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Topic 专题
２０18．4.1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中国石化国内首推“绿色企业行动计划”

� � 为践行负责任的企业精
神， 传递正能量，2018 年 3 月
31 日，来自捷信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捷信”）的 400
多名捷信管理层通过一场名为

“同心捷力”的爱心公益活动为
为期三天的 2018 捷信管理层
大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据了解， 全国有 902 万留
守儿童， 在城市资源的了解与
利用、 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等
方面相对匮乏。 此次公益活动
系捷信再次携手“新公民计划”
孵化的东隅儿童服务中心共同
发起，以“阅读嘉年华”活动和

“智识银行”系统，鼓励儿童在
体验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 并通过积分
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激励， 让学
生积极主动进行阅读， 同时去
尝试读出花样和新意。 这也是
捷信继 2017 年与“新公民计
划”合作后的第二个公益项目。
该项目一直专注于服务弱势儿

童， 旨在让更多人关注和参与
他们的成长， 以资金捐助和志
愿者服务的方式为孩子们提供
教育服务，启发孩子学会学习、
享受学习， 成为学习的主人和
自己的主人。

在本次公益活动中，捷信的
管理层通过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设定的任务赢得分数，团队所
得分数被折合为公益基金，纳入
“阅读嘉年华”专项基金，用于助
力弱势儿童教育。 当日， 通过 2
个小时的活动，参与的捷信管理
层将其累计得分折合为公益基
金 90500元现场捐赠予“阅读嘉
年华”项目负责人。

对此，捷信表示，作为一家
负责任的消费金融公司， 今后
还将参与到更多的公益活动中
来， 通过丰富生动的活动形式
践行普惠金融，传递正能量。与
此同时， 捷信也将继续通过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 更好地为社
会大众服务。 （王心怡）

为给自闭症儿童营造更好
的成长环境并加强社会支持服
务，促进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的
发展， 倡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关
爱、 理解自闭症儿童，2018 年 4
月 8 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主办、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支
持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幸福
童年快乐 e 站”融合社区公益项
目在京启动。

以社区为站点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秘
书长许旭出席活动，她表示，“幸
福童年快乐 e 站”融合社区公益
项目将以社区为站点，围绕“幸
福童年、幸福家庭、幸福家园”
开展线上线下的健康讲堂、专
家咨询、阅读书架、志愿服务，
健康宣讲培训、 自闭症专家公
益课堂、 家庭亲子太极推手活
动， 增强社区群众对自闭症儿
童的认知和理解， 营造幸福、和
谐、 温情和健康的社区文化，促
进融合社区建设。

“幸福童年快乐 e 站”融合
社区公益项目 2018 年将围绕组
建专家指导小组，组建志愿者委
员会，编印、发放《照亮天上之星
传递爱与温暖》关爱自闭症儿童

科普读本， 建设幸福童年快乐 e
站等。 将以“幸福童年快乐 e 站”
为起点在社区布点，通过社会联
动，使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项目
更加专业化、生活化，为“星星的
孩子”拥有幸福童年与快乐人生
开启新篇章。

北京市妇联副主席赵丽君
表示，“幸福童年快乐 e 站”融
合社区公益项目非常有意义。
她希望北京市各个区县妇联积
极参与， 认真落实项目相关工
作，让“幸福童年快乐 e 站”在北
京社区落地生根， 服务儿童、服
务社区。

倡导社会关注

爱心单位碧桂园集团党群
办副主任、碧桂园志愿者协会副
秘书长魏兰表示，碧桂园成立 20
年来一直秉承“做有良心、有社
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 核心理
念。 她表示，今后，碧桂园将全力
参与、支持“幸福童年快乐 e 站”
融合社区公益项目的建设和推
广，为中国自闭症康复事业的发
展做出贡献。

励志演讲人、智美星球公益
大使严安之现场为大家作了《世
界因我更精彩》 主题分享， 他 3

岁时被诊断患上了自闭症，在父
亲的悉心引导下，一步步走出
自己的世界 ，学会说话 、学会
自立 、学会自信，像普通孩子
一样快乐成长。 讲座过程中他
充满自信， 流利地用英语、中
文等各国语言交替讲述自己
的成长故事。 他的语言天赋让
在场听众为之惊叹。

论坛环节，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行为生物学研究室
教授金锋，天使知音沙龙创办
人曹小夏 ， 幸福家庭公益中
心副理事长白亚琴 ， 中国残
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五彩鹿
自闭症研究院院长孙梦麟等专
家就如何预防、 干预自闭症，自
闭症科学救助，科研推动和政府
政策支持等多角度进行深入的
探讨。

据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于 2017 年 5 月设立“中国自闭
儿童关爱基金”， 旨在为自闭症
儿童、家庭以及从业人员提供定
向帮扶、培训、科研等公益服务，
倡导社会公众给予自闭症儿童
及家庭更多理解、 关爱与帮助，
使自闭症等特殊需要儿童能够
更好融入社会。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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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4 月 2 日，中国石化
宣布正式启动“绿色企业行动计
划”，将以“奉献清洁能源 践行
绿色发展”为理念，提供清洁能
源和绿色产品，提升绿色生产水
平，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到 2023
年建成清洁、高效、低碳、循环的
绿色企业，将绿色低碳打造成中
国石化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全产业链绿色
企业创建行动，是新时代中国石
化绿色发展的行动纲领，也是公
司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致
力于成为生态文明实践者、美丽
中国建设者的庄严承诺。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
长李寿生、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
经理戴厚良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焦
方正发布了行动计划内容。 中国
石化所属镇海炼化、江苏油田等
10 家企业签署了绿色企业创建
承诺书，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
司与 3 家合作企业签订了资源
综合利用合作意向书。 生态环境
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
石化联合会、绿色发展基金等部
门有关同志和环保专家等出席
了发布会。

此次，中国石化还提出了绿
色企业远景目标：到 2035 年，绿
色低碳发展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到 2050 年，绿色低碳发展
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黄润秋
说，当今世界，能源资源短缺、生
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加剧等问
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巨
大挑战。 中国石化近年来始终践
行“绿色低碳” 的发展理念，一
直致力于成为行业绿色标杆和
清洁能源供应的领跑者， 在生
态环境建设和清洁能源供应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九大作出
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
设美丽中国的重大部署， 今天
非常欣喜地见证了中国石化
‘绿色企业行动计划’ 的发布，
这是中国石化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
措， 显示了公司坚决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心和信
心。 真诚地期待中国石化能持
续发挥领跑者作用， 带动更多
企业共同实践绿色低碳发展，
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他说。

戴厚良说，党的十九大把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列入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方略。 作为国有特大型
能源化工企业，中国石化在推动
和实现绿色发展上责无旁贷、矢
志不渝，这不仅是企业当前谋求
生存的迫切需要，和实现未来发
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必须切实履
行好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中
国石化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牢记“爱我中华，振兴石化”

和“为美好生活加油”的初心和
使命，主动投身“绿色革命”，加
快建设“清洁、高效、低碳、循环”
的绿色企业，促进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
方式， 成为污染防治的实践者、
生态文明的推动者、美丽中国的
建设者，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绿色企业行动计划”中的

绿色能源部分最为引人注目。
中国石化将“绿色低碳”确

定为公司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企业，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2012 年，中国石化率先发布《环
境保护白皮书》， 向全社会彰显
中国石化实施绿色低碳战略的
理念、行动、责任以及承诺。

（张慧婧）

捷信“同心捷力”
再次助力弱势儿童教育

“幸福童年快乐 e站”关爱自闭症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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