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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孩子们了解公益、热
爱公益外，包胜认为参与徒步活
动，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好处，那就
是让孩子喜欢运动。“现在，她经
常和我一起健身跑步，体能更好
了。现在，
她还是学校足球队队员
呢。”包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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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底，包胜的小女儿总
会期待地问：
“今年公益徒步什么
时候开始呢？”参加一路·纯悦公
益徒步活动，已成为包胜一家人
的习惯。包胜说，
自从开放亲子组
报名后，他每年都带着女儿参加，
今年已经是第 4年了。不仅报名
踊跃，包胜和女儿也积极主动募
款。连续 3年，
他们所在的队伍都
是亲子组募捐人次最多的一组。
由福建省青少年基金会、厦
门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 2019年 “一路·纯悦”
公益徒步活动，将于 12月 1日在
厦门园博苑举行。据了解，
参与活
动的队员除了要完成徒步挑战，
还要完成筹款目标，善款将用于
为福建山区的孩子购置净水设
备，
筹款日期截至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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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原先不喜欢走路，
自从参与公益徒步活动后，她便
爱上了这项运动。”包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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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益徒步活动增设
了亲子组，为了让女儿感受到公
益的力量，包胜便带着女儿一起
报名了。他还号召女儿所在的幼
儿园班级一起参加，当时班级的
同学家长总共组了 10支队伍。募
款过程中，孩子们积极性很高，画
画义卖、
上街卖花筹款。大家相互
鼓励，都希望为偏远山区的孩子

募集更多购买净水设备的善款。
2016年徒步当天，下起了大
雨，家长们都担心孩子们没办法
完成几公里的徒步旅程。没想到，
孩子们在徒步过程中走得飞快，
都走完了全程。从那之后，
孩子们
爱上了徒步活动，每到年底，都会
来问什么时候开始徒步报名。包
胜每年也都会组织大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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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tr昨日上午，嘉莲街道
机关党支部与中国光大银行厦门
分行营业部党支部、思明区大同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联合

在嘉莲街道友邻中心开展“党员
解民忧 爱心惠民生”困难家庭社
区关爱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嘉莲街道辖区
的困难家庭和贫困儿童，开展爱

心传递等互动游戏。现场，
中国光
大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向嘉莲街
道友邻中心同一基金进行爱心捐
赠，并为困难家庭发放了慰问品
和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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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洲健康险决策者论坛上，平
安人寿智能核保系统凭借创新
的核保风控模式、智能化的核保
流程荣获 “最佳风险管控创新
奖”。据悉，
本届亚洲健康险决策
者论坛以“开放、竞合、创新”为
主题，汇聚了来自政府、监管机
构、保险公司、救援机构、养老保
健机构等海内外机构的 200余
位嘉宾，共同探讨亚洲健康险领
域的前沿和热门话题。

据介绍，平安人寿智能核保
系统集智能互动、
空中契调、
在线
核保、
大数据模型为一体，依托大
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
术，
以投保即承保为目标，
打破既
往依赖函件收集资料的模式，简
化投保流程，
减少客户奔波。在风
险控制方面，智能核保系统搭建
多种应用场景的大数据模型，构
建新一代核保风控体系，优化投
保风险识别，帮助客户承保最适
宜的保险产品及额度，为客户及
业务员提供一系列核保服务和解
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核保系
统自上线以来 ，已累 计提 供 逾
4000万次服务，人工审核时效由
件 均 3.
8天 缩 短 到 最 快 实 时 承

保，
大幅减少客户时间成本、交通
成本及投保精力，通过多维场景
的推广应用，提升客户体验。在
11月 15日至 12月 3日期间，平
安人寿还将在陕西、深圳、广东、
北京、四川、河南等地举办“智能
核保体验日”活动，为客户做详
细介绍，带领客户体验智能核保
科技带来的优质服务。
平安人寿表示，在集团“金
融 +科技”“金融 +生态” 的战
略指引下，平安人寿正通过“产
品 +科技”双轮驱动，将科技赋
能到销售管理、
客户服务、风险管
控等主要场景，迈向全面数据化
经营。未来，
平安人寿将持续优化
智能核保系统，
为客户提供更快、
更便捷的核保服务。

作为厦门登山协会常务副会
长，包胜参与了徒步活动的线路
设计及规则制定。包胜表示，
之所
以把徒步活动定在园博苑内，一
来是因为园区内都是步行道，安
全度高；二来是园区内花海遍地，
景色迷人。
“我们制定的路线经过
4个岛，
分别是主展岛、
闽台岛、
海
洋岛和教育岛。这四个岛各有特
色：在主展岛上可欣赏到国内外
的园林建筑，闽台岛则以闽台园
林建筑风景为主，海洋岛各种花
卉缤纷绚烂，在教育岛上则能感
受到国内高校和教育文化氛围。”
包胜介绍，今年主办方增加
了沿途的加油公里牌。每公里站
点除了有里程提示外，还有一句
加油标语；同时，主办方还为每位

参与队员准备了补给券，确保每
位队员都能领到补给品。
活动中，主办方还加大了环
保宣传力度，不仅摆放了不少利
用塑料空瓶制作的衣服、包包，还
在亲子互动环节中增加垃圾分类
小游戏。今年环保方阵人数比往
年更多，
从 150人提高到 200人。
环保方阵走在所有队伍后面，在
徒步过程中还要负责沿途环境卫
生的检查和清理。
据了解，今年公益徒步活动
设有全程 20公里和亲子 6公里
两条路线。成人 4人组队或单人
成队，需完成 20公里的徒步挑
战；亲子 3至 4人一队，需完成 6
公里徒步路线，同时需在参与期
间号召亲朋好友募捐，完成筹款
目标。善款将用于为福建山区的
孩子购置净水设备。目前，
徒步活
动的报名环节已结束，筹款日期
截至 12月 8日。未能报名参与徒
步，但仍想参与活动的市民，可关
注“厦门太古可口可乐”微信公
众号，点击“一路·纯悦”子菜单
栏，为你喜欢的队伍捐款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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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H
./X qRS TUVr依
据厦门市民政局 《开展农村三
社联动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
翔安区马巷镇蔡浦社区作为第
一批试点社区率先展开三社联
动试点工作。
记者了解到，三社联动的社
工项目服务旨在促进社区内外
资源整合与挖掘，形成党建引
领、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
体、社工为专业骨干的多元联动
模式，创新了农村社区治理模

式，
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厦门沐风社工服务中心作
为项目的承接方，在蔡浦社区三
社开展联动项目。此次项目的服
务对象是186名6至12岁辖区内
的儿童。通过带动多方群体参与
社区建设，该项目吸纳社区居民
骨干及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志愿
者团队及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
参与到社区的儿童服务中，帮助
儿童提升社区参与能力，更好地
融入社区生活中。 ;9<8:-=>

56789:;<=>
./X qRS TUVr为
使志愿者了解其他团体的服务
情况，
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
步”的志愿精神，
近日，
吕岭社区
开展“弘扬志愿精神，塑造美好
形象”的志愿精神培育旅程。
志愿者们来到的第一站是
慈济志业服务中心。慈济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向大家展示了慈济
的环保理念和在全球各地的环

保服务情况。随后，志愿者们来
到海沧区海沧街道温厝社区幸
福食堂，这里专为辖区老人提供
免费餐食，志愿者们到此了解了
项目运作情况及服务细节。参与
活动的志愿者们表示，此次活动
中，
多家机构志愿者分享了志愿
心得，让他们深受启发；他们将
借鉴这些好的经验，继续开拓自
己的公益事业。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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