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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00�年�月�日是“思蜀援川”项目启动一周年的日子。“思蜀援川”是

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思科公司合作开展的一个为期三年的政府和企业合作

的项目，于去年地震后不久启动。本年度工作报告全面介绍了该项目所

提出的创新的医疗卫生和教育解决方案。 

本报告回顾了“思蜀援川”项目迄今为止的工作进展，简要介绍了项目

后两年的发展规划。另外，报告还介绍了项目启动以来为当地群众所带

来的积极影响。最后，本报告也展示了一个以政府、企业、其他组织和

民间群体联手合作的模式，在推动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方面所起到

的积极作用。

本报告涵盖了思科公司“思蜀援川”项目从�00�年�月�日至�00�年�月

�0日一年来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我们还将于�0�0年�月发布第二年工作

报告，在�0��年�月发布第三年工作报告。



“一年以前，全世界都目睹了四川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我在过去一年中亲自或者通过网

络多次拜访中国，中国人民在灾后重建中表现出的顽强毅力令我惊叹！思科一直致力于在全

球通过政府—企业合作的方式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在这里，我谨向四川人民、中央和地方

政府，以及不计其数为灾区民众提供帮助的人们，表达诚挚的敬意。我们希望，思科在医疗

和教育领域所尽的微薄之力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挑战性问题时加以参考的典范。”

—约翰 · 钱伯斯，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四川地震：灾难与重生

�00�年�月��日发生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汶川大地震造成了惨

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严重影响了四川省和相邻省份

部分地区的社会生活。此次地震强度高达里氏�.0级，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灾难。根据中央政府

�00�年�月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计划》中的数据，此

次地震共导致�.�万人遇难或者失踪，��.�万多人受伤，数

百万人无家可归。 

思科公司、思科基金会和思科员工在灾后立即行动起来，为

灾区应急捐款捐物，捐赠钱物总价值超过��0万美元，同时

还利用思科的技术为偏远地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然而，灾

区人民生活及社区的恢复和重建还需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

努力。

了解到灾区的实际情况后，我们立即制定了详细的援助计

划，我们希望在帮助四川人民重建家园的同时，也努力为四

川省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是我们设立

“思蜀援川”项目的出发点，希望能将灾难转变为促进社会

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契机。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只是意味着捐款，而是需要借此机会，以一种负责任的、透明的方式促

进社会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思蜀援川’项目证明，即使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企业、政

府和其他组织也能积极地寻求创造性的方法，为社区做出重要的贡献。”

—Tae Yoo，思科全球高级副总裁、企业事务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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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蜀援川”：重建与希望

