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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社会责任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日。
2018 年 5 月 13 日， 在第 25 个

“国际家庭日” 即将到来之际，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
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幸福母亲·
幸福家庭———2018‘国际家庭
日’主题宣传纪念活动”在北京
举行。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主任、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荣誉会长顾秀莲， 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会长李金华，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崔丽，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联合国人
口基金驻华代表洪腾博士出席
活动。

崔丽在致辞中指出， 中国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
是家庭数量最多的国家。 多年
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家庭发
展工作， 将家庭发展纳入国家
战略， 积极应对社会转变给家
庭带来的诸多挑战， 家庭发展
政策逐渐覆盖经济、 社会发展
的各个领域，广泛惠及婴幼儿、
青少年、妇女、老年人及所有家
庭成员。 今后将继续致力于加
大对困难家庭的扶助力度，注
重支持家庭育儿及养老功能，
全面提高城乡家庭的发展能
力， 持续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
状况， 不断增强每个家庭的幸
福感。

活动现场， 与会领导共同
启动了“第二届全国幸福家庭

推选活动”，并围绕“幸福母亲·
幸福家庭”主题，从幸福家庭、
幸福微笑、 幸福工程项目展开
访谈，讲述了幸福故事，场面温
暖、感人。 活动由中国健康教育
中心承办、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
协办、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业
主持，王业、张凯丽、马艳丽、魏
伽妮等人被聘为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爱心大使”。

来自民政部、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工委、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 中直和中央国
家机关等单位， 以及国家卫生
健康委相关司局和直属联系单
位的代表，各省（区、市）卫生计
生委相关负责同志， 北京市家
庭代表、媒体、记者等共计 300
多人参加了活动。

当天上午，还召开了“幸福
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项
目推进会，李金华、崔丽、王培
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开展唇腭裂儿童救助项目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
推进脱贫攻坚和健康扶贫，促
进贫困家庭发展的具体举措。
会议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
各级计生协会要高度重视项目
推进工作， 要坚持协调合作的
工作机制， 坚持分类推进的指
导思想， 坚持安全第一的工作
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理
念，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把好事办好。

（高文兴）

2018“国际家庭日”
主题宣传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5.9无走失日”活动在沪展开
2018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点，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黄手
环行动倡导发起的首届“5.9 无
走失日” 公益活动在上海启动。
央视新闻移动网、头条公益寻人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机构
代表、爱心企业代表、高校志愿
者代表、老人群体代表等近百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郝林娜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发起“5.9 无走失
日”， 联合全国各地“黄手环行
动” 公益合作伙伴开展宣传活
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全社会
对易走失人群，特别是对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的老年群体的关注，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提高安
全防走失意识，为家庭幸福多一
重守护。 希望以“黄手环”为载
体，以“无走失日”为契机，加大
社会宣传，加强阿尔茨海默病科
普知识传播，引起社会的更多关
注，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
现健康中国、健康老龄化目标做
出应有贡献。

首届“5.9 无走失日”主题为
“用心点亮爱”。 活动当天，共有

27 个省份 127 个县区的 140 家
公益机构、12 家高校志愿者团
队， 在全国各地同时开展线下

“黄手环行动”、“无走失日”宣
传，并免费发放黄手环、定位贴。

“5.9 无走失日” 活动宣传期间，
广大爱心网友积极参与线上爱
心点亮征集活动， 关注老人安
全，照亮回家之路。

启动仪式上，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牛艳平正式

对外发布“黄手环行动” 项目
LOGO，并介绍其具体含义。“H”
型的 LOGO 设计，取拥抱之意。
此外，hope（希望）、help（帮助）、
home（家）、hug（拥抱）、happiness
（幸福）为 LOGO 的全面释义。

上海钦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为“黄手环行动”项目捐赠 100
万张防走失定位贴，预计将帮助
到 10 万名有需要的老人。

