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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

国强”。 此次捷豹路虎中国将快

乐体育、交通安全、人才培养、社

会关爱四个方面作为基金的工作

重点， 既切合国家对青少年儿童

全方位发展及健康安全问题的重

视与关注， 又反映了捷豹路虎独

树一帜的全球化责任战略和品牌

文化内涵。

用爱为未来加油

捷豹路虎中国全方位护航青少年成长

“捷豹路虎中国青少年梦想基金”

成立后， 将于今年全新开启两个重要公

益项目———捷豹青少年足球发展项目和

路虎关爱无止境项目。 而捷豹路虎中国

今年也将投入1800万元资金， 推动基金

旗下几大公益项目的开展。

捷豹青少年足球发展项目秉承捷

豹的运动精神， 将通过修建足球场地

等运动基础设施建设， 为偏远地区缺

乏条件的青少年提供强身健体的机会

和场所， 并将通过在北京等城市举办

足球场公众开放日活动， 为公众提供

免费使用足球场地的机会， 培养公众

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此外，该项目还

将组织学生参加赴英足球交流与培训

活动，作为捷豹中国品牌形象大使，英

国足球名将大卫·贝克汉姆也将积极

参与到项目活动中来， 向赴英学习的

中国小学员们亲自授课。

而路虎关爱无止境项目， 则将延

续慈善与公益的根本， 致力于改善贫

困地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卫生、 身心

发展及教育现状。作为路虎“发现无止

境”项目的延伸，路虎关爱无止境项目

将组织专业医疗车队，和经销商代表、

员工志愿者与媒体等相关社会力量奔

赴中国偏远地区， 为那里的青少年儿

童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和矫正治疗，

让他们从此健康快乐地成长。 为了从

根本改变当地的医疗状况， 路虎中国

还将组织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团队，为

当地医生提供包括先进设备应用及眼

部疾病的诊断等义务培训。 培训将有

助于提升当地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

使他们能够为本地病患提供长期的医

疗检查和专业治疗。

2003年首款车型进入中国市场至

今，捷豹路虎已在中国走过了十一

年。在这十一年里，捷豹路虎以惊

人的跨越式增长演绎了这个英伦豪华品牌的

传奇之路。

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 捷豹路虎中国也

在积极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确认了专为

中国市场定制的企业社会责任重心———始终

关注中国下一代的成长与发展。 自结缘中国

以来， 捷豹路虎中国已经开启了多个面向青

少年人才培养及全方位发展的扎实实践。

2013年，捷豹路虎中国着力支持国内教育事

业的发展，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在

雅安芦山地震灾区建设首个“捷豹路虎希望

学校”，启动了20个“快乐体育教室”建设项

目，并持续鼎力支持“运动小健将”项目在上

海地区的开展， 推进国内青少年的素质教育

特别是体育教育的进步。2014年， 捷豹路虎

又将开启其在华责任事业的新篇章。

5月28日，由捷豹路虎中国与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携手设立的 “捷豹路虎中国青少

年梦想基金”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

成立。 捷豹路虎中国将在三年内投入5000

万元， 专注于国内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与发

展，立足快乐体育、交通安全、人才培养、社

会关爱等四大领域，倾力为下一代营造健康

的生活、教育环境，为他们插上飞翔的翅膀，

助力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迎接崭新而充满

希望的未来。

要让公益成为一种“全民活动”的概念，捷

豹路虎中国的做法是，不仅自己实践公益，更带

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其公益责任的行列，

筑起一个广泛、持续的参与平台。为此，捷豹路

虎中国发起了“筑梦大使”征集活动，这一活动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情回应。 在基

金成立仪式现场，包括国内知名音乐人张亚东、

商界精英李亦非、 歌手袁娅维、 时装设计师张

弛、节目主持人陈正飞，以及14家捷豹路虎经销

商和媒体代表在内的爱心人士， 接受了捷豹路

虎中国首批“筑梦大使”的任命。而张亚东为基

金创作的主题曲也将在6月份发布，以此表达他

对捷豹路虎公益事业的支持。

捷豹路虎大中华区总裁高博先生说：

“捷豹路虎中国青少年梦想基金的成立，标

志着我们对中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

责任承诺。回馈社会是令人振奋的一段旅程，

希望在基金这一更具执行力与影响力的公益

平台上，未来会有更多人与我们并肩携手，持

续致力于构筑孩子们的梦想， 成就中国更加

美好的明天。”

雅安捷豹路虎希望学校学生在捷豹路虎中国青少年梦想基

金启动仪式上精彩表演

从

“筑梦大使”

