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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四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
暨“2022 寻找医疗公益之星”活动正式启动

为助力“2022 第四届中国
医师公益大会”，传递医师公益
力量， 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
金会和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发

起，《公益时报》 社和北京生命
绿洲公益服务中心联合主办，
医药筹平台战略支持，“2022 寻
找医疗公益之星” 活动日前正

式启动。
活动以“医者担当，聚力共

筑”为主题，将围绕寻找 2022“医
疗公益之星”医疗领域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 最美公益医师、
“医者先行”优秀公益科普医师、
医疗公益项目优秀案例，展示医
疗公益事业中的优秀案例，并最
终发布 2022 中国医疗公益年度
观察报告， 致敬医疗慈善榜样，
聚合医疗慈善资源，构筑“大慈
善”格局，用榜样的力量激发社
会向上向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
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
立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不仅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中的重
要内容，而且将健康中国建设提
升至国家战略地位，体现了国家
在大健康领域加大投入和政策
扶持的决心。

2016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
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提出了“普及健康生活、优化
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
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五方
面的战略任务。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
强社会保障服务” 等重要任务。
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
助、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推动分级诊疗
等已成为常态化工作。

本次活动将以新闻媒体为
传播平台， 以全国医务工作者、
医疗公益事业为宣传对象，通过
深入医疗机构、 慈善组织寻访、
挖掘，宣传全国医务工作者先进
公益事迹、医疗公益事业优秀案
例，进一步促进公众对医务工作
者、医疗公益事业的了解、认同、
关注。 （刘小楠）

88 碳账户是继去年年底
《2021 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
告》后，阿里巴巴在碳中和议题
上的新实践，成为阿里巴巴加速
推进“范围 3+”减碳的一个重要
载体。

阿里巴巴集团 ESG 和双碳
业务部总经理杨灵叶介绍，“88
碳账户”汇集目前阿里巴巴旗下
众多业务，是阿里巴巴用产品设
计的方式“助力生态 15 年减碳
15 亿吨”的重要实践，有利于引
导和激励用户在日常生活中随
手减碳，推动低碳生活成为一种
自觉。

用户在手机淘宝搜索框输
入“88 碳账户”，或在“我的淘宝”
中点击“88 减碳周”活动入口，或
在手机淘宝二楼查找“88 碳账
户”，即可授权开启账户。

激励玩法鼓励减碳善意

由国家气候中心主办的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学术期刊
发文显示， 我国家庭生活消费

所引发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排放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的 52%。 然而对于用户而言，如
何真正开展减碳行为并有效记
录生活中的减碳量， 一直是个
难题。

此次阿里巴巴发布的“88 碳
账户”使用“1+N”母子账户形
式，已接入菜鸟、闲鱼、饿了么、
天猫等 app 的碳积分， 涵盖用户
吃、穿、用等生活场景。 由此，用
户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碳
足迹地图及减碳成果。 例如，点
餐时不选用一次性餐具、在菜鸟
驿站回收快递纸箱等， 在各 app
端子账户沉淀碳积分的同时，积
分也会汇集到母账户，让低碳行
为可知可感。

在碳账户玩法上，一系列激
励方式已经嵌入其中。 比如，目
前用户在 88 碳账户上捐赠相应
碳积分， 可兑换无门槛现金红
包。 碳积分既可以兑换由低碳友
好商家提供的低碳商品折扣，也
可以在各子账户的商城兑换专
属服务。 此外，88 碳账户还打造

了荣誉体系，结合“碳宝”形象，
用户可积累碳积分，解锁拟人化
数字勋章。

履行 15 年 15 亿吨承诺

去年年底，阿里巴巴发布国
内互联网科技企业首份碳中和
行动报告，在国际通行的碳减排
标准“范围 1、2、3”之外，开创性
提出“范围 3+”概念，承诺在自身
运营和供应链之外， 到 2035 年
带动生态累计减碳 15 亿吨。

由此，围绕平台助力更大规
模减碳的“参与者经济”概念也
进入社会的视野。 此次阿里巴巴
推出“88 碳账户”，正是要加速推
进“范围 3+”减碳，让用户端的减
碳有清晰的计量工具。

此前，阿里云面向企业推出
了减碳工具“能耗宝”，在将企业
用能情况数据化的同时，以算法
优化用能， 实现平均节能率
10%，截至目前已有 1700 家企业
接入。 随着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对
于能耗管理、 碳减排的需求，能

耗宝成为企业参与
“范围 3+”的数字化
减碳工具。

减碳，已成为社
会共识，但如何将其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主要难
点。 数字化减碳工具成为一种可
行的解决方式， 而它的前提，正
是科学严谨的减碳测算和统一
的碳计量标准。

阿里巴巴邀请碳排放领域
的方法学开发机构，如中环联合
认证中心、 北京绿色交易所、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天津排放权交
易所等，对“范围 3+”的减排项目
做测算，并在 2022 年 2 月成立阿
里巴巴碳中和专家委员会，评审
确定了菜鸟、饿了么、天猫、闲鱼

等多个场景的“范围 3+”减碳项
目方法学。

与 88 碳账户一起到来的，
还有 88 减碳周。 发布会上，88
碳账户携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
中心、北京绿色交易所，发起“一
起践行低碳生活理念” 联合倡
议，启动“88 减碳周-减碳达人
排行榜”活动。 8 月 8 日至 8 月
18 日期间，广东、北京和浙江居
民在淘宝 app 搜索“88 碳账户”，
可选择参与对应省市的排行榜
活动。

阿里巴巴推出个人“碳账户”
你的绿色善意可以换折扣

”

8月8 日，阿里巴
巴正式发布

‘88 碳账户’。 这也是国内
第一个多场景、覆盖超 10
亿人的消费者碳账户体
系 。 据悉 ，88 碳账户以
‘1+N’母子账户的形式呈
现， 不仅汇集了用户在饿
了么、菜鸟、闲鱼、天猫等
平台上产生的减碳量，也
用激励的方式鼓励用户践
行低碳生活方式。

� � 用户在手
机淘宝搜索框
输入 “88 碳账
户” 即可授权
开启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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