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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公益扶贫论坛成功召开

Topic专题

11 月 7 日，清华公益扶贫论
坛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办。
论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主办，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与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承办，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和中金公益基金会支持。

本次论坛聚焦公益扶贫主
题， 旨在分享中国扶贫经验与扶
贫故事， 总结中国公益扶贫的理
论和实践， 探讨中国脱贫攻坚事
业对世界减贫进程和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与贡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江小涓教授指出，贫困是伴随
人类社会发展的持久难题，中国
的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并一直致力于全
球减贫合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成立 20 年来， 致力于通过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解决国家发
展中的包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在内的现实问题。 面对疫情对经
济发展和减贫等社会事业的冲
击，各方应广泛合作，在发展理
念、制度保障、社会参与、科技支
撑等方面形成减贫的整体性解
决方案。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杨新平提出，党的
领导、政府负责是贫困治理的结
构支撑和核心，是减贫效果的根
本保障；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参

与是脱贫事业的重要补充和参
与主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坚守企业核心价值，秉承企
业社会责任核心内涵，成立中金
公益基金会， 聚焦贫困地区教
育，形成全链条帮扶体系，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

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学院全球学
术顾问委员穆罕穆德·尤努斯在
致辞中指出，贫穷并不是穷人自
身造成的，而是有社会体制的深
层次原因，结构性贫困的产生是
系统性的、社会性的。 贫穷的人
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资质，正如
一棵树的种子在花盆和大地上
生长的结果完全不同一样，穷人
需要得到滋润的土壤以实现自

身发展。 疫情给了世界反思的机
遇，需要有大胆的行动，正如孟
加拉乡村银行给穷人提供发展
的金融支持一样，以矫正贫富差
距、妇女失权、数字鸿沟等巨大
的社会问题。

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中国
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清华大
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席
院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学院
全球学术顾问委员吴红波提出，
中国脱贫攻坚和全球减贫合作
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肯定。 新冠肺
炎疫情对经济、就业、教育等造
成巨大冲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愿景和承诺造成重大挑
战。 在大扶贫格局中，社会组织
和企业公益是政府的得力助手，

公益扶贫贴近社会需求，创新扶
贫模式，推动全民扶贫。 面向未
来，公益组织应积极参与海外扶
贫，提升能力，增强公信力，促进
年青人参与公益，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
事长、学院全球学术顾问委员卢
迈介绍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
学术界等形成减贫合力的创新
和经验。 在教育扶贫领域，“山村
幼儿园计划”“慧育中国项目”通
过“学前进村、早教入户”模式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三方评估
显示， 两个项目对儿童心理发
展、智力水平、学业表现、语言表
达、社会情绪等方面产生了积极
影响。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
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
院名誉院长李小云认为，贫困不
能看作是个人的失败，主要由社
会转型和制度造成，扶贫是制度
的修正和完善。 李教授以河边村
的扶贫实践为案例， 说明只有 3
个人的社会组织的小公益也可
以产生大影响：一个长期处于深
度贫困的村庄———云南河边村，
通过一系列社会实验，走出了一
条极具特色的脱贫之路。

好未来教育集团执行总裁
万怡挺介绍了好未来作为民营
企业发挥优势担当作为、助力扶

贫事业的公益模式进阶历程，力
求用得上、用得好、用得久、用得
准。“AI 老师普通话教学系统”、
新疆吉木乃双师课堂、希望在线
教育公益平台、贵州毕节起点计
划产生了积极效果，体现了好未
来教育扶贫所追求的大规模的
高品质、大规模的有温度和大规
模的定制化教育扶贫优势。

论坛圆桌讨论环节由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
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学
术委员会主任邓国胜教授主持。
围绕中国公益扶贫的实践、经验
和趋势， 湖南省古丈县委副书
记、县长邓晓东，西藏自治区母
子保健协会会长白玛央金，北京
字节跳动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
总经理杨洁，中国扶贫基金会执
行副理事长王行最，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周绍杰参与圆桌讨论，分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领域政社企合作
的成功案例及其经验，探讨了移
动互联网科技和信息流动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强
调针对人的关键需求进行干预，
倡导国际合作。

本次论坛分别以现场论
坛、 在线会议室线上交流和网
络直播方式同步举行。 据统计，
网络直播观看总点击量达 1515
人次。 （高文兴 ）

2020 年 11 月 6 日， 美年大
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年大健康”）在北京举行

