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 「淨愛公益．美麗中國」思源淨愛公益基金（四川站）暨
「惠民洗衣農村行」項目啟動儀式在成都舉行，這也標誌着我國首個面向

留守群體的公益項目將愛心傳遞到了四川，這樣一股凝聚愛心的力量，將
採取 「衣潔心淨，敬老愛幼」等多方面的舉措，在四川為改善農民生活居
住衛生環境，提高生活衛生質量，提升健康水平等方面做出獨特的貢獻。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民建四川省委
主委陳文華、四川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李正培、四川省紅十字會
、社會慈善公益界人士及思源淨愛公益基金管委會代表等領導與嘉賓出席
了活動，共同見證並分享公益帶來的正能量。

美麗中國不是夢
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據統計，全國有老人1.5億、兒童

2.3億、殘障人士0.6億、少數民族1.3億，總計5.7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
42.5%。其中有近5000萬農村留守老人、6102.55萬留守兒童。目前符合和
需要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扶助的人群佔30%，總計1.71億人。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新發布的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的調
查報告顯示，我國農村日常生活衣物清洗未達到消毒滅菌的效果，經檢測
，衣物表面的細菌污染殘留程度嚴重超出生活衛生標準。細菌滋生在衣服
污漬裡，嚴重危害了人們的身體和身心健康。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
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
、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
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習主席8月14日再次闡明 「民生觀」：保障和
發生民生不沒有終點。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為改善全社會特別是貧困留守老人、兒童、殘障
人士的衣着衛生洗滌問題，提高生活衛生質量，7月22日，由四川惜淨實
業有限公司發起並成立的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淨愛公益基金（以下簡
稱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在北京啟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
中央主席、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陳昌智出席啟動儀式，並為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管委會揭牌。這個基金會是目前我國首個面向留守群體
提供免費洗衣的公益項目。它圍繞 「公益助推產業發展，慈善護正社會和
諧」的主題，開展 「送洗下鄉，潔淨萬家，洗衣淨心，行善感恩」等公益
項目，計劃通過免費發放 「思源淨愛洗衣卡」或援建 「思源淨愛洗衣房」
等方式， 「公開、透明、規範、高效、持續」地開展免費洗衣公益服務。
此次成都的啟動儀式，正是這一扶助項目將愛心傳遞到四川的信號。

關愛四川 惠民洗衣農村行
這一惠民洗衣農村行活動之所以走進四川，則是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

」向國人傳遞一種 「健康、快樂、和諧、淨爽、幸福」的精神和生活方式
的積極努力。

四川省是人口大省，農業大省。目前城鎮化率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九，
全省農村人口還有四千四百六十七萬，其中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大約一
千萬。由於生活條件的局限和影響，他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離現代化物質
生活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四川省地域寬廣、各地自然地理社會狀況複雜，也是我國的傳染病
高發地區之一，預防各種傳染疾病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農村環境
衛生整治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必
然要求。

據了解，此次 「惠民洗衣農村行」的活動，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的
服務對象除了 「老、少、邊、窮」地區60歲以上老人、15歲以下兒童、殘

障人士、特困人員外，還包括城市規
劃區內失地且生活困難的農民、傷殘
軍人、殘疾人、困難勞模等，並陸續
覆蓋民政系統的榮軍院、敬老院、福
利院、孤兒院、救助站、精神病院等
單位，向他們提供上門免費洗衣洗被
和生活衛生服務，幫助他們提高和改
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惠民洗衣公
益項目的啟動還將在環保、資源、安
全、衛生等多方面發揮極大的規範和
促進作用。

公益助推產業發展
慈善護正社會和諧
事實上，作為清洗消毒行業尖端

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後勤綜合服務企業
，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的發起者四
川惜淨實業有限公司，多年來積極履
行企業的社會責任，發揮自身在清洗
消毒領域的優勢， 「飲水思源，回報
社會」，已累計為貧困地區、革命老
區、地震災區、福利企業、慈善公益
組織等免費洗衣200餘萬件，在衣服
的收集、分類、整理、洗滌、消毒和
發放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惠明洗衣
經驗。

此次， 「思源淨愛公益基金」四
川站正式啟動， 「惠民洗衣農村行」
項目正式實施，是惜淨實業履行社會
責任，感恩回報社會的一個全新的開
端。惜淨實業董事長、思源淨愛公益
基金管委會主任吳自剛表示，當社會
高收入群體在享受 「衣來伸手服務」
、 「家庭清潔奢侈服務」、 「居家生
活定制服務」等的時候，我國很多農
村留守老人、兒童、殘障人士、特困
人群還在為正常衣物穿着衛生犯愁，
特別是冬季衣物清洗很難晾乾，長時
間潮濕會滋生細菌等問題。吳自剛主
任說： 「希望能夠從免費洗衣服務等
細微處着手，盡可能多地讓農村留守
老人、孩子和殘障人士不必為衣着、
被褥的洗滌而煩惱，讓他們能夠花更
多的時間在享受生活和開心學習上去。」

