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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企业资源 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2014中国慈善榜之慈善家回访

� � 从“苏宁电器”到“苏宁云
商”，苏宁集团这家 20 多年来坚
持以实体门店经营为主的中国
最大零售企业，正努力变身为线
上线下融合的互联网零售企业。

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掌门人
张近东在主导企业变革的同时，
同样加深着对企业社会责任、对
公益的认识，张近东表示：“苏宁
全面转型互联网化在公益事业
的创新实践上的表现，就是我们
正在运用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
神，让公益活动融合了线上线下
O2O 模式， 搭建起开放平台，形
式变得更活跃， 参与变得更多
元，效果变得更透明，更好、更充
分地回报社会。 ”

公益捐赠：
温暖中透着互联网范儿

“公益庆生”是苏宁的传统。
张近东表示：“做百年的企业是
苏宁人共同的梦想，做社会公益
是苏宁人永恒的价值坐标。 服务
民生、公平社会、助人为乐、传递
爱心是苏宁人最好的生日纪
念。 ”

苏宁在向互联网转型的同
时也一直在坚持着公益之路。
2013 年 12 月 26 日是苏宁成立
23 周年的庆典日， 按照惯例，在
苏宁总部及全国各地分公司同
步开展了公益捐赠及社工志愿
者活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互联网转
型被运用到了公益事业创新上。
与往年线下捐赠不同，当天苏宁
员工都是通过苏宁易付宝账户
在线捐赠一天工资。 张近东带领
现场的数百名苏宁员工登录苏
宁易付宝，购买面额不等的“阳
光 1+1”爱心券，当场完成支付。
现场大屏不断滚动着全国苏宁员
工的实时捐赠数据， 截至当天中
午十二点左右， 苏宁员工自发捐
赠金额近 200 万元。 这些款项全
部用于 2014 年苏宁各地员工开
展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员工可以
随时登陆 OA 平台， 查询“阳光
1+1”了解每批捐赠金额的用途。

除此之外，苏宁联合真爱梦

想基金会与《时尚芭莎》杂志共
同在苏宁易购开设的明星慈善
义卖店也在当天正式开拍，陈
数、刘涛、吴莫愁等众多演艺明
星的私藏物品以拍卖形式筹集
善款，全部用于“梦想中心”多媒
体教室项目的建设。 这是苏宁
2014 年上线公益频道之前的初
次试水，现在苏宁已与国内众多
公益机构接触、洽谈，他们将在
苏宁易购上免费开店，销售爱心
商品，搭建一个人人参与的公益
募资、公示平台和渠道。

当天，苏宁向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共青团
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爱德
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共捐赠 3695
万元。

开放共享：
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

针对苏宁的一系列互联网
公益的行动，张近东表示，近几
年苏宁在推进互联网转型，互联
网企业的价值不在于自身拥有
资源的多少，而在于与社会分享
资源的多少，最终苏宁将成为一
家社会化企业，将把自身资源免
费开放给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
组织， 推动公益事业的互联网
化， 带动公益组织更加高效、更
加专业地发展。

互联网渠道的公益捐赠总
额是体现公益互联网化程度的
一项重要指标，致力于搭建互联
网公益平台的苏宁在 23 周年庆
典日举办的主题为“网聚仁的力
量” 的“2014 年企业公益论坛”
上， 发出了 1000 万元捐赠的苏
宁猜想———2016 年通过互联网
渠道的公益捐赠总额是多少？

“谁的数字最接近未来实际数
据， 谁就将获得苏宁 1000 万元
公益捐赠。 ”

这个对未来的猜想， 体现出
苏宁对公益事业与互联网融合大
趋势的认同， 也将鼓励公益组织
更多借助互联网渠道创新发展。

为了促进互联网公益平台
的健康发展，张近东格外关注与

互联网相关的问题。 在今年的两
会上，作为政协委员，张近东带
来了电子发票、 个人隐私保护、
产业互联网化、加快移动商务应
用等多个提案。

其中， 关于产业互联网化，
张近东建议，应借鉴“两化融合”
经验，将互联网应用上升到国家
高度，成立国家级互联网战略专
项工作小组，制定明确的互联网
发展规划、实施路径，推进互联
网化应用的组织和推广工作。

