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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宝贝”再升级

阿里联合多家基金会共创优秀公益项目

“我现在隆重宣布福耀科技
大学正式开工！ ”5 月 14 日上
午，随着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
德旺的宣布，福耀科技大学（暂
名）动工开建。 当天现场还举行
了该校与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2021 年 5 月，抱着“瞄准制
造业高端技术短板、培养产业工
匠式领军人才、建成一所在国内
外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的一
腔热血，曹德旺发起了福耀科技
大学（暂名）的创建。学校是由河
仁慈善基金会首期捐资 100 亿
元人民币， 以民办公助的形式，
与福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创办的
一所新型应用型、研究性大学。

同月，在得知曹德旺先生要

创办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后，中
国银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金融
服务小组， 主动对接其金融需
求，研究制定一揽子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为福耀科技大学提供优
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这所自诞生之初便备受关
注的大学项目总占地 1273 亩，
首期基建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
投资约 60 亿元，预计于 2023 年
6 月竣工，争取 2023 年秋季小规
模招生，2024 年秋季全面招生。
办学规模为全日制， 在校学生
12000 至 13000 人， 其中本科生
6000 至 6500 人。

据了解，未来校内将高标准
建设实验实习用房、 博物馆、图
书馆等，打造工程训练与创业中

心、 重点实验室与科研平台、国
际学术交流中心。规划建成以大
工科组团为核心、经济管理学科
为辅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通
识学科为支撑的学科体系。

首批设定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与先进
制造、车辆与交通、环境与生态、
经济与管理、理学院、人文学院
等八大学院， 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国际化视野、创新精神及能
力的高素质应用研究型人才。

曾在厦门大学担任 14 年校
长的朱崇实为福耀科技大学（暂
名）校长，目前正展开制定大学
规划、学科设置等工作。目前，学
校正面向全球招聘高层次师资
团队。 （据人民网）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动工开建
预计 2024年全面招生

据阿里此前发布的数字 ，
去年天猫、淘宝平台上加入“公
益宝贝” 的商家达到了 228 万
家， 有超过 5 亿消费者在消费
的同时和爱心商家一起为公益
事业献出力量，700 多万人次因
此受益。 花西子、十月结晶、隅
田川、 图拉斯等十家网店被评
为 2021 年淘宝天猫十大爱心
好店。 据介绍，这些网店加入阿
里“公益宝贝”计划后，将商业
经营和公益深度结合， 每一笔

“公益宝贝”的交易都按比例向
其指定的公益项目捐款， 实现
公益的长期可持续。

谈及加入“公益宝贝”的感
受，花西子公益负责人华小春表
示，通过“公益宝贝”参与各种优
质项目的过程让花西子从一个
单纯的公益捐赠者，逐渐找到切
合品牌自身气质的社会议题和
公益领域，逐渐完善了自己的公
益体系。 据悉，花西子成立了浙
江省宜格慈善基金会，从参与者
变成了公益行业的一份子。

记者了解到，阿里巴巴公益
平台捐赠者和受益者之间是 200
多家公益机构的 2000 多个优质

项 目 。 2021
年 3 月，阿里
公益和多家
知名基金会
联手推出了
“XIN 益佰计
划”， 中国扶
贫基金会、中
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爱德
基金会、深圳
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和上
海联劝公益
基金会作为
首批轮值伙
伴参与其中。 去年一年，“XIN 益
佰计划”进行了 146 个项目的评
审， 孵化出了包括爸妈食堂、儿
童心理教育等多个有创新度的
公益项目。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孙利军表示，“阿里除了直接
参与公益还格外看重通过服务
好生态伙伴，在不同业态下让更
多的爱心商家、消费者参与并行
动起来， 让所有人帮所有人，推
动整个社会都更加温暖更加充

