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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6 日， 中华
慈善总会亚飞公益基金启动
仪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
行。 民政部原副部长陈虹、文
化部原副部长潘震宙、全国工
商联原副主席王治国、中华慈
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中华慈
善总会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
执行会长张倩玉、爱心人士徐
亚飞等出席本次启动仪式。 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
秀莲特发来贺电，祝贺中华慈
善总会亚飞公益基金启动。

中华慈善总会亚飞公益
基金由勇敢抗击癌症、坚持自
主创业的徐亚飞向中华慈善
总会捐款设立，旨在积极响应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
贫”、“扶贫先扶智” 等指示精
神，面向困境中的社会弱势群
体开展教育、健康、技能、扶贫
等方面的慈善项目和活动，尤
其致力于爱心图书室、心理辅
导、技能培训等关爱青少年方
面的慈善项目和活动，并希望
用行动凝聚更加广泛的爱心

力量，把阳光投向缺少温暖的
孩子， 同时为助力扶贫攻坚、
弘扬慈善精神尽己之力。

启动仪式上，徐亚飞向大
家讲述了她在与病魔斗争的
数年里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去
回馈社会，感恩曾经帮助过自
己的人，并播放了由徐亚飞亲
自作词作曲的慈善歌曲《慈爱
中华》和《爱接力》。 民政部原
副部长陈虹、全国工商联原副
主席王治国等领导和嘉宾在
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都对徐
亚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
徐亚飞与病魔顽强斗争的精
神、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精神
以及乐善好施无私奉献的精
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领导
和嘉宾们表示，正是这种无限
的力量助力徐亚飞战胜病魔、
创业成功、感恩社会，相信在
这种爱的力量的推动下，中华
慈善总会亚飞公益基金必定
越做越好，引领更多的人参与
慈善，帮助更多的人感受到慈
善的温暖。 （张慧婧）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为引导
孩子们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普及
公益志愿服务理念，北京雷锋小
学联合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
金优秀项目、北京市小微志愿服
务支持项目精诚教育集团“蓝蚂
蚁行动”一起，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二手置换 爱心传递”
公益志愿活动。

活动在雷锋小学鼓楼校区
及新街口东街两个校区同时开
展，近千名学生拿出自己的二手
物品，在校园里摆出摊位，进行
物品置换，和教师、家长一起践

行低碳环保、爱心传递等公益理
念。

为了组织好此次活动，3 月
12 日，“蓝蚂蚁行动”还为学校师
生及家长代表进行了一场题为
“让志愿成为青少年的一种生活
习惯”主题培训会。

培训内容围绕志愿服务理
念、 志愿服务文化、“蓝蚂蚁行
动”活动宗旨以及实名志愿者注
册流程等展开。 很多家长在现场
就用手机注册成为了“志愿北
京”平台上的实名志愿者。

“学校重视，老师重视，家长
重视， 孩子们体会到环保和快
乐，所以活动很成功。 ”雷锋小学
校长胡兵强调。

“蓝蚂蚁行动”之“二手置换
爱心传递”项目创立于 2011 年，
旨在号召中小学生置换、 买卖、
捐赠二手文具、 玩具和书籍，普
及“低碳环保”“爱心传递”理念。
项目成立以来，在校园、社区等
地举办了大小近 80 场活动。

（王勇）

2018中国宠物文化节开幕

汇中网助力保护流浪动物

中华慈善总会亚飞公益基金
在京启动

2018 年 3 月 30 日是“2018
中国宠物文化节”北京站开展的
第一天。 在当日的展会现场，作
为网贷行业的公益长驻军，汇中
网捐赠 10 万元助宠善款， 并在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授牌和
后者正式成为公益合作伙伴。 这
是汇中网多年来坚持履行社会
责任以来，第一次将公益的视角
扩展到流浪动物救助上，呼吁公
众善待生命、 传播生命平等，为
广大公益人士与流浪动物之间
搭建爱心传递纽带。

近几年， 流浪动物数目急
增，其中很大一部分正在遭受因
流浪所带来的伤害及虐杀，有关

“虐待流浪动物”“流浪狗伤人”
的新闻屡见不鲜，此外，居无定
所也使它们变得更加敏感和暴
躁。 而救助组织与人员所能投入
的资源有限，流浪动物惊人的繁
殖能力远远超过了单纯救助的
承受能力。 汇中网副总经理付楠
表示：“关爱流浪动物不仅是社
会良心、 尊重生命的集中体现，
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保证。 ”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汇中
网和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达成
一致， 成为 2018 年中国小动物
保护协会的首批合作伙伴之一。
此次双方就流浪动物保护达成
长期公益合作，希望通过两家资
源优势的互补，为流浪动物创造
更好的生存环境，为社会公益做
出自己的努力。 那么，除此外，汇
中网多年来在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和尝试？ 取
得了怎样的成绩？ 在动物保护方
面接下来有怎样的规划？ 为此