活動現場，四川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李正培副主任也對四川惜淨
實業有限公司這一 「縮小貧富生活衛生水平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改
善困難群眾生活衛生狀況，促進環保事業發展，節約資源為出發點」的善
舉極為認同，他在講話中表示： 「『淨愛公益，美麗中國』活動的開展惠
民洗衣洗被公益活動，為我省 「老、少、邊、窮」地區的數百萬留守的老
幼群體、困難群體和殘障人士提供上門免費洗衣洗被和生活衛生服務，幫

助他們提高和改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向他們傳遞一種 「健康、快樂、
和諧、淨爽、幸福」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事情雖然不大，但傳遞的是一種
社會的正能量，是充滿善和愛的心。」

該活動由民建四川省委、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淨愛公益基金管委
會共同舉辦。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動現場，思源淨愛公益基金還向雲南魯
甸地震災區伸出了援助之手，首期捐款30萬元人民幣，此項善舉必將為災
區的重建發揮重要作用。

凝聚愛心力量凝聚愛心力量 實現衣潔心淨實現衣潔心淨
── 「「淨愛公益淨愛公益．．美麗中國美麗中國」」思源淨愛公益基金思源淨愛公益基金（（四川站四川站））暨暨 「「惠民洗衣農村行惠民洗衣農村行」」項目啟動項目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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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建教學醫院馬會捐13億
只服務港人 套餐收費中產可負擔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見上圖左一）昨上午前往深圳，
與深圳市教育局局長郭雨蓉（見上圖右一）作禮節性會面
。吳克儉去年7月曾到深圳與郭雨蓉會面，隨後郭雨蓉亦
回訪香港，今次雙方將繼續就彼此關心的教育事宜交換意
見，以期深化兩地合作，隨同教育局局長訪問深圳的官員
包括教育局副秘書長鄧發源及教育局局長政務助理鄭健。
他們一行於昨日下午返回香港。

中大計劃在港鐵大學站對出、現為臨時停車場的
中大地皮興建約有600張病床的教學醫院，建築面積
達7.8萬平方米。中大預計醫院造價約63億元，籌建
費用來自三方面，包括捐款、大學沒有指定用途的基
金儲備及貸款。校方已獲賽馬會捐出13億元支持項目
發展，並於昨日舉行捐款典禮，捐款是馬會史上在醫
藥範疇中最大單項捐款，亦是中大建校50年以來最大
筆捐款。

考慮向政府借貸資金
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教學醫院是全港首間非牟

利及自負盈虧的教學醫院，將由中大全資擁有。他表
示，每年工程費用造價會上升約一成，因此希望工程
可盡快動工，料動工後三年內可完成，但承認目前現
時只籌集三分之一的資金，不排除向政府貸款。中大
副校長霍泰輝指出，有關地皮屬中大擁有，但向政府
申請更改地契未批，擔心工程受拖延，成本會上升，
最樂觀情況是在2018年底可投入服務，但因有許多難
料因素，料可能會延期半年至9個月啟用。霍泰輝表
示，醫院由原來分兩期興建，改為一次過興建，故所
需資金亦由原來約40億元增至63億元。

非牟利營運收費透明
教學醫院將提供專科服務，包括急症、中醫、普

通內外科、婦科、兒科、初生嬰兒護理及產科等，例
如提供白內障及前列腺手術等公立醫院 「做唔切」的
常見手術，希望減少公院負擔。霍泰輝表示，醫院以
中產為主要服務對象，強調收費是市民可負擔，希望
可填補公院及私院服務及收費的差距，制訂收費時會
與保險業界溝通，希望市民購買一般醫保能負擔入住
該院，醫院屬非牟利形式營運，確保收費透明，並不
會像私家醫院般昂貴，院方會盡量為市民提供 「套餐
式收費」，估計約佔六至七成，並只有香港人才可使
用，強調收費必須合理及中產可負擔。

沈祖堯表示，教學醫院與威爾斯醫院維持 「夥伴
關係」，中大不會因新院而撤出威院，新院目標是教
學與研究並重，亦可提供一個醫護教育與培訓的新基
地。此外，賽馬會亦捐助1,200萬元，支持成立中文
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中大正籌建全港首間非牟利及自負盈虧的教學
醫院，並獲賽馬會捐出13億元支持。原來這筆捐款
是馬會在醫藥範疇中最大單項捐款，亦是中大建校
50年以來最大筆捐款，難怪在銀行界打滾多年的中
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都稱，從未收過 「金額咁大」
的支票，他接收大支票時更鬼馬地數齊10位數，之
後示意Okay，而會計師出身的馬會主席施文信亦