满正能量。 阿里尤其能看得到广
阔的乡村需求，让公益成为乡村
振兴中积极活跃的带动力量。 阿
里公益驻扎在 21 个欠发达县域
的乡村特派员，也将成为强力的
链接纽带。 ”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颜志涛谈道，去年 7 月，中国扶
贫基金会正式成为“XIN 益佰
计划” 轮值机构， 聚焦支持儿
童、 大健康、 应急等领域的机
构，并探索助力海外平台。 基金

会先后开展了两次评审， 选择
了 11 家联合公益伙伴，并与阿
里巴巴公益共同支持这些合作
伙伴发展。

“过去一年，我们一致把公
益网店作为公众参与和公众筹
款的重要阵地，不断加大运营力
度，并借助网店平台响应各地疫
情防控工作，公益网店累计筹款
超过 1000 万元。 阿里公益平台
不仅提升了公众及商家的参与
感，还有效带动了公众及商家参
与公益。 ” 颜志涛表示。

在此次会议中，阿里公益同
时发布了“XIN 益佰升级计划”。
下一步，淘宝将为捐赠千笔以上

“公益宝贝”的商家专门上线“爱
心好店”标志，同时通过 100%上
链做到每一笔善款去向通过支
付宝“链上公益”全程可查，让消
费者能够看到其“公益宝贝”消
费形成的善款使用情况。 在形式
上，2022 年阿里公益也将上线一
起捐、次捐、积分捐等多种方式，
让公益参与更加灵活多样。

记者了解到，2022 年，“公益
宝贝”将与淘宝美妆、母婴亲子、
淘宝现代农业等十个主流行业，
分别以专项形式开展适合其品
类消费特点的公益设计，预估全
年将以行业定制优质公益项目
的形式，实现筹款目标超过 1 亿
元人民币。

以淘宝美妆为例。 对于很多
淘宝天猫商家尤其是中小商家
来说，“公益宝贝”是其最方便连
接专业公益机构的工具，淘宝美
妆目前近 40%的商家已加入“公
益宝贝”计划。 今年，淘宝美妆将
上线“美好未来”公益专项，和十
万爱心商家通过“公益宝贝”“公
益网店”等捐赠形式，筹款 1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欠发达地

区 6-14 岁儿童群体的健康成
长。 这笔善款将通过专业合作方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中华
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深圳壹基
金公益基金会等公益机构落地
执行。

在母婴亲子行业， 除自
2019 年开始定向支持“童伴计
划”外，2020 年又上线了“中国
妈妈”专项，今年还将以多种形
式在女性就业创业领域启动新
的公益计划。

阿里公益负责人表示，一直
以来，阿里将公益作为企业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2010 年开
始，阿里集团宣布每年将营业总
收入的千分之三投入公益事业，
同时注重带动各个领域的合作
伙伴一起投身公益。 阿里还提出
了“公益 3 小时”，倡导员工每年
进行 3 小时公益志愿服务。 此次
上海疫情期间，自发在上海做志
愿者的阿里员工超过 4500 人。

在公益行业观察人士看来，
阿里公益平台大大降低了普通
人参与公益的门槛。 以“公益宝
贝”为例，这种积少成多、聚沙成
塔式的捐赠，让公益实现了细水
长流。 更重要的是，对公益机构
来说，“公益宝贝”也成了其稳定
的持续的捐赠来源。

其次，在阿里公益平台不断
创新和影响下，人人公益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 尤其阿里倡导的
“公益 3 小时”，让大家逐渐认识
到公益并不是富人的专属，每个
人都可以参与公益。 从线上到线
下， 从理念倡导到公益实践，阿
里不断联合公益伙伴、爱心企业
伙伴、一线志愿者等，通过不断
创新公益模式， 打造公益平台，
真正实现了公益的“共建”“共
享”，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

5月12 日， 阿里公益生态年
会在线上举行，此次年会

主题为‘益起向未来’。 除了公益机构
代表，此次会议首次邀请了爱心商家、
天猫淘宝小二以及阿里内部生态伙伴
代表， 期待通过多元参与者的表达体
现人人参与的公益理念，打造‘共建’
‘有爱’‘开放’的合作环境，让更多人
帮助更多人。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