（高文兴）

志愿者表演手指舞

2018 年 4 月 15 日下午，由
中欧校友总会主办、 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新
时代 新责任” 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社会责任主题论坛暨《中
欧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
发布与“中欧校友社会责任评
选” 颁奖活动在北京嘉里中心
隆重举行。200 多位来自世界各
地的中欧校友、 特邀嘉宾和企
业家齐聚一堂， 共话新时代下
的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主题论坛精彩纷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李
铭俊教授在开幕辞中指出，在 24
年的发展道路中，中欧始终与社
会血脉相融，将社会责任理念融
入教学、研究、论坛等日常运营
的方方面面： 第一届 MBA 即开
设商业伦理必修课，EMBA 课程
每年评选“善为奖”，鼓励学员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 在非洲设立校
区，在当地传授管理知识，提供奖
学金补贴， 迄今为止已在非洲拥
有 449名校友；2017年 9月，在北
京校区开设“全球化中国企业核
心人才特设课程”， 为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贡献力量。 李铭
俊寄语与会校友，他说：“学院愿
和大家共勉偕行，让承担社会责
任信念常驻心中，共同推动中国
与世界的商业文明与进步。 ”

作为本次系列活动代言人，
中欧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
琏在演讲中指出，以往通过私人
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别处理社会
问题的模式在发展中逐渐显露

出缺陷，商业企业践行公益则成
为 20 世纪后期的潮流， 可为解
决社会问题提供更多帮助。 他表
示，中欧将社会责任提升到学院
定位的高度，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并衷心希望这项事业取得成
功。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
席主任秦朔分享了他在商业文
明方面的研究心得。 他将企业社
会责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展望
未来可通过企业家精神在社会
公共空间创造社会价值。

中欧校友总会常务理事、社
会责任委员会联席主任，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从其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
角度分享了体会。 他认为，良好
的公司治理、充分的组织保障以
及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企业
践行社会责任的三个要素。

中欧年度 CSR 报告发布

中欧管理学副教授蔡舒恒
作为教授代表发布了《2017 中欧
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 这
份报告总结了 2017 年的全球
CSR 趋势和中国 CSR 实践，重
点展示了中欧在 CSR 方面的精
品案例和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 从全球范围来
看，CSR 事业已被赋予全球视野
与社会共识， 全球商业实践与
CSR 发展趋势的融合空前密切。
当前 CSR 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
领域：企业社会责任中员工及公
司治理研究、消费者伦理道德研
究、CSR 价值观研究、 环境相关

社会责任研究和责任投资研究
的方向。 学者们力图探索 CSR
与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要素之间
的互动模型：CSR 对企业在经济
危机中提供抵御风险的能力，
CSR 对雇主与员工日渐明晰的
影响， 以及不同形式的 CSR 活
动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等，都颇
具成果。

报告强调，中国企业的社会
责任实践正在快速追赶国际潮
流：环境保护已成为重要攻坚战
之一；企业扶贫从“授人以鱼”转
向“授人以渔”；发布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渐成风气，报告内容与用
途日趋多元化；投资界正在积极
推动责任投资；互联网行业从商
业竞争向公益领域延伸……中
国企业越来越体会到，企业社会
责任不仅是成本或约束，更是一
种孕育机会、促进创新、获得竞
争优势的战略行为。

中欧校友社会责任奖项揭晓

作为本次中欧社会责任系
列活动的一大亮点，为期半年的
中欧校友社会责任评选活动的
各奖项得主也在本次论坛上揭
晓，本次评选设创新奖、公益奖、
环保奖和社会责任奖。

创新奖评选维度涵盖产品
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理念
创新和战略创新；环保奖评选维
度涵盖环境友好、 节约能源、环
境认证、 循环经济和绿色办公；
公益奖评选维度涵盖支持教育、
企业扶贫、志愿者活动、社区服
务和创造就业；社会责任奖评选

标准中则囊括环境、社会、公司
治理、经济等四大类指标，与创
新、环保、公益等单项奖相比，社
会责任奖既体现此次评选的主
旨也是最受瞩目的综合奖项。

最终，第一反应（上海救要
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
树公益基金会、房地产行业绿色
供应链行动推进委员会分别获
得创新奖、公益奖、环保奖。 社会
责任奖空缺，依视路集团（中国）
和河南建业集团获得社会责任
提名奖。 e 袋洗（北京壹代家庭服
务有限公司）和泉峰集团（南京

德朔实业有限公司）、 京东集团
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
会、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和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获得创新、公益、环保
提名奖。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商业
文明，任重道远。 本次社会责任
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正式将社会责
任提升到学院定位的战略高度，
表明了学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的坚定不移的追求。

（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