《公益时报》 社记者采访了汇中
网副总经理付楠。

《公益时报 》：公司从哪一年
开始开展公益事业？ 目前已经持
续了多少年？

付楠： 在 2015 年 10 月汇中
网平台正式上线时开始，我们就
一直秉承“普惠金融”的惠民理
念，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截
至目前已经有 2 年多时间。

《公益时报 》：汇中网开展公
益事业的初衷是什么？

付楠：作为“普惠金融”的践
行者，互联网金融的建立本身就
带着一定的公益使命。 我们认
为，参与公益事业是一家企业的
责任。 企业与社会相辅相成，是
社会的一份子，整个社会和谐发
展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的基础。
回报社会是企业应尽的责任与
义务，社会的进步仅靠政府一方
的努力是有限的。 汇中网在做好
企业和产品的同时，积极投身于
社会各项公益事业中，并向社会
和平台用户倡导正面积极的公
益态度。

《公益时报 》：公司开展的公
益项目都有哪些？

付楠： 汇中网自 2015 年 10
月上线运营以来， 持续关注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环境保护、帮困
助学、受灾群众等领域问题。比如
我们的“汇中聚力 心系益童”项
目于 2017 年 4 月与中华少年儿
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合作， 在玉树
地震 7周年之际， 为幸存的孩子
们进行资金、 物料等相关援助；
“环保践行者 清凉黄玫瑰”项目
于 2017 年 7 月联合中国环境保

护基金会，为首都环卫工人 13 处
居住地送去了 230 台电风扇；“爱
之汇-少年歌咏大赛” 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启动，主要鼓励参赛
者通过朗诵的方式来促进公益事
业的传播， 同时邀请了张垣之心
公益促进会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一同启动汇中网公益
爱心储备金 200 余万元， 用于相
关的公益事业；“汇聚益童爱 情
系夕阳红” 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
携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益童成长中心的数名孩子，前
往爱晚护养院陪老人们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重阳节。 加之今天汇中
网捐赠 10万元用于保护小动物，
这是我们关注公益领域的一次扩
展， 后续我们还将开展更多针对
保护小动物的公益活动，让每一
位爱心用户都有渠道参与到动
物保护中来。

《公益时报》：对于金融行业
来说，在践行公益方面有没有区
别于其他行业的特质？

付楠：其实作为一家互联网
金融企业， 为广大民众提供稳
定、高效的金融服务也是一种公
益。 所以汇中网一直以“普惠金
融”的公益初心做平台，我们搭
建的“汇智”大数据风控系统，具
备 5 大系统功能模块的风控体
系， 实现了风控规则在线发布，
在线自动化秒级决策流程，将决
策过程的数据流透明化，保障了
用户的交易安全，也可以说科技
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益，把平
台做好就是最简单的公益，今天
技术、经济贸易全球化、必须普
惠、必须可持续，必须合规，努力
成为一家有温度的中介平台，这

是我们的出发点。
《公益时报 》：汇中网作为中

国小动物保护协会 2018 首批公
益伙伴之一，合作初衷和未来规
划是什么？

付楠：汇中网从成立之初就
开始关注公益，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覆盖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环
境保护等等领域。 动物保护从被
提出开始，在近几年来越来越被
社会所重视，“没有买卖就没有
杀害”等，善待动物、生命平等其
实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更高层面
的体现。 而目前流浪动物，是与
社会最为息息相关的，它们就生
存在我们的城市里、 我们周围。
因为共同的理念，我们和中国小
动物保护协会一拍即合，达成长
期的针对流浪动物保护的合作，
并在此次文化节我们汇中网捐
赠了 10 万元用于今后双方助宠
公益项目上。 后期，汇中网还会

与该协会达成更多的合作形式，
让有爱心的用户能够通过汇中
网的纽带， 对流浪动物奉献爱
心。

《公益时报 》：你对于公益事
业的思考或者观点有哪些？

付楠：现在越来越多有责任
感的企业都在加入公益，我们在
深入接触弱势群体后，发现他们
在缺少物质条件的同时，更缺乏
的是精神层面的关怀。 另外，建
议可以更多的采用直播、微视频
等年轻人关注的路径，可以为更
多年轻群体、更深刻地了解到弱
势群体的生活，并能积极参与进
来，汇中网采取了很多新颖的形
式。 此外，希望大家做公益的时
候更注重对于受助人的隐私保
护，在后期的新闻报道中，对于
受助人均采用匿名或者化名形
式，从细节保护受助人的隐私和
感受。 （李庆）

二手置换 爱心传递

“蓝蚂蚁行动”走进雷锋小学

由左至右第二为汇中网副总经理付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