�008年7月1日，思科公司与四川省政府共同签署谅解备忘

录，宣布双方将合作开展“思蜀援川”项目。根据该备忘

录，思科将在三年内为灾区重建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投入价

值总额为4500万美元（约合3亿人民币）的设备、技术、培

训和解决方案，重点用于灾区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重建。

“思蜀援川”项目愿景—改善和提升当地的医疗和教育条

件，促进人才培养和增加就业机会，协助四川省实现具有

推广价值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吸引更多投资。并帮助在

精神上和物质上均遭受重创的四川人民重新燃起对未来生

活的希望。

协同合作的援建策略

“思蜀援川”项目利用协同技术带来的力量，把最适合的人

员、合作伙伴、流程和技术整合到一起，促进政府和企业之

间的合作，充分展示思科“新网络，人为本”的巨大能量。

思科团队在实施该项目过程中，与政府、合作伙伴、社区及

全球相关行业顾问密切合作，我们期望该项目不仅能满足当

地的社会发展需要，同时也能成为可推广的典范，以便将来

复制到中国乃至全球其他地区。我们深信，通过密切的配合

与紧密的协作，来自各方之力必将把该项目推向成功！

执行和管理

“思蜀援川”项目由思科高层管理团队发起，由一支精干的

专业队伍负责执行，将充分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整合思科在

全球的资源，并由指定的合作伙伴提供配套设备和技术作为

补充。项目的各项方案和计划都需要通过试点进行周密的可

行性验证，以确保能在其他地区进行有效的复制和推广。

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先生是“思蜀援

川”项目的发起人。在公司内部，由十位思科高层管理人员

组成的委员会对项目进行持续指导。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思科

全球高级副总裁、企业事务总裁Tae Yoo女士，思科全球高级

副总裁、思科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瑞夫（Jim Sherriff）

先生和思科全球副总裁、思科中国副董事长兼总裁林正刚先

生等。

此外，我们尤其要感谢以下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

来自四川省政府的持续指导、合作和投入，“思蜀援川”项

目将不会取得成功。

●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  蒋巨峰

●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黄小祥

●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家国

● 四川省商务厅厅长 谢开华

● 四川省卫生厅厅长 沈 骥

● 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 颜丙约

● 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 康

● 四川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 徐 扬 

● 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林 海 

● 成都海关副关长 肖 力

● 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刘 聪 

● 四川省卫生信息中心主任 甘华平

同时，我们也特别感谢商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力

支持。

援建对象遴选标准

“思蜀援川”项目将首先在有代表性的社区、医疗和教育机

构开展，我们在选择援建地区和机构时着重遵循以下标准：

● 战略重要性：当地社区和相关组织具有迫切的援助需求，

而且能充分发挥“思蜀援川”项目的积极影响力。

● 信息与通信技术环境的成熟度：该地区应具备一定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基础，参与项目的相关人员应具有基本的计算

机知识或者非常乐于学习，同时，当地应有必要的供电以

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 当地政府对方案持续运行的积极承诺和主动意识：参与的

民众和政府领导支持采用思科基于信息技术的援建解决方

案并提供必要的协助，为此，当地应投入一定的人力和必

要的配套资金。

● 典型与示范意义：援建方案与所选择的示范地区具有典型

意义，援建成效应易于衡量，模式可推广，便于在其他地

方、其他类似情况下复制援建方案。

援建方案的设计原则

对目前正在实施的以及在未来两年计划开展的医疗卫生和教

育援建项目方案，我们在进行方案设计和实施时都将遵循以

下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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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学生信件摘录

● 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保持一致；

● 满足基层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并能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 惠及尽可能多的民众； 

● 发挥当地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确保援建方案能长

期使用和运行；

● 采用行业标准和开放系统，尽可能减少定制化开发；

● 易于实施，便于持续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培训，减

少运行和维护成本；

● 先期进行概念验证和可行性验证，以确保后期推广和持续

创新；

● 充分发挥思科及其合作伙伴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专长；

● 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对能源的需求应合理，并且具有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敬爱的思科集团总裁：

Dear CEO of Cisco Systems:

我是一名来自四川灾区的女学生，特地来向您道谢的。也许您并不

记得我，但我永远记得您。

I am a female student from the earthquake-stricken Sichuan.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you. Perhaps you don’t remember 

me, bu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七月奠基，十二月搬进新学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话。是遥不

可及的。

“Laying the school foundation in July, and moving-in in December” 

this was a fairy tale to us. It was beyond our dream.

您公司的人又为我们“锦上添花”在每间教室了都安装了最先进的数字化教育设备。我们又可

以在书海里遨游了。我们开心，我们高兴。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As“icing on the cake,”your company put in the most advanced electronic teaching technol-

ogy in each and every classroom. Again, we can roam through the sea of knowledge. We are 

happy, and we are moved beyond words.

有句古话说的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啊，您们的恩如此之大，我们又该怎样去报答您

们哪？

As an ancient saying goes, “A drop of water given in need shall be returned with a burst of 

spring.” But how can we ever repay you for what you did?

地震距今快一年了。我们的生活也在翻天覆地变化着。这些变化有一半都受于您们这些好心

人。是您们的大爱感染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人与人的秘诀－那就是－爱。

It has been almost a year since the earthquake. It is partially because of people like you that 

it has been possible for us to experience earth-shaking changes in our lives. Your love has 

touched us. We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humanit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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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一年的进展及成果

与中国政府灾后重建的计划与措施保持一致，“思蜀援川”

项目在第一年工作重点是：

● 组建领导和执行团队

● 制定完整和详细的战略规划

● 理解需求，进行可行性验证

● 遴选合作伙伴

● 设计和测试解决方案

● 实施和评估试点计划

第一年的主要成果

“思蜀援川”项目在协同医疗模式的探索和设计上取得了良

好的进展。协同医疗模式的目的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

性，即通过先进的信息与网络技术让异地的医学专家们可以

方便地为四川当地的灾区民众提供服务，从而提升灾区的医

疗水平。协同医疗模式的试点项目由我们与四川省卫生信息

中心、四川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香港“站起来”行动计

划（StandTALL）和香港青年发展基金等多个合作伙伴共同

设计和完成。

中国政府对“思蜀援川”项目的认可

去年，思科公司对于四川省灾后重建工作所做出的贡

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和表彰：

● 中国民政部授予思科公司“�00�年度中华慈善奖”