带动更多力量加入

今年投入1800万元

推动项目开展

梦想基金呵护

青少年方方面面

见到梦想的明亮。 聚焦最为

本质的社会问题， 延续慈善与公

益的根本， 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

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卫生、 身心发

展及教育现状， 向需要帮助的青

少年及儿童伸出援手， 向弱势罹

疾儿童提供疾病诊疗与救治，让

他们离梦想更近一步。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体验梦想的快乐。 秉承捷豹

路虎的运动基因，向青少年儿童，

特别是偏远地区青少年儿童提供

专业的体育运动设施及体育训

练， 推动下一代培养良好的身体

素质和体育运动水平， 帮助孩子

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实

现健康快乐的成长。

快乐体育

道路安全

感受梦想的守护。 实践汽车

制造商的特殊使命， 通过系统的

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及推广， 增强

儿童、 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交通

安全意识， 养成孩子们正确的道

路安全习惯， 营造汽车社会和谐

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最终实现

儿童的道路安全。

人才培养

触摸梦想的智慧。 关注青少

年儿童发展的核心， 帮助在各个

领域拥有发展空间的青少年儿童

提升技能、激发潜能，通过职业技

能教育、竞赛奖励、教育交流等途

径， 为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的机遇

与成长环境， 帮助他们一同创造

美好未来。

社会关爱

捷豹路虎中国将在三年内投入

5000

万元，专注于国内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招聘
●名校急聘专兼职教师84536966
●招聘中医,会把脉18080043228

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检修移加氟86629948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网站网页制作
●制作详询66006605或登j87.cn

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机麻扑克新产品1388094488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

装饰设计
●写字楼装修设计13699050636

装饰装修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3337896专业疏掏抽87563444疏管掏粪
●85539994疏管抽掏粪87588463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7544168专抽粪疏管86277444防水·堵漏
●专防水不漏付款13094444526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专屋厕堵漏水电粉刷87383928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二手货交换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办公一切二手18080455999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汽车转让
●优转公司车数辆13666198747

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启事

●由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
员会颁发给王凤英护理专科自学
考试毕业证书(2900105号)遗失
●曾嘉美,性别:女.2002年2月19日
出生,出生证:A510379976遗失
●成都其昌不锈钢有限公司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号码5101060
00128260)、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号码55108491-7)及于2013年
6月25日由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国家税务局、成都市金牛区地方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号码510106551084917)遗失作废
●周祥、吴旭兰位于武侯区二环
路南四段丽都路6号2栋10楼40号
房屋产权证（监证号：2528038、监
证号：2528037）遗失
●金牛区碧泉茶楼发票领购簿
（0000029162）遗失。

身份证遗失
●张敏510111197101170380

房屋租售
●急售航空港3层独栋精装商业楼
2530平★★13032828088

●优售近郊中心独立商业，可餐
饮茶楼超市百货。15928032206

●紫荆920平商铺租15208188622
●转让农家乐一处，出租生态住
房12间套1，42㎡，18048053005

写字间租赁
●城南世豪广场（世豪公馆）三层
整体租赁3600平商务酒店办公均
可13551831931、61887863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金牛万达5A甲级写字楼1650平
招租可分租13006676099★★营业房
●庆玲楼一号桥千余平86927793
●急低售十陵商房13908193839
●转60亩30年农庄13880048302酒楼·茶楼转让
●西千平茶18980032607可餐饮
●茶餐厅转让15882159972
●外双楠宾馆转让18981728289
●双流酒店转让13668120555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东精装茶租金低13348879200
●市中心茶楼急转18280240243
●900㎡茶楼转13708217713
●西门盈利旺茶楼13880997853
●精装盈利酒楼3000平含茶楼房
租低可改酒店办公13688065846
●有星级酒店转让18108138219

餐馆转让
●小吃48黄金口岸13666170696
●人民公园旁141平15882293353
●交大好口岸640转13882058199
●转大丰中餐370平13072868896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低转500平火锅15982222778
●低转市中心火锅18302827058
●东门两百平餐转18908192103
●南门200平餐馆转13808038184
●769平火锅50万转13980647563
●小南街旺餐转18980409866
●西门低租旺餐转13550075759
●星辉中路百平转13684048117
●成渝立交火锅转15102809748
●华阳口岸好火锅13980895915

●武侯300餐带后院13880028508
●优转泡桐树街私房菜馆75平，精
装修，带餐厨具13348833083
●转小南街通气餐联营86138333
●交大新校区餐转13558850935

店铺
●优价出租金沙商铺1000平宜餐
饮.办公.汽车改装13388189986

●内双楠650平转租13908065792
●低转双流县城中心2000平在营
歌城全新装好口岸13709062136
●犀浦汽修美容转13980409011

厂房租售
●蛟龙港淮河路标准厂房办1000
平厂3820平出租13982011877冯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城北二环外厂区、厂房库房50
00平租、可分割13088099588刘
●十里店1200平厂房（有动力电）
及300平仓库出租13076092821
●青羊总部厂房租13458518511
●电镀厂出租证齐13882299636

●厂房库房出租13458516833

●航空港鞋城厂租18682698997

●新都大丰13.9亩(原木工板加工)
厂房出租带设备13678011029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平

出租可分割设施齐15882044508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好项目寻股东13608208766
●寻货源，包销售15680007098
●新产品寻有商超渠道的公司或
个人合作13608596722杨先生
●购广安生产企业18080076688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邛崃临邛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
电话13882157830,4008326898
●金沙会所转让18628316277王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982123820
●丽都路优口岸招18086852427
●青城地售或合作13348950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