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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0 日，丹中基
金会（B&C Foundation）成立仪
式在香港举行。 据了解，丹中基
金会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香
港注册， 由不丹王国驻香港荣
誉领事馆中国特使、 不丹王太
后慈善信托（Gyalyum Charita－
ble Trust）国际大使黄麟乔发起
并出资成立， 依托不丹王太后
慈善信托，以“以慈善推动社会
进步”为使命。 该基金会将重点
关注儿童教育、妇女权益、医疗
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当天， 新加坡新丝路集团
董事长何森，国际著名设计师、
Maryma 品牌创始人马艳丽，香
港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
莉，Hongrand 国际医疗基金会
执行董事齐鸿基， 亚洲教育论
坛北京论坛秘书长刘秀华，马
来西亚森达美集团合伙人、拿
督吕德胜， 中国滑翔伞国家队
队长、书法家刘晓迎，新加坡石
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
樑，联合国环保使者、旅美歌唱
家尤雁子，著名主持人孟广美，
宝龙集团施思妮等嘉宾以及新
闻媒体界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成
立仪式。

现场， 丹中基金会的理事
和顾问还举行了珍藏物品慈善
拍卖活动， 所得善款将直接捐
入基金会。博鳌亚洲论坛-教育

论坛与丹中基金会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对
不丹、 中国以及亚洲各国家民
间友好、 教育文化及慈善交流
等方面展开战略性合作。

中恒国建执行董事邱炳信
现场为不丹留学生项目捐赠
200 万元人民币，支持不丹留学
生前往中国留学， 为符合资助
条件的留学生们提供经济支
持。 到场嘉宾还为丹中基金会
合作伙伴、 不丹王太后慈善信
托“快乐屋”项目的 50 名孤儿
进行了认捐。

丹中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
结。 丹中基金会立足香港，希
望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投身

慈善事业的热忱，在全社会形
成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和谐
氛围，弘扬社会正气，激发社
会力量。

据悉， 未来丹中基金会将
面向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
全球开展宣传和筹款工作，重
点放在儿童教育、 妇女权益、
医疗健康、 环境保护等方面。
基金会在与不丹王太后慈善
基金会建立紧密合作后，将针
对女性救助计划、 儿童快乐
屋、奖学金计划、皇室纺织品
学院等项目进行宣传和筹款，
所筹得善款将委托不丹王太
后慈善信托执行，并定期公布
相关信息。

（皮磊）

2018 年，东风公司通过构建
东风全价值链扶贫体系，大力推
进“赋能工程”，帮助两个定点扶
贫县取得良好脱贫成效———广
西马山县 20 个贫困村实现脱贫
摘帽， 新疆柯坪县 14 个贫困村
实现脱贫摘帽，两县全年合计共
有 27187 人摆脱贫困。 公司先后
获得“企业扶贫优秀案例奖”“中
国社会责任特别贡献奖”“中国
社会责任精准扶贫奖” 等荣誉；
公司精准扶贫案例入选《中央企
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8）》，彰显
了责任央企良好形象。

在领导组织力方面，东风公司
优化成立由董事长、 总经理亲自
担任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扶贫项目规划， 安排 760 万
元定点扶贫专项资金， 选派 3 名
素质过硬的扶贫挂职干部支援帮
扶工作； 成立扶贫领域专项巡视
组，确保扶贫工作健康顺利推进。

在帮扶实效方面，呈现出长
久稳定脱贫的可喜局面。 一是为
干部群众赋能，让脱贫能力强起
来。 公司全年共组织 120 名基层
干部、农民开展技能培训，为扶
贫点培养了一批新型农民。 同
时， 公司通过援建东风希望小
学、幼儿园，为 94 名贫困学生发
放“东风奖学金”，捐赠 2 辆东风
大巴校车等，助力教育事业。 二
是为民生基础赋能，让山乡面貌