● 中国商务部授予思科公司“� · ��汶川地震救灾重建

贡献奖”

五月
● �月��日，四川省遭受地震

重创。

● 思科公司、思科员工和思

科基金会提供紧急援助。

2008年的主要事件

2009年的主要事件

六月
● 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约翰 · 钱伯斯，思科全球高级

副总裁、思科中国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史瑞夫和思科全球副

总裁、思科中国

副董事长兼总裁

林正刚访问四川

地震灾区。

七月
● �月�日，思科公司和四川省

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

“思蜀援川”项目。

八月
● “思蜀援川”项目团队

在地震灾区进行前期需

求评估。

一月
● 在绵竹市遵道学校（灾区

首个完成重建的学校）启

动��世纪网络学校试点。

● 中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开

发署达成协议，批准思科

公司向四川省捐赠的进口

设备免税。

三月
● �月�日，“网络笔友”试点计

划启动，将四川省都江堰中

学的学生与思科公司美国加

州员工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们

连接到一起。

● �月��日，中国红十字会代

表到访思科公司，感谢思科

公司对四川救灾行动的无私

奉献和大力支持。

四月
● 首批思科公司捐赠的免税进

口网络设备运抵成都。

● �月��日，约翰 · 钱伯斯与四

川省政府领导和主要医疗机

构负责人会面。

五月
● � 月 � 日，思科医疗

网真和移动医疗网真

技术为“川港康复中

心”提供支持。

● � 月 � 日，母亲节的

前一天，四川灾区的

母亲们通过思科网真

与她们远在广东学习

的孩子们进行“面对

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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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全国著名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我们在设计

可复制的协同医疗模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我们为更好

满足灾区偏远农村地区的医疗需求，设计了“多用途移动医

疗车”。此外，我们在德阳启动了构建区域性医疗网络的试

点项目（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将作为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相关公共卫生项目的试点）。同时，从全局出发，我们还启

动了四川省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的工作。

我们还设计了一些旨在探索解决中国教育发展当前面临的主

要问题的援建方案，例如如何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如

何加强教师培训、如何解决基层教师短缺问题以及如何提高

职业教育质量等。通过与四川省教育厅和各地教育局的密切

合作，我们设计的��世纪网络学校模式已在�00�年�月�日

新学期开学时投入了使用。

此外，我们还有针对性地设计了适用于城市学校、乡镇学

校、农村学校和职业学校等几种不同类型的��世纪网络学

校模式。计划在�00�-�0�0学年投入使用的成都教育城域网

络将为上述几种网络学校模式提供先进的基础平台，为偏远

地区的学校提供视频流媒体和远程教育等服务。这些视频连

接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知识，还可以促进教师、学校和教

育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外，思科网络技术学

院也正在四川省高等教育机构中不断推广。思科网络技术学

院® 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与通信技术技能培训的计

划，已在超过���个国家和地区的�000多所教育机构中开设

了相关培训课程，是世界上最大的基于计算机与网络平台开

展培训的组织之一。

九月
● �月�日，在都江堰中学和阿坝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启动��世纪网络

学校模式试点。

● �月��日，通过思科远程医疗设

备，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青川县人民医院和华西医

院实现互联，为灾区提供

紧急远程医疗支持。

十一月
● ��月�日，约翰 ·钱伯斯和四川

省副省长黄小祥通过思科网真

平台举行会谈。

● 在都江堰中学安装互联网服务

亭，学生可访问互

联网和查阅电子

邮件。

十二月
● ��月�日，思科公司荣获由中国

民政部授予的“�00�年度中华慈

善奖”。

● ��月�0日，思科员工向灾区学校

捐赠冬衣、棉

被和鞋子。

● �月��日，中国商务部表彰思科

公司在四川灾后重建工作中所发

挥的积极作用。 

六月
● �月�日，完成四川省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系统数据中心

优化。

● �月��日，“网络笔友”试点计划

中的都江堰中学的学生们首次

通过网真与其远在美国的笔友

们进行交流。

● �月底，完成“健康四川�0�0” 四

川省卫生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现

状报告。

● 在万科、腾讯和平安保险

等公司的资助下，为�00多

位来自都江堰和汶川的教

师举办了为期�天的心理康

复讲座。

● 举办灾区儿童绘画作品义卖

会，为地震后的孤残儿童提

供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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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说明 进展