都好 「均真」，拿出筆作狀示意鄭海泉簽收。
至於中大贈予施文信的肖像畫亦好有心思，畫

中的施文信穿起唐裝，還由中大校長沈祖堯題上 「
造福桑梓」四個大字，桑梓是家鄉的意思，大意是
施文信多年來一直造福香港這個家鄉。雖然施文信
是蘇格蘭人，但廿多歲已隻身來港創業成家，轉眼
40多年，香港已是他的第二個家。

【大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一項有關青少年對警
隊印象的調查顯示，約八成七受訪青少年認為本港警察紀
律良好，能有效防止罪案及維持治安，以100分為滿分，
他們對警隊整體表現評分為57.4。

遵理潮指數於7月底進行 「青少年對香港警隊印象」
調查，成功訪問全港2497名中學生，當中近97%為高中或
以上學生。問卷以6分為最滿意，1分最不認同，詢問青少
年對香港警察看法，結果顯示警察在青少年心中整體表現
合格。

根據調查，八成七青少年認為警隊能有效防止罪案和
維持治安，對次兩項能力亦評分最高，分別為4.36和4.3，
更有近九成中學生覺得本港警察紀律良好，約六成七表示
警隊是公平、公正的執法者。另外，本港七成以上中學生
同意警察是廉潔的，顯示本港青少年對警隊廉潔有信心。

雖然青少年對本港警察整體印象頗佳，但調查顯示會
考慮投身警隊的學生比例僅兩成。香港大學教授、遵理潮
指數首席研究員徐燦傑認為觀感並不完全等同於想以此為
職業。遵理潮指數創辦人梁賀琪認同並補充稱，社會多元
化給予中學生更多職業選擇，傳統行業未必成為首選，在
她看來與其他職業相比，兩成青少年考慮投身警隊已是不
低比例。

調查結果同時顯示，認為警察面對遊行或社運能達到
政治中立者則各佔一半。徐燦傑表示，警隊應更主動走出
來就某些報道或評論進行解畫，增加警民溝通，對提升印
象有幫助。

香港中文大學獲香港賽馬會捐款13億
元籌備興建本港首間私營教學醫院，醫院
將提供約600張病床，並採用「套餐式收費」
，收費具透明度兼中產可負擔。由於工程
需要龐大資金，中大會尋求不同的融資方
案，不排除向政府貸款，但強調不涉商業
機構參與，期望最快2018年底投入服務。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青少年滿意警隊表現

花絮 鄭海泉收人生最大支票

吳克儉拜會深圳教育局長

【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調查發現，8%受訪中學生承認曾是 「網絡欺凌者
」，88%人自認是 「旁觀者」，近40%受訪 「欺凌者
」稱作出欺凌行為是因為想 「伸張正義」，近10% 「
旁觀者」稱會加入欺凌。調查分析認為，中學生對網
絡欺凌普遍習以為常，反應麻木，朋輩影響有機會誘
發網絡欺凌加劇，建議網民按Like（讚好）和share（
分享）前宜三思，以免助長網絡欺凌風氣。

10%受訪者曾遭欺凌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昨日委任60名青年使者，並公

布 「青年使者」計劃在6月至7月期間的網絡欺凌調查
結果，調查訪問了251位中學生，所有受訪者均稱曾
接觸網絡欺凌，當中10%受訪者稱曾經 「被欺凌」，
71%欺凌者和被欺凌者是同學關係，朋友與網友各佔
10%，4.5%是陌生人。

被問及為何要做出網絡欺凌行為，受訪 「欺凌者

」中，38%人稱為了 「伸張正義」，27%因為 「生活
苦悶」、 「無聊」或 「開玩笑」。50% 「旁觀者」對
網絡欺凌 「視若無睹」，9%人稱會加入欺凌行列，
而告訴可信人士和阻止欺凌行為則各佔19%和15%。

今年升中四的 「青年使者」羅麗欣曾接觸網絡欺
凌，她所讀的學校去年舉行開放日，一位同學獲老師
選為總統籌，但有同學不認同其領導能力，在
Facebook貼文批評，並呼籲同學按Like和share這條消
息，結果有20位同學支持， 「被欺凌」的同學其後情
緒受影響，在校園內一度企圖跳樓。 「欺凌者」事後
向同學道歉說，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引起嚴重後果。

今年升中四的 「青年使者」鍾謙呈稱，曾有男同
學幫女友買衛生巾，被同學知悉後，將從其書包搜出
的衛生巾拍照並上載至 「名校secret」引起很大回響
，結果當事人在網站貼文解釋事件始末才平息事件。
鍾謙呈稱很欣賞當事人的回應方法，而網絡公民發布
消息時應有公德心，網絡欺凌問題仍有改善空間。

◀（左起）馬會
慈善事務執行
總監蘇彰德、
中大校長沈祖
堯、賽馬會主
席施文信、中
大校董會主席
鄭海泉、賽馬
會行政總裁應
家柏、中大醫
療中心董事局
主席利乾出席
捐款儀式

中大圖片

中學生網絡欺凌當伸張正義

◀遵理潮指
數創辦人梁
賀琪指青少
年不一定投
身認同的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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