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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精准扶贫
健康扶贫 23载跡录展”正式启动

2018 年 5 月 26 日， 由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工程组织
工作委员会、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联合主办，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女企业家商会、中国计划生育
协会、中国人口报社协办的“为
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精
准扶贫健康扶贫 23 载跡录展”
在北京 798 艺术区大千当代艺
术中心正式启动。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荣誉
会长、幸福工程全国组织工作委
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会长李金华，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家庭发展司司长王海
东，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
长姚瑛， 中国人口报社社长熊
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郝林娜，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
理事长、幸福工程全国组织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大千当代艺术中

心理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刘亭参加
了启动仪式。

顾秀莲强调：“站在新时代
的起点上，幸福工程将进一步整
合社会资源，全面引入现代公益
理念，创新模式，强化品牌的影
响力与号召力，实现自我的良性
循环与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展
览就是一次很好的创新公益的
尝试与探索，创造性的将公益与
文化艺术结合，为传统的公益事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她
号召全社会的爱心之士积极参
与到本次活动中来，为了母亲的
微笑贡献力量。

仪式后，与会领导和来宾一
同观展，并进行了交流座谈。 座
谈会上，刘亭代表展览主办方向
对展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
单位及个人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并表示：“对于幸福工程，今天这
个展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
我们将紧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
公益理念，在普世的价值观下传
播公益理念， 汇聚全社会的力
量，助推精准扶贫，为实现中国
梦聚力凝心。 ”随后，著名社会纪
实摄影师于全兴做了《我眼中的

“幸福工程”》的感人发言；作为
支持幸福工程公益事业的爱心
企业代表，新浪微公益总监杨光
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精
准扶贫》为题分享了自己在多年
支持公益过程中的收获和感悟；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
长邓国胜以《新时代下的企业公
益模式探讨》为题和与会嘉宾展
开深入探讨。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郝琳娜理事长做了总结发言，
感谢刘亭及团队对本次展览的
全情投入与精心筹备，感谢所有
爱心奉献者多年来给予幸福工
程大力支持，特别强调“本次展
览的成功，也再次印证了融合发
展是幸福工程未来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经之路”，并希望“幸福
工程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不忘
初心，不负使命，勇于探索，持续
创新，努力谱写新时代幸福工程
新篇章，不断满足广大贫困母亲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持续推动
幸福工程公益事业的新发展”。

据悉，本次展览作为大千当

代艺术中心与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幸福工程项目达成战略合
作后的首次创新公益的实践，以
艺术作为实现公益传承的创新
推动力，分别选取了被救助母亲
视角、幸福工程参与者视角及给
予幸福工程支持帮助的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视角，通过具有丰
富表现力的艺术展现形式，立
体、真实、生动的展示幸福工程
23 载精准扶贫、健康扶贫的非凡
历程，激发全社会对于贫困母亲
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引发情感
共鸣，鼓励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其
中，奉献爱心，为幸福工程汇聚

更多的力量。
此外， 在观众互动板块，大

千当代艺术中心还将在展期内
举办多场公益活动，还创新地将
幸福工程的公益元素与公共教
育活动相结合，让小朋友们拿起
画笔，走近公益，从小树立公益
意识，践行公益理念，传播正能
量。 据悉，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21 日。

出席启动仪式的还有中直
和中央机关代表、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理事监事、 公益机构代
表、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代表、
公益领域专家。 （高文兴）

2018 年 5 月 23 日， 中国石
化在南京发布 2017 年社会责任
报告，并举行“爱心加油站·环卫
驿站”启动仪式，宣布在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川渝 13 个省
（区、市）规模化启动环卫驿站公
益项目， 其中， 在江苏新增 100
座环卫驿站，使该省环卫驿站总
数超过 270 座。 此外，太平保险
向江苏全省 500 名年龄不超过
65 岁的优秀环卫职工赠送 20 万
元保额人身意外伤害和 2 万元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各一份，合计
保额 1.1 亿元。

2016 年，江苏 13 市设立 171
座环卫驿站，目前项目已累计接
待环卫工人 1.34 万人次。“爱心
加油站·环卫驿站” 公益品牌项
目是中国石化以加油站为平台，
为环卫工人提供暖心服务的履
责平台，使他们“热了能乘凉、冷
了能取暖、渴了有水喝、累了能
歇脚”。 2016 年，中国石化在江苏
正式启动该项目，以加油站为服
务窗口， 站内专设“爱心服务
台”，根据各站属地特点，提供热
水、茶包、小药箱、胎压检测、应
急维修工具等十大服务项目。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许卫

