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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WORK 在园区

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创群团工作新格局
增强凝聚力 提升软实力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华东师

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与沪江“互+计划”签

订“互联网+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围绕互联网+精准扶贫、信息化课堂变

革、能力评估微认证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希望乡村教师享受到成体系的培训课程资

源。当天，第一届小狮子奖颁奖仪式也在

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小狮子计划”是由凯迪拉克联合沪江

“互+计划”、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共同发

起的助力乡村教师公益项目，旨在激励积极

参与“互+计划”与“青椒计划”的优秀乡村教

师。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名乡村教师荣获

第一届小狮子奖。在典礼上，本届小狮子奖

得主之一，年逾60岁的老教师车敏荣表示，

“今年我向教育局申请，继续坚持为16个孩

子上课。为偏远山区的教学奋斗一辈子，是

我一生的夙愿。”

国务院在 2015年印发的《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年）》中指出，按照乡村

教师的实际需求改进培训方式，采取顶岗

置换、网络研修、送教下乡、专家指导、校本

研修等多种形式……逐步形成“下得去、留

得住、教得好”的局面。

对于乡村学校来说，“互+计划”的美丽

乡村网络公益课程已经解决了部分“下得

去”的问题。“我们设立‘互+计划’之初有一

个很大胆的假设，希望通过互联网让乡村

与城市的教育资源相连接。”沪江董事长兼

CEO伏彩瑞表示。

2017年9月，“互+计划”联合友成企业家

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等30多家相关教

育组织机构发起“青椒计划”，为乡村青年教

师免费提供师德成长课程、专业发展课程、网

络课程资源与课程教学整合、新师徒制实践、

社群化成长平台等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认

为，“互+计划”与“青椒计划”把乡村教师与

互联网相结合，有效缩小了地域间的鸿沟，

令落后地区能够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2018年

度“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表彰会举行，105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特教教师被授予