合作共建
推动公益项目升级

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搭建，影
响的不仅仅是苏宁自身，与苏宁
合作的公益组织同样受益，共同
推动着公益项目的升级。

“苏宁校舍”是苏宁参与中
国扶贫基金会“筑巢行动”的公
益项目，是该项目最大的捐赠方
之一。 截至 2013 年底，苏宁连续
三年共计捐赠 3220 万元，计划为
贫困地区 64 所小学建设学生宿
舍楼———“苏宁校舍”，以解决当
地学子住宿难问题。 目前，首期
22 栋宿舍已经如期完工，其中四
川 4 所、贵州 8 所、广西 4 所、云
南 6 所。 苏宁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在公益互联网化的大势下，双方
将会有更多的合作点， 比如，正
在进行的各地救灾储备库建设
可以借助苏宁的庞大物流体系，
物资采购也可以通过苏宁海量
的供应商低价、优质采购，农村
扶贫中各地农特产品通过苏宁
易购销往全国各地等等。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的“阳光梦想中心”公益项目，截
至目前已收到苏宁的捐赠 1600
万元，计划为乡村或城郊学校建
设 160 个集多媒体教学设备、图
书为一体的，且便于开展互动式
“梦想课程”的“苏宁阳光梦想中
心”多媒体教室。 在互联网公益
平台上，除了联合真爱梦想基金
会与《时尚芭莎》杂志共同在苏
宁易购开设明星慈善义卖店，真
爱在全国各地的多媒体教室，还
将进行优化、互联网化，借助苏
宁的云存储资源，更多投入到线
上课堂。

全员参与
履行社会责任

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只是
苏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
分，自苏宁成立以来，对公益慈
善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一以
贯之，达到了全员参与的程度。

苏宁的公益项目，除了持续
捐助的“苏宁校舍”、“苏宁阳光
梦想中心”，还有“南京金陵文化
保护发展”、“体育课堂”、“艾滋
病防治”、“帮扶创业”等。

截至目前，苏宁累计公益捐
赠已近 9 亿元人民币。

苏宁各地分公司结合当地
实际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公益活
动，如为大学生、农民工赠送返
乡车票，帮助环卫工人、慰问弱
势群体等。 北京苏宁连续第八年
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展送 500
名大学生回家过年活动；广州苏
宁成立了环保爱心基金，帮扶困

难环卫工家庭、 慰问环卫楷模；
深圳苏宁制作了 10000 个购物
袋，消费者可用旧书籍免费换取
购物袋，收集到的图书将捐赠给
广东和平县秀溪希望小学；南京
苏宁为 5 个社区 200 个困难家庭
送年货，并在全市建设 50 个“苏
宁社区温馨家园”， 为社区提供
报纸图书等……

自 2010 年起，张近东及百名
高管团队联合爱德基金会发起
高管捐孤助学爱心行动，三年来
共帮助了 1641 位贫困孤儿，为他
们提供生活和学业上的支持。

作为零售企业，张近东还十
分关注商品安全对消费者权益
产生的影响。 在关于母婴食品安
全的提案中，张近东表示，解决
母婴食品安全问题， 需要行业、
企业加强自律、 提高产业水平，
更要靠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方
面，要明确零售商对商品质量的
法律责任，不论是实体零售还是
电子商务，都要切实承担起对自
身平台经营活动的监管职责，不
能置身事外；另一方面，经销商
要承担先行赔付的责任，及时保
障消费者权益，然后再向生产者
或服务者追溯；同时，还要建立
严格的母婴食品市场准入机制，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要零容忍，一
经发现严格取缔经营资质。 确保
消费者能够买到安全的母婴产
品，促进整个母婴行业健康稳定
快速发展。

从履行自身责任做起，发挥
企业优势，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
便捷的条件，张近东正带领苏宁
集团向社会企业大步迈进。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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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近东，苏宁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及苏宁积极履行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积极投身
社会公益事业。 2008 年，张近东个人捐赠 5000 万元支援汶川抗震救灾，创下当时个人
捐赠之最。 多年来，苏宁累计公益捐赠也已近 9 亿元。 张近东及苏宁曾获中国慈善榜
“中国慈善事业特别贡献奖”。

张近东（左四）在“点亮梦想”仪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