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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和道路交通安全
国际论坛召开

2017第二届中国企业责任品牌峰会在京召开
6 月 24 日，由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央电
视台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
同主办的“2017 第二届中国企业
责任品牌峰会”在北京召开。 本
届峰会的主题是“践行社会责
任，提升品牌价值”。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
公民委员会总干事张少平主持
峰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
公民委员会专职会长刘卫华和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窦瑞刚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
辞。

中国创意研究院院长、国际
品牌专家陈放，《WTO 经济导
刊》副社长殷格非、责扬天下首
席专家，商道纵横创始人、总经
理郭沛源，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
部商学院副院长、中央电视台广
告中心课题组顾问郑苏晖等专
家表示， 国务院批准设立每年 5
月 10 日为“中国品牌日”，标志
着中国品牌建设进入新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知名
企业品牌正在迈向以考虑和满
足利益相关方及后代的期望和
诉求，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责
任品牌时代。 任何一个不断成长
的企业，都会强烈地感受到社会
责任对于企业品牌战略管理不
可或缺的推动力。 以企业公民社
会责任的履行为核心的责任品
牌战略，已经成为继资金、技术、
成本和人才之后企业竞争的新
要素，也是企业发展的下一个争
夺空间。

峰会以“责任品牌：企业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为主题，举行
巅峰对话。 通过专家和企业家的
精彩互动，阐述企业在履行社会
责任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塑造责
任品牌形象， 提升企业品牌价
值， 努力做更具财富创造力、更
具品牌影响力、更具社会感召力
的优秀企业公民，全面促进中国
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案
例和观点。

峰会授予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公司等十家企业“2017 中国十
大杰出责任品牌企业” 荣誉称
号；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等 20 家企业“2017 中国优
秀责任品牌企业” 荣誉称号；林
州市慈善总会和北京标点兴和
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 中
国企业公民事业发展贡献奖”。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
员郭秀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会长刘卫
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
书长窦瑞刚、中国传媒大学经管
学部商学院副院长郑苏晖、中国
中央电视台著名编导张京娜按
下启动球，标志着由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中
国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开
展“CCTV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展
播”的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
展播旨在通过高端宣传平台，帮
助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塑造形象，
维护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提升企
业责任品牌的美誉度，为企业创
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讲好中国企业公民
和责任品牌故事。

（益文）

近日，第二届机动车驾驶和
道路交通安全国际论坛在北京
宽沟会议中心举行， 来自英国、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印
度、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
台湾省等 8 个国家或地区的机
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行业监管机
构与部分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
机构的管理者及行业从业人员
参加，公安部交管局和交通运输
部运输服务司领导分别作为机
动车驾驶员考试的主管部门和
驾驶培训的行业主管部门出席
论坛并致辞。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我
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 2.9 亿
辆， 机动车驾驶人已经达到 3.6
亿人，预计未来十年，新增驾驶
人仍将以每年 2000 万人的速度
增长。 这些不断攀升的数字虽然
说明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进步，但同时也使文明驾驶与
交通安全的矛盾凸显出来。 如何
增强驾驶人的责任意识，提升驾
驶培训的质量，由“应试教学”向

“素质教育”转变，是当前我国驾
驶培训面临的新课题，需要通过

国际交流，进一步学习国外先进
经验，不断提高驾驶培训水平。

第二届机动车驾驶和道路
交通安全国际论坛是具有非官
方性质的各国机动车驾驶培训
机构业务交流的一次盛会，是国
际性相互交流经验、沟通感情的
学术性活动。本届论坛是继 2016
年之后，第二次在中国大陆地区
召开的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国
际性论坛，意在增强驾培机构经
营者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学习
先进国家培训经验，增进国际间
驾培机构的合作和交流。

本次论坛中，北京丰顺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校长安钟岩、
上海荣安驾校校长陈颂、云南东
方时尚总经理陈俊等做了主题
演讲。

驾培行业除了承担培养合
格驾驶人的责任外，对于向全社
会传播交通安全意识也承担着
责任。 去年，由公安部道路交通
安全研究中心拍摄了一个交通
安全系列宣传教育片《让生命无
憾》， 投资方正是驾培行业的企
业。 （徐辉）

“健康中国·安全饮水”系列活动在京举行
2017 年 6 月 21 日，以“全

民健康、幸福中国”为主题的
“健康中国·安全饮水”系列活
动在北京举行。 活动旨在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
生与健康大会关于“要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
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等中央文件精神，
加强健康中国宣传教育，构建

“全民健康饮水试点工程”战
略布局。

此次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
项内容： 为实现健康中国的目
标开展全国宣讲活动及公益捐
赠；解读如何落实“健康中国·
安全饮水”战略布局；指导地方
推进健康安全饮水知识普及；
研讨交流建立“全民健康饮水
试点工程”的应用；推动健康中
国安全饮水社会化服务的相关
研究。

2016 年 8 月，习近平出席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并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

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
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
点，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健康。

“健康中国·安全饮水”系
列活动以“全民健康、 幸福中
国” 为主题， 搭建沟通交流平
台，聆听领导、专家、学者的深
刻见解， 共同探讨全民健康的
核心内涵。 活动现场， 有关领
导、专家学者、净水企业代表进
行了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
探讨与论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
主任侯云春表示， 人类饮水经
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喝干
净的水，第二阶段喝安全的水，
第三阶段喝营养的水。 他强调，
“净水”包括干净的水、安全的
水，这是政府、企业乃至整个社
会的共同责任。

“中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
人均占水量只有全球人均的四
分之一。 ”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殷大奎指出，“一个是水少，一
个是有水不能用，污染太重；而
我们的健康和水关系非常大，
人体的健康和生命离不开水，

水占到我们体重的 70%以上，人
类的生存需要合理补充水分才
能维持健康成长。 ”他强调，健
康饮水非常重要， 安全饮水知
识普及迫在眉睫， 并对企业倡
导的“健康中国·安全饮水”公
益行为高度赞赏。

水污染已成为我国面临的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不
仅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
时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健康生
活，保障饮水安全、促进生命健
康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更是每
个人的行动和每个人应该关注
的问题。

翼猫科技创始人刘军表
示，健康饮水系列活动最大的
意义在于让翼猫科技等企业
积极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做
了一项利国利民的善事，做的
是一项利民利国的大健康产
业，而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就
是要催生大健康产业。 他表
示，科技创新是大健康产业发
展的内在驱动力，健康饮水领
域谋划布局、创新发展，翼猫
科技率先做出了智慧和富有
成果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
显著的市场成效。

活动当天， 领导和专家们
通过现场发言、 演讲及座谈等
不同形式建言献策，对“全民健
康饮水试点工程” 相关项目给
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并在
开展“健康中国·安全饮水”主
题活动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解
决“全民安全饮水”这一重大民
生目标。

据全国全民健康促进工作
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翼猫科技创
始人刘军介绍，“健康中国·安全
饮水”系列活动结束后，“全民健
康行动计划”“安全饮水试点工
程” 等公益项目将全面细化开
展，助力全民健康安全饮水。

（皮磊）翼猫科技创始人刘军致辞

CCTV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展播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