“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以表彰他们为残

疾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由教育部、中国

残联和交通银行共同设立，每年在全国范围

内表彰100名左右的优秀特教教师，倡导全

社会关心支持特殊教育。项目执行11年来，

交通银行累计拨付善款1.04亿元，共有3.6万
余名残疾学生得到资助、126所特教学校得到

补贴、1600名优秀特教教师和223名优秀残

疾大学生获得表彰、5280名特教教师受益于

该计划支持的培训。

支持特教事业只是交通银行履行社会

责任的一个侧面。近年来，交通银行还加

大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发展

绿色金融支持绿色经济；响应国家脱贫战

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携手汇丰出

资发起“交行·汇丰上海颐乐行动计划”，探

索社区养老新模式等。

为更好地诠释交银的品牌基因——

责任，在此次表彰会上，交银公益品牌——

“蓝气球公益”（blue）也正式对外发布。公

益品牌以蓝气球作为可视化视觉符号，为

爱聚能。

今后，“蓝气球公益”将作为交通银行

的公益品牌在各类公益活动中广泛运用。

交通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交通银

行成立 110周年，选择开展公益活动来纪

念，旨在进一步将“责任”融入交通银行延

续110年的品牌基因中。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日前，在百

余位500强企业高管、人力资源负责人、

医学专家的见证下，“2018 Gold Stan⁃
dard”（黄金标准）在陆家嘴金融城正式

发布，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关注员工健

康。

“黄金标准”全称“CEO抗癌黄金标

准”，由国际非营利组织——防癌抗癌总

裁圆桌会发起并推行，旨在为雇主提供

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康项目框架和行动指

南，帮助雇主将健康有机纳入到公司文

化，助力员工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最终降

低癌症相关风险，促进癌症早期筛查及

确诊后获得优质医疗。要获得黄金标准

认证，企业必须在员工健康的五大方面

做出切实有效的成绩，包括预防、早期筛

查、癌症临床试验、优质医疗和幸存者权

益及健康教育与健康宣传。

2012年，黄金标准国际认证项目引入

中国；2014年，中国版黄金标准正式落地，

现已正式推行4年。4年间，中国共有9家
单位获得认证。在中国以外，已有200多
家单位获得过认证，覆盖逾600万雇员及

家属。

此次发布的黄金标准 2018新版，在

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 4条新标准：戒烟

药品清单将增加即将上市的OTC类戒

烟药（如尼古丁贴片等）；将酒精摄入作

为可选项建议，关注过量的酒精摄入和

酗酒问题；考虑HPV疫苗的可及性，增

加雇主对雇员接种HPV疫苗提供必要

支持。

2016年，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心曾

调查过两万名职业人群，发现中国员工

健康和慢病风险因素现状不容乐观，近

四成中国员工存在两项以上确诊疾病，

集中反映在4类健康问题上——睡眠问

题、高血压、颈椎病和高血脂。

然而，员工关注度不足、健康知识获

取渠道较单一、健康福利与员工预期差

距大，这些都是摆在雇主面前的难题，也

正是黄金标准项目的关注重点。

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心理事长王瑞

表示：“新版黄金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科

学性和操作性上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打

造一个更加全面且易于推行的工作场所

健康促进框架体系。”

在新版黄金标准发布当天举行的研

讨会上，多位 500强企业负责人分享了

公司对员工健康方面的优秀实践，号召

更多雇主加入到推动员工健康的实际行

动中来。

记者获悉，在关注企业员工健康方

面，陆家嘴金融城一直在行动。今年6月，

陆家嘴金融城联合业界共同倡议“无烟陆

家嘴”，力争将金融城打造成安全无烟工

作场所的样本，让在陆家嘴工作和生活的

人们能享受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

今年 2月，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秘

书处与全球防癌抗癌总裁圆桌会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健康教育与宣传、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金融及医疗投资等

方面开展合作，引入优质国内外医疗资

源，为金融城白领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

务。同时推出了“健康服务绿通卡（金

融城定制版）”，涵盖了外资医疗机构和

上海主要三甲医院的就医、健康评估、

健康管理、疾病管理、紧急救援等 7 大

方面共 27 项优质免费健康服务，交通

银行、汇丰银行、中国平安、安永、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等 40多家陆家嘴金融城

理事会成员单位代表领取了该“健康服

务绿通卡”。

据悉，“2018 Gold Standard”发布

会由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心联合上海

浦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陆家嘴金融城

发展局和启明青年医生俱乐部共同举

办。

“CEO抗癌黄金标准”新版认证
在陆家嘴发布
新增4项员工健康标准 号召更多企业关注员工健康

105名教师获“交行特教园丁奖”
百年交行发布公益品牌“蓝气球”

1400名乡村教师获“小狮子奖”
“互+计划”持续助力教育扶贫

本报讯（记者 王延）9月 10日，上

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工会工作委员会、共

青团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正

式成立，进一步统筹和理顺开发区区域

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架构，整合并优化工

会和团青组织内外各类资源配置，努力

开创开发区群团工作新格局。

团区委书记林廷钧在成立仪式上

表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团工委的工

作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创新形式载体，

注重青年思想引领。积极探索创新符

合时代特点、符合度假区特点的共青团

工作新模式，努力打造思想政治引领的

品牌，真正激发团员青年“不忘初心跟

党走”的家国情怀，做一个正能量的传

播者，做一个有道德有情怀新时代的好

青年。要奋发有为作贡献，在服务大局

中彰显共青团的使命担当。要落实到

具体做法，就是要紧密围绕党政中心工

作，善于学会站在党的角度来谋划共青

团工作。要当好青年贴心人，竭力服务

青年成长发展。服务青年是共青团的

工作生命线。要始终把青年的冷暖放

在心上，真正从青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需求出发。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