对社会的直接经济投入 思科公司、思科基金会和思科员工迄今为止的

捐款*

�0,���,�0�美元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效益 四川省从“思蜀援川”项目中获得社会与经济

效益的县市

�0个重灾区中的�个（汶川、北川、绵

竹、什邡、青川、都江堰和彭州）

当地人才技能培养 四川省参与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培训项目的学生

获得实用技能

截止到�00�年�月有����人，比去年同

期增长��%

合作伙伴能力提升 参与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得到能力提升 ��家合作伙伴

思科员工志愿精神 四川灾后重建中，直接参与志愿工作或捐献钱

物的思科中国员工

��%的思科中国员工在过去一年直接或

间接持续参与志愿活动（思科中国公司

所有分支机构均有员工参与）

技术和行业专家 来自其他团队，全力支持“思蜀援川”项目的

思科专业技术人员和行业专家

�0名

过去的一年，“思蜀援川”团队着重于援建方案和计划的设

计和试点，随着项目方案的确定、团队的建设和合作伙伴的

确定、配套资源的到位以及流程的完善等，本报告中所介绍

的方案和计划将会在未来几年中为当地带来更大的效应。

“思蜀援川”项目的社会效益

下表为援建项目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主要社会效益和

成果。

图� 下图列示了“思蜀援川”项目第一年（�00�年�月�日到�00�年�月�0日）各援建领域的投入比例

“‘思蜀援川’项目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帮助人们建立更加高效的、美

好的环境。它还会增强灾区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

—陈绮媚，普罗米休斯科技有限公司亚太区副总裁

按援建领域划分的第一年投入比例

（2008年7月1日-2009年6月30日）

教育项目 思科网络技术
学院

项目管理 医疗项目

* 不包括捐赠的冬衣、电脑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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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医疗，惠及万众

目标：创新性地应用先进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帮助地震灾区提升医疗水平，增强卫生服务能力

在地震过后，四川省在为灾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面临着艰巨

挑战。即使在地震发生之前，四川省的人均医疗资源也低于

中国的平均水平。此次灾难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并对医

疗设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形势因而变得更加严峻。 

“思蜀援川”项目致力于帮助灾区恢复医疗卫生服务，并为

建立起面向��世纪的医疗体系奠定基础。同时，项目所设

计的医疗解决方案高度契合“健康中国�0�0”所提出的提

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

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战略目标。

此次地震的受灾人口估计约为���0万人。要在这样一个地

域辽阔、受灾人口众多的地区构建一流的医疗基础设施，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因此，“思蜀援川”项目

较短的时间跨度要求我们必须将关注重点放在实现具有可

推广性的试点项目上，并注重平衡项目的短期效果和可持

续的长期效应。 

重点解决方案

与中国政府的医疗基础设施灾后重建计划的进展相一致，

“思蜀援川”医疗援建计划在第一年着重于在以下四个相

互关联的领域制定科学的援建方案并开展可行性验证：数

字化医院、区域医疗网络、远程与协同医疗网络以及移动

医疗网络。

● 数字化医院：该计划旨在为所援建的部分县级医院和乡镇

医院构建医疗等级的网络环境，以支持整合的医院业务应

用系统（其中包括了门诊与住院信息系统、实验室信息系

统等），从而提高医院的业务效率。

● 区域医疗网络：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连接城镇和乡村医疗机

构的宽带广域网络，并建立起与四川省卫生厅、大城市的

综合医院等外部机构之间的可靠连接。而将要实施的以区

域为单位进行信息技术资源共享的模式则有助于以更低的

成本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服务。 

图� 医疗计划概况

三级医院

三级医院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二级医院

乡镇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临时医院

移动医院／

诊所

乡镇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

区域共享卫生

数据中心

药店

当地政府机构

居民家庭

国家疾控中心

省疾控中心

当地疾控中心

移动疾病监测

数字化医院
● 医院信息系统

● 电子病历

● 企业级病人主索引

● 智能医院

区域医疗网络
● 共享区域数据中心／

应用托管服务

● 医疗机构间信息共享

与互操作

● 区域共享IT服务

● 区域电子健康档案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

理信息系统

远程与协同医疗网络
● 协同医疗

● 远程问诊

● 远程放射检查

● 医务人员远程培训

移动医疗网络
● 为居民与基层医务人

员提供移动网络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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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与协同医疗网络：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由诸多医院参与