“数据解糖·登月护航”控糖学术
研讨会暨“全民控糖公益行”启
动仪式。 本次活动由中华中医药
学会、北京大学医学部美年公众
健康研究院提供学术指导，上海
宋庆龄基金会为公益合作伙伴，
旨在分享和交流糖尿病防治领
域前沿的实践经验和成果，推动
糖尿病高危人群、糖前人群及糖
尿病患者的干预管理，为健康中
国添砖加瓦。

公益助力全民控糖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
的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约有
4.63 亿 20 至 79 岁成人患糖尿
病，中国患者数排名第一，约为
1.164 亿人；据估算，中国花费在
糖尿病相关的健康支出约为
1090 亿美元。 糖尿病已经成为严
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并给社会
医疗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

作为中国预防医学领域的领
军企业之一， 美年大健康长期以
来关注糖尿病的早筛查、早干预。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孙永章指出：“糖尿病防治作为
健康中国行动的主要任务之一，
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尤其是做

好全民健康教育及管理。 希望本
次研讨会上分享的理念及成果，
能够通过公益项目落地普及，引
导糖尿病前期人群科学降低发
病风险，指导糖尿病患者加强健
康管理。 ”

为了更广泛地推动糖尿病
防控工作，美年大健康将与公益
合作伙伴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携
手，依据“糖尿病地图”，率先在
我国糖尿病高发的河北、 辽宁、
内蒙古三地开展“全民控糖公益
行”活动，进行糖尿病筛查、宣传
教育及检后管理服务，预计覆盖
糖尿病高危人群及患者约 1 万
人次。 同时，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计划向低收入患者家庭捐赠总
价值近 50 万元的血糖仪。

美年大健康集团/天亿集团
董事长俞熔表示：“美年大健康

作为健康体检行业的领军者，致
力于凭借医疗、 数据和科研优
势，在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预防领
域进行突破，助力预防医学新发
展。 本次公益项目落地也标志着
为期十年的‘控糖登月计划’再
度迈出了坚实一步。 ”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管
建华对于和美年大健康再度携
手合作表示期待。 她表示，基金
会始终秉承宋庆龄先生的公益
慈善精神，积极围绕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领
域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数据显
示，我国成人糖尿病知晓率仅为
36.5%，因此，为高发地区人群进
行公益筛查意义重大。 上海宋庆
龄基金会希望此次与美年大健
康合作开展控糖公益项目，能为
民众带来更大价值。

科普助力糖尿病管理

聚焦“糖尿病防治领域前沿
热点”，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
会候任主委郭立新率先在研讨
会上就近期糖尿病预防及诊疗
的新进展发表演讲，并强调：“关
于落实糖尿病三级预防机制，首
先是减少高危人群罹患糖尿病
的风险，而对于已确诊糖尿病的
患者，应加强血糖管控，降低并
发症发生的风险。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
管病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
治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内分
泌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光伟在会
上分享了由他负责领导的“中
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30 年
随访结果显示， 糖尿病是可以
被预防的；早期生活方式干预，
如饮食调控和运动， 可以有效
降低糖尿病的总体发病率、糖
尿病患者全因死亡率与心血管
事件发生率。“糖尿病预防比治
疗更重要，效益也更高。 ”李光
伟教授强调。

在中国除了基数庞大的糖
尿病患者外，处于糖尿病前期者
也高达 15.5%。“如果不及时干
预，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
能进展为糖尿病。 ”中华中医药
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杨叔
禹向与会者介绍，“我们与美年

大健康共同研发糖前管理 APP，
计划将于 2020 年年底上线使用。
通过‘科技改变糖尿病’的理念
和技术手段，提高糖前患者自我
管理的意愿和能力，尽全力避免
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

疾病的预防与研究模式正
悄然紧随大数据时代发生着变
革，医疗大数据的介入在糖尿病
诊治及管理中具有深远价值。 正
如美年大健康集团首席科学家、
副总裁、中关村美年健康产业研
究院院长宁毅博士所说：“通过
大数据，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相
关慢病防控决策提供良好依据，
提升群防群治以及规范化、标准
化管理糖尿病的效率； 同时，也
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糖尿病
防治意识，提升糖尿病患者的规
范管理率，为减少因糖尿病带来
的家庭与国家的巨额财政支出
做出贡献。 ”

宁毅博士表示，举办公益控
糖活动不仅将向糖尿病高发地
区人群传播科学控糖理念、普及
健康管理知识，其背后的数据价
值也不可小觑。 美年大健康将汇
总公益筛查收集到的相关数据，
在脱敏处理后进一步分析研究，
未来将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支
持下形成蓝皮书发布，希望能够
助力提前预警疾病风险，并尽早
预防及干预，进而提升糖尿病的
早筛、预防和控制率。 （高文兴）

美年大健康启动全民控糖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