席王辛翔对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

并对如何做好工会工作提出了四点希

望：一是希望工作委员会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深入学习贯彻“四高”发展战略

精神。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四届区委四

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任务，立足度假区工会工作实

际，组织引导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准确

把握工会在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二是

希望工作委员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浦东改革创新发

展中的主力军作用。要积极挖掘培育

度假区职工先进典型，大力宣传弘扬在

开发建设、乐园运营中涌现的感人事迹

和精神品质，充分发挥职工先进引领示

范作用。三是希望工作委员会夯实基

层、聚焦主业，不断密切工会组织和职

工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立足枢纽型、平

台型工会职能职责，依托管委会相关部

门，深化与申迪集团的对接，主动与驻

地单位沟通对接，加大实地实体型工会

组建力度。四是希望工作委员会锤炼

作风、提高能力，努力加强工会自身建

设。要大力推进工会领导班子自身建

设，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提高研究和解决新情

况、新问题的能力。

下一步，按照市、区群团改革工作要

求，度假区工会工作委员会和团工委将

充分发挥在区域群团工作中的枢纽型、

平台型作用，持续深入推进组织覆盖、工

作覆盖，做到哪里有群众、有青年、哪里

需要做工作，群团组织、群团工作就跟进

到哪里，通过不断加强工会和团组织建

设、认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举办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做好对企业职工和团员

青年的关心服务等工作，实现区域各单

位和全体职工、青年的大联合、大团结，

推动区域大活动的成功开展，进一步加

强度假区人的凝聚力，进一步激发基层

的创新活力，进一步提升区域的文化软

实力，为度假区高品质运营和高质量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工会工作委员会和共青团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为度假区群团工作打

开了新格局。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供图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由阿里巴

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和马云公益基金会

共同主办的“2018 Xin 公益大会”在杭州

举行。会上，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市

场营销部部长安德里斯以“科技助力公

益”为主题，与专家学者、爱心公益人士

交流理念、分享凯迪拉克最新科技成

果，并代表凯迪拉克作为阿里的品牌合

作伙伴参与了“绿色星球计划”的发布

仪式。

据介绍，今年凯迪拉克在公益领域动

作频频：凯迪拉克先后联手中国绿化基金

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蚂蚁森林，打

造“小胡杨计划”与“驭沙计划”；利用科技

手段与创新模式助力改善G7公路新疆与

内蒙沿线荒漠化，将日常生活中的低碳举

动变成绿色能量守护梦想之路。此外，凯

迪拉克还首次携旗下三大公益项目登陆

“腾讯 99公益日”，发起“为爱助力 10倍加

速”活动，为爱心赋能，极大地调动凯迪拉

克车主、授权经销商及公众参与公益活动

的积极性。

安德里斯表示，作为拥有 116年历史

的汽车品牌，凯迪拉克始终是科技创新领

域的先行者，并致力于实现通用汽车“零事

故、零排放、零拥堵”的美好愿景。

凯迪拉克加入“绿色星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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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2018滴水湖大铁 113铁人

三项赛”顺利举办，兹决定于 9月 16日

（周日）6：00至 14：00，如下区域采取临

时交通管制措施：

一、环湖西一路（申港大道至临港大

道）路段：顺时针方向车道封闭，逆时针

方向车道双向通行；

二、环湖一路（临港大道至小桉路）

路段：双向全线封闭；

三、环湖二路（小桉路至临港大道）

路段：双向全线封闭；

四、小桉路（环湖东三路至东一路方

向）路段：西侧半幅车道封闭，东侧半幅

车道双向通行；

五、环湖三路（小桉路至临港大道）

路段：双向全线封闭；

六、东港大道（环湖一路至环湖三路

方向）路段：双向全线封闭；

七、滨港大道（环湖一路至环湖三路

方向）路段：双向全线封闭。

上述管制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沿线的各支路口，禁止一切车辆驶出。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视情况提前或推迟

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

围。敬请广大市民、游客提前做好出行

安排，积极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工作。

2018滴水湖大铁113铁人三项赛组委会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