的协同医疗网络，通过采用先进的思科网真等协同技术，

让医生能够有效的通过远程的方式诊断病情、治疗疾病并

进行医护人员培训。思科医疗网真系统融合了目前最先进

的视频、音频和医疗信息技术，可以创建一个高度逼真的

虚拟环境，让患者有如在医院里与医生当面交谈一样。

● 移动医疗网络：我们正在设计和开发多功能移动医疗卫生

服务车这样一种可推广的模式，以服务于交通不便的山区

和农村。我们还将引入移动式手持设备，以支持全国范围

的疾病监控和健康管理。

第一年的主要成果

● �00�年�月，完成了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的部署，成功

地支持了位于省会成都的华西医院和位于青川、都江堰的

临时灾区医院之间的远程诊断。 

● 由于地震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管理系统性能亟需提升。我们对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架

构评估，制定并实施了数据中心性能提升方案。 

● �00�年�月，通过与四川省卫生信息中心和中科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启动了“健康四川�0�0” 四川省卫

生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项目。该项目已完成的第一阶段现

状分析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四川省目前医疗卫生领域对信息

与通信技术的需求。 

● 为德阳市制定了全面的区域医疗信息整合与发展规划方

案。该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区域医疗网络、区域协

同医疗以及区域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 与网络基础设施服务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华讯网络系统有限

公司、斯恩威公司和华西医院合作，共同启动了“健康汶

● �00�年�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川港康复中心”完成

了思科医疗网真系统的部署，并成功应用于为灾区民众提

供远程物理康复和精神康复指导。 

● 以五十铃轻卡为基础，通过配备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完

成了第一辆多功能移动医疗网真车的改装。该车已在汶川

县等极重灾区成功进行了现场测试，将为偏远地区受伤的

灾区民众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以远程的方式实现有效的医疗服务

由于被埋在地震废墟中长达���个小时，四川居民马元

江失去了他的左手，并且遭受了其他一些创伤。目前，

他正在学习如何使用好他的假肢。思科援建的医疗网真

系统在位于成都的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首次试用期间，

马先生通过高清晰的视频和音频连接，向远在香港的康

复医疗专家们咨询了他在康复训练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除了在位于成都的“川港康复中心”采用了思科捐助的

医疗网真技术之外，“思蜀援川”项目还捐赠了一辆专门

的应急移动医疗车，并为该车配备了先进的网真以及通

信技术装备。随车的全科医生在偏远地区为当地病人进

行诊断时，可方便地咨询省城大医院其他医生和专家的

意见。

川”计划。该计划将建设一个覆盖全县的医疗通信网络，

以信息技术共享服务中心的方式为全县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整合的信息系统与IT服务，在汶川县��0急救中心建设数

字化的呼叫中心，为汶川县人民医院全面建设数字化医

院，并捐助一辆移动医疗车以设备共享的方式为偏远地区

提供B超、数字X光机等医疗影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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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信息化

目标：为灾区学校建设先进的网络与信息化环境，开展协同教育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非常崇尚教育，并把读书成才作为获得

良好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重要途径。家庭和政府都把对下

一代的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由于地震的影响，四川省灾区的教育条件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有些地区，甚至所有的学校都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名学

生和教师无家可归。全省需要重建的学校多达���0所，相

关的信息和通讯设备和设施也需要重建。

制定计划，确定重点

“思蜀援川”项目的教育援建方案和计划与教育部、四川省

教育厅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保持一致。具体包括：

● 提高教育质量

● 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 增加教师数量，提高教学质量（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 发展和加强职业教育 

