环境项目合作着手，为
水域保护、水质优化和提升净水
可及性提供更多支持。

（王祺文）

为探寻在医改过程中丰富
医疗服务模式、促进医务社工和
整合医学的学科发展，探索中国
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由北京
市丰台区卫生计生委、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家
委员会、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
联合主办的“医务社会工作与整
合医学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在京举行。

当天，美国社会工作与社会
福利协会主席 Sarah Gehlert、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凤芝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刘继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兼总干事解栩楠、 香港社工
督导梁嫣红、 广东省医务社会
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关冬生、复
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副教授赵芳和北京春苗儿童
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刘东等来自
国内外医务社工领域的知名专
家学者和医务人员、 社会工作
者共 300 人聚集一堂，围绕“全
球视野看医疗环境下的社会工
作理论与实务”、“整合医学模
式下的医务社会工作”、“铁营
医院医务社工参与心身疾病管
理体系建立”等主题进行交流研

讨，从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角度
探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
最新现状，交流医务社会工作经
验，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探讨医
务社工发展的方向， 并探索如
何从机制入手助力医改， 推动
医务社工成为链接健康资源的
纽带， 使之成为医疗服务的有
益补充，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打
造整体健康， 为健康中国的建

设增添力量。
会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还向
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等 9 家
单位授予了“中国医务社会工作
实践基地”称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在讲
话中表示，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是医务社
会工作能有效链接社会资源，实

现生命的全周期、健康的全过程
的、以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协同性、
延续性的服务模式，从而助推医
疗卫生体系的系统性整合，不同
级别、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重新
回归各自的医疗定位，形成一个
有效的、协同的、以健康为中心
的、 以人为本的整合型服务体
系。

二是可以帮助医药围绕回
归功能定位的目标，从单纯的服
务模式变为综合的服务模式，从
被动的服务转变为主动的服务，
从单一的治疗、使用药物和手术
的干预手段， 转向健康管理、健
康促进，使用咨询、药物、手术、
预防、保健、社会工作等综合措
施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和健康呵护。 以老百姓的需求为
导向，以健康为中心，来提供适
宜的社会工作服务，是我们始终
要坚持的方向。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钟东波表示，在深化医改的背景
下，医务社会工作具有更重要的
意义，有助于促进医疗服务改革
与改善同步，积极改善医疗服务
模式，进一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健康服务需求，丰台区卫计委

和丰台区铁营医院在这方面做
了有益的尝试，增加了患者就医
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希望在政府
部门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共同努
力下， 不断取得新的经验和成
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形成成
熟的工作模式， 并在丰台区、北
京市医疗卫生机构内结合实际
进行推广。

丰台区委副书记、区长冀岩
强调，推动医务社会工作就是丰
台在深化医改方面的又一次积
极探索。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国家卫
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法制司的
领导，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
研究所名誉所长于宗河，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工作处李
勇副处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会长、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
会主任刘良玉，北京市丰台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张鑫，政协丰台区
委员会副主席、 政府办主任连
宇，上海市卫生计生委人事处倪
艳华，丰台区卫生计生委书记李
海秋以及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
关处室领导参加会议。 丰台区卫
生计生委副书记、副主任刘婉莹
主持开幕式。

（王勇）

医务社会工作与整合医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莆田市市委书记林宝金与百威英博亚太北区总裁吉祥共同为河长制揭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务社会
工作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