美起来。 公司在扶贫点援建易地
搬迁安置房、治安检查站、东风
路、 饮水工程等 20 余项基础设
施，努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同
时通过成立“富康”救助基金，关
爱留守儿童、老人、老党员等，积
极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三是为产
业发展赋能， 让农民腰包鼓起
来。 在汽车产业方面，公司通过
调整东风商用车新疆有限公司
机构，打造独立的研发、制造、销
售体系， 解决了 669 名新疆籍群
众就业问题。 在新疆阿克苏、广
西南宁共建设 91 家 4S 店， 推动
地区经济发展及就业增长。 在特
色农业方面， 公司推动 100 户开
展庭院经济“六个一”的精准扶
贫项目，实现每户平均增收 4000
元。建成 95亩精准扶贫产业园和
320亩沃柑标准化种植果园，成立
养蚕、羊、牛等专业合作社，实现
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 6000 元，带
动 121 户 514 人脱贫， 取得了喜
人的脱贫成效。 四是为销售能力
赋能， 让市场渠道广起来。 在线
下， 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爱心团
购、进食堂上餐桌等活动，2018年
共实现销售收入 400 余万元。 在
线上，公司积极搭建“东风惠购”、
东风汽车扶贫馆等电商平台，并
通过举办展销会、 参加慈善展
等，助力扶贫地区脱贫成效形成
可持续造血模式。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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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在京召开
中国与北欧协同致力可持续发展
� � 为践行联合国《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开发中国绿色城
镇化市场，推动各国从“负担分
担”转向“机遇分享”、从“零和博
弈”走向“互利共赢”，由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城镇化
促进会主办、北欧部长理事会作
为合作伙伴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大会，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北京成功召开。 大会主题是
“绿色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与国际
合作”，来自联合国、北欧部长理
事会、 中国以及瑞典、 丹麦、挪
威、芬兰、冰岛等相关地区和国
家的组织及企业开展了广泛而
深入地探讨。 与会各界一致认
为， 北欧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
环境-社会协同发展， 建立了绿
色可持续发展机制。 中国需借鉴
北欧国家的有益经验，加强国际
间的协同与合作，建立绿色可持
续发展伙伴关系。

1 月 17 日，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副会长户思社在致开幕
辞时指出，在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下，在新科技革命的大背
景下，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开启新
一轮共享全球化的金钥匙。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
前总理/国民议会前议长、 联合
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洛朗·
法比尤斯指出了目前全球生态

环境各领域亮起的“红灯”及面
临的威胁，认为合作是解决挑战
的关键，将其担任联合国气候变
化巴黎大会主席期间通过的巴
黎协定精神概括为“更好、更快
和共同”。 其中，“共同”是最重要
的关键词，强调代际之间、区域
和国家等层面、政治、经济以及
科学等各领域、国家、公民及企
业等多主体的共同合作。 同时，
法比尤斯指出， 现阶段呈现出
来的各方面问题不仅仅是挑
战， 努力应对就会转化为巨大
机遇， 而要抓住机遇则必须强
调创新的作用， 要通过技术创
新和社会创新等将相关方结合
起来。 总之，环境问题不应该被
孤立或分行业解决， 需要运用
综合性方法予以解决。 法比尤斯
充分肯定了本次大会在凝聚全
球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
的重要意义。

北欧创新署首席执行官斯
韦恩·博格代表北欧部长理事会
秘书长赫布罗滕针对中国与北
欧合作现状、北欧应对全球挑战
的解决方案以及未来中国与北
欧合作的潜力发表演讲， 指出技
术、创新以及贸易是推动北欧 21
世纪发展的重要动力， 已推动北
欧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并形成
了各领域世界知名的企业。 2017

年，中国与北欧已在创
业和营商、 可持续发
展、科研教育、人文交
流等领域达成了相关
合作，但仍处于起始阶
段，北欧在应对全球挑
战方面的经验可以促
成未来中国与北欧之
间更深入地合作。

中国城镇化促进
会常务副主席、中央政
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
新立发表了关于推动
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
合作的演讲。郑新立指
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
将是全球规模最大、速
度最快、影响最为深远
的一次城镇化，其正在
孕育并形成一个大市场，以城市
群为主体形态，在三大世界级城
市群、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
区域城市群以及特色小镇为网
络节点的中小城市群的三个层
面上展开，将对其他地区产生重
要的示范作用，并为全球发展带
来新的增长点。 其系统化阐述了
北欧实现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
境系统协调发展的经验，并从合
作目标、合作机制以及国际合作
项目的系统化角度，阐释了实现
中国绿色城镇化市场与北欧可

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新
路径。

大会开幕式还举办了绿色
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项目签约
与“绿色未来计划” 启动仪式。

“绿色未来计划” 邀请全球有影
响力的智库、企业、金融机构和
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以公益慈善
的形式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
念，带动各界关注支持儿童和青
少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鼓励和
引导全球儿童和青少年参与绿
色可持续发展。

继开幕式之后，主论坛和四
个平行论坛也分别于 18 日上午
和下午分别召开。 中外嘉宾围绕
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和绿色城
镇化可持续发展创新、科技教育
可持续发展创新、能源环保共生
城市、社会人文与可持续发展以
及金融支持机制与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展开研讨，共议绿色可持
续发展各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绿
色可持续发展进程。

（于俊如）

� � 瑞典前战略发展与北欧合作大臣克里斯蒂娜·佩尔松作绿色可持续发展治
理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