“思蜀援川”项目致力于为小学、中学、职业院校和大学等

各种类型的教育机构提供网络和基于网络的教育服务和技

术，以协助推动上述重要目标的实现。由于需要重建的学校

数量非常多，我们计划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具有代表性的教

育环境中进行方案试点。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再推广到更

多的地点和社区。 

图� 教育计划概况

极重灾区 成都、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

学校领导/教师
学生

家庭/家长 当地教育局 学校领导/教师
学生

专家/网络技术学院
网络笔友

协同教育

门户

协同教育

基础设施

教学和学习
● 协同教学

● 虚拟教师和电子教学资源

● 信息与通信技术培训和学习

● 培训和管理

社区
● 教师社区

● 学校领导社区

● “思蜀援川”集思社

● 学生/家长社区

城市/乡镇学校
● ��世纪网络教室

● “家长互联” 城市学校

乡镇学校

乡村学校
● 虚拟授课

● 常规的教学中融入虚拟

专家指导
乡村学校

职业院校
● 虚拟教师

● 网络技术学院（CCNA，
企业家精神课程，就业

指导课程）

职业院校

“思蜀援川”教育网络
● 成都教育城域网

● 四川教育广域网

● 互联网连接

● 远程维护

重点中学

师范大学

内容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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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在多所灾区学校建成了��世纪网络学校的试点模式，

为教师提供了电脑、电子互动白板、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平

台并进行了相关培训，设计、建设了安全的有线和无线校园

网络。我们将建设一个虚拟教育资源网络，从而以最低的成

本，通过网络传输高质量、可扩展、虚拟化的教育服务和教

“网络笔友”：通过网络交流

在都江堰中学师生们的提议下，我们在�00�年�月开始

尝试“网络笔友”计划，让孩子们通过电子邮件互相交

流。我们从都江堰中学挑选了��名英文水平较高的学

生，使他们与思科公司在美国加州圣荷塞总部员工的孩

子们建立了一对一的联系，帮助中国学生实践和改进他

们的英文写作水平。开始以为孩子们每月只会互通几封

邮件，但太平洋并没有隔断孩子们的热情，他们几乎每

周都相互通信，相互交流。 

�00�年�月，两地的孩子们分别相聚在思科公司位于美

国圣何塞和四川成都的办公室，通过思科网真进行了虚

拟会面。孩子们对这样的“会面”兴奋不已，交流不

断。参与此次会面活动的学校老师和家长们也同样兴

奋，并对这样的交流和成果感到非常高兴，一致希望在

为期三个月的试验计划结束之后继续推进此项目。

育资源。我们还将在四川省的所有大专院校开设思科网络技

术学院培训课程，培养中国未来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员。

上页图表描绘了“思蜀援川”项目的各项教育计划的总体方

案。部分计划将在本项目的第二年实施。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民提供最佳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作为我们对中国长期承诺的一部

分，我们正在加强与各方的合作，使思科能和中国共同成长。”

—林正刚，思科全球副总裁、思科中国副董事长兼总裁

“‘思蜀援川’项目所建立的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它将改进我们教授知

识的方式，帮助学校快速地提升教学质量，尤其是在创造力方面。它还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

也有机会获得世界级的教育。” 

—杨兴全，四川省绵竹市遵道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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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主要成果

● 在�00�年�月�日地震后的第一个新学年开学前，在�所学

校建成了��世纪网络学校的试点。

 

● 目前已在�所学校完成��世纪网络学校的建设，包括�所

城市中学（四川省都江堰中学）、�所乡镇中学（绵竹市遵

道学校）、�所高等院校（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所

职业教育学院（彭州职业教育学校）。

● 在�所极重灾区学校安装了先进的网络设备和技术，�万多

名学生已经在��世纪网络化学校的环境中学习。

● 捐赠并安装了��0个��世纪的互动教室，配备了计算机、

投影仪、电子互动白板、响应器（投票器）、数字化教学

资源和安全互联网的接口等。

● 为援建学校老师提供了��0台计算机，为���名老师提供

了计算机使用、互联网知识、电子互动白板的使用以及制

作电子课件等方面的培训。 

● 考虑到农村地区学校的一些特殊情况，有针对性的设计了

创新的方案。例如在松潘县存在供电困难的乡村学校的援

建方案中将采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 和四川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合作，新开设了��所思科

网络技术学院，到 �月 �0日为止培训了�0�名新讲师，去

年入学的学生数量增长了�� %。

图� 一名都江堰高中学生送给思科公司的书法作品

“‘思蜀援川’项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模式为学校的教学和管理都带来了创新的变革。它促进

教育质量的提升，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均衡的教育体系。这与我们的目标完全吻合：通过教育

信息化实现教育现代化。”

－刘聪，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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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装备了创新的��世纪教育技术和设备的学校里，老