东表示，中国石化将本着“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结合中
国石化加油站服务网点的现有
资源， 在 12 省市大力推广复制
江苏经验，使这项公益项目能够
不断完善和壮大，让贴心、暖心
服务惠及到更多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曹翠彬说：“我和
工友们都非常喜欢在中石化的

‘环卫驿站’，这里有椅子，有空
调，有热水，能热饭。 这里的工作
人员对我们总是笑脸相迎，尽力
给我们提供便利，让我们心里特
别温暖。‘环卫驿站’既是我们歇
脚的驿站，也是我们心灵的加油
站，这里让我们有家的感觉！ ”

“环卫驿站” 只是中国石化
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缩影，同
日， 中国石化发布 2017 社会责
任报告， 向社会披露企业 2017
年度履责进展。 记者从发布会现
场了解到， 中国石化 2017 年在
履责方面可谓亮点频现：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探
索出具有中国石化特色的产业扶
贫模式。中国石化从产业扶贫、基
础设施扶贫、 教育扶贫、 健康扶
贫、 人才扶贫等方面全面推进精
准扶贫工作， 全年全系统投入扶
贫资金超 1.6 亿元， 帮助 39,718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受益。 在产
业扶贫方面， 中国石化以销售渠
道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以特色产
业发展带动税收和就业， 以税收
和就业带动贫困地区持久脱贫。
中国石化利用 2.6 万家易捷便利
店的销售网络优势， 助推西藏水
产业发展。 截至 2017 年底，“易
捷·卓玛泉” 累计销售量突破 56
万吨， 向当地缴纳税费 1.6亿元，
带动就业超过 500 人。 在健康扶
贫方面，中国石化连续 15 年实施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公益
项目， 累计捐资超过 1.4亿元，免
费救助 4 万多名贫困白内障患
者， 仅 2017 年就为 3000 余名患
者送去光明和希望。

中国石化积极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多元化能源保障， 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
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践行绿色低碳战略，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指导， 统筹节能、减
排、降碳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
清洁生产，供给清洁能源和绿色
产品，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
量；坚持实施公益慈善，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与社会
共享发展成果。 （张慧婧）

2018 年 5 月 16 日，在第二
十八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
经过河南省平顶山叶县县政
府、平顶山叶县民政部门、平顶
山叶县慈善总会等多方努力，
平顶山叶县小船起航困境儿童
助学养护中心正式成立。

据了解， 小船起航项目是
启爱公益基金会针对困境儿童
帮扶的精准扶贫项目， 也是基
金会倾力推行的公益项目。

在政府和民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 在当地慈善协会的带
领下，启爱基金会多次筛查、走
访， 并对当地困境儿童的出现
原因进行了分类和分析。 据分
析显示， 这些儿童的出现绝大
多数是因为家庭变故造成，如
父母离婚， 各自重组家庭不愿
履行抚养义务； 父母一方或双
方患有重病、残疾、精神失常；
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 父母双
方丧失劳动力, 没有稳定的经
济来源、父母服刑等。

通过实地走访考察 ，基
金会工作人员切实感受到，

孩子们的问题不是医保 、低
保和生活物质救济能解决
的。 由于监护人缺少监护能
力，这些孩子虽然有父母，却
无法得到正常护理和养育，
无法正常入学。

在这种情况下， 叶县困境
小船起航儿童助学养护中心以
民政部困境儿童八项标准为指
导，以实地走访为依据，以自愿
公开为原则， 接纳了数名生活
在困境中的适龄儿童。 基金会
坚持“科学教养，德育为先，弘
扬美德”的养育理念，注重知识
文化教育， 让每一个生活在这
里的孩子“失依不失养，离家不
离亲”，期望他们可以彻底走出
家庭阴霾， 未来为社会发展出
力。

小船起航项目自 2017 年
12 月筹备，2018 年 4 月开始试
运营， 此次在叶县成立困境儿
童助学养护中心， 是让更多的
困境儿童拥有快乐、健康、充满
阳光的童年， 助他们的人生起
航。 （高文兴）

�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荣誉会长、幸福工程全国组织工作委员会主
任顾秀莲（右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李金华（右一）现场观展

平顶山叶县困境儿童助学
养护中心成立

13 省中国石化加油站开设“家中家”
“爱心加油站·环卫驿站”将在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