师们的教学方法得到了改进，教学效率得到了提高，并取得

了可喜的教学成果。例如，绵竹市遵道学校在�00�年绵竹

市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中，取得了创纪录的优异成绩：其中，

英语和综合学科的平均成绩全市排名第一，语文平均成绩全

市排名第二；该校的初三毕业生考入四川省和全国重点高中

的比例也比过去提高。

母亲节相见于网真

�00�年�月�0日，是四川地震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在�月�日，母亲节的前一天，我们把汶川县桑坪中学��位

孩子在广州学习的母亲接到思科成都公司办公室，让她们通过思科网真与远在广州，相隔千里的孩子进行了

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现场见面情景令人感动。

“思科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所展示的基于互联的模式为连接四川省的偏远和农村地区提供了一

种真正有效的方法。思科为此项目所做的庞大投资显示了该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

重视。”

—李碧菁（Roberta Lipson），美中互利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和睦家医院董事会主席

“在四川地震灾区，思科除了在医疗IT方面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以外，还致力于探索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力求为四川医疗卫生信息化带来长期的帮助。”

—甘华平，四川省卫生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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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为能有机会为四川省的灾后重建和发展尽微薄之力而感

到非常荣幸。我们在“思蜀援川”项目的第一年工作中获得

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并会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本项目后续的目

标、设计、方法和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

第一年里，我们的工作着重于规划和方案设计、可行性验

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实施试点计划。在第二年里，

我们将集中精力在方案的执行和实施上。在继续关注于持续

创新的同时，我们希望加快项目的落实和实施，使更多的民

众和社区能够受益于我们提供的医疗和教育解决方案。

未来展望

在本项目的第三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将主要关注并确

保已落实的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大部分前期基

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将在项目的第十八个月内建成，而且大部

分基于网络的服务将会在项目第二年结束之前全部落实，从

而让我们能够将工作重心从设计、测试转向实施和推广。 

挑战和经验

由于地震的破坏和冬季的严寒天气，四川省最北部的部分

灾区道路状况非常恶劣，在�00�年春季之前我们很难进入

那里受灾严重的农村地区。人员旅行与物流方面存在的限

制与挑战使得一些原计划在上述地区试点的方案不得不向

后推迟。

“在相关技术、执行步骤和良好的政府监督体系的支持下，‘思蜀援川’项目提供了高质量的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思科建立了可以推广的模式。这一模式还将帮助我们探索实现‘健

康中国2020’和新医疗改革计划中目标的方法。”

—杨功焕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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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设备的捐赠手续和流程上也遇到一些预料之外的延

迟，这也影响到第一批医疗和教育援助设备和解决方案的及

时到位。我们非常感谢黄小祥副省长、四川省商务厅以及

所有中央和四川省相关政府官员的积极支持，在他们的协助

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目前我们正积极地与合作伙伴一

起，加快货物的清关和运输，以更快地完成设备安装和方案

实施。

我们还深刻的体认到，只要深入、详尽的了解当地群众的需

求和政府的关注点，我们就可以与当地机构、政府一起共同

设计出满足当地医疗和教育需求的创新的解决方案，建立起

真正带来良好社会效益的可推广的模式。我们知道仅有好的

出发点和大胆有创意的想法，还远不能创造价值。只有将出

色的创意与多方紧密合作联系到一起，再加上务实、高效率

的执行，才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热切地期待在下一年里，进一步扩大“思蜀援川”项目

援助的个人和组织机构的范围。过去的几个月中，在中央和

四川省各级政府、相关企业合作伙伴和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

下，该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很

多艰巨的任务。我们在第一年中开展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我

们更期待着在未来的两年中，通过多方协作可以、并且必将

达成更多、更远大的目标！

关于思科公司和企业社会责任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技术公司，思科一直致力于协助构

建一个全球性的协同基础设施，即我们所称的“新网络，人

为本”。它会对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我

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重点包括环境、社会、企业监管和我

们的员工。思科希望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之一，而成为对

世界贡献最大的企业之一则是这个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负责任的业务实践和社会投资，我们将能够为我们的企业

和整个社会创造出长期的价值。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思科公司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web/about/ac���/csr�00�/index.html

如果您对本报告及其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发送邮件到： 

sophzhang@cisco.com

“所有参与和了解‘思蜀援川’项目的思科员工都对我们在建设世界级的21世纪网络学校和

先进的医疗基础设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

— 史瑞夫（Jim Sherriff），思科全球高级副总裁、思科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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