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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中国：

一家德企的严谨公益之道
很多企业都做公益，并为此

成立了专门部门。 但为做公益还
特意设立一个加入外聘专家的
指导委员会，来批准审核监督自
己的公益项目，也许就只能是德
国企业做得出来了。

德国人的严谨行事作风是
出了名的，这一点也毫不保留地
体现在了他们做公益的态度上，
也渗入到其公益项目的各个方
面。

为什么选择宁夏？

2012 年 11 月， 博世中国慈
善中心实施的博爱食堂试点项
目在宁夏泾源县白面小学启动，
并于 2013 年 10 月圆满竣工。 如
果项目后续计划能够通过其指
导委员会的审批，宁夏每一个县
都将有一所贫困学校建立起这
样温暖明净的食堂。

负责慈善中心运作的博世
中国副总裁姚勤向《公益时报》
记者讲述了她在调研时获得的
信息: 作为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
区， 宁夏虽然从 2008 年就开始
了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工
作，但由于资金问题，小学食堂
未列入其中。 宁夏几乎 90%以上
的小学没有食堂，“一个灶台两
口锅，一个案板两张桌，就是全
部家当，窝头咸菜大饼几乎是孩
子们全部的食物。 ”虽然政府的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贴让孩子每
天能吃到一个鸡蛋和一袋奶，但
无法改善其就餐条件，大多数小
学生是在操场或教室中吃饭的。
看到西北寒风中在户外排队打
饭和吃饭的孩子们，姚勤希望博
爱食堂的建设能为他们解决最
基本的就餐困难。

博爱食堂项目选在宁夏首
先实施，还有更多的原因。 姚勤
说，有需求是首要的；其次，宁夏
是全国地域面积最小的自治区，
先覆盖这里，然后再向其他地方
推广会更容易；另外，宁夏政府
提出的“黄河善谷”已经把慈善
做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对慈善的

认识比较超前，其他地方一直在
招商引资，他们提出了“招善引
智”， 理念的契合会让项目落实
起来更顺利。

试点过程也证明了之前的设
想， 各级政府除了在项目选择和
实施等过程中的支持外， 当地政
府还承诺提供 1:1 配套资金一起
建设。后续的计划是这样的：在其
他各县中， 政府提供三个贫困学
校作为考察对象， 博世经过实际
对比后选择最需要资助的一个学
校建设博世博爱食堂， 并根据每
个学校不同情况， 博世提出设计
方案，当地教育局负责项目实施。
在整个招标、施工、验收的过程，
博世都会参与监督检查。

“硬件”资助结束后，博世还
会通过“软件”支持的方式，即举
办师生培训夏令营、邀请学校师
生到公司参观学习、接受学校学
生到公司实习、派遣志愿者到学
校支教等活动，保持慈善项目的
可持续性和长期性。

确定项目的四项基本原则

姚勤介绍，博世是一家拥有
120 多年历史的公司， 业务遍及
150 多个国家， 员工 30 多万人。
在这样一家全球企业，“注重长
期规划，是慈善战略的基础。 ”

2013 年，博世中国与国家发
改委西部司就共同在西部地区
开展教育扶贫项目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制定
了 2012 至 2015 三年规划， 总计
有 40 个慈善项目， 重点帮助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和
扶贫事业。 这份规划是在走访了
中西部 8 个省份 16 个县市 30 多
个村镇学校，深入了解情况后制
定出来的。

这 40 个项目分布在四个
方面， 包括帮助西部贫困地区
建设校舍和食堂的“博世博爱
工程”； 在贫困地区职高设立
助/奖学金的“博世职教工程”；
援助西藏等特殊贫困地区学校
太阳能供暖建设的“博世扶贫

工程”；支持各分公司所在社区
公益事业的“博世社区工程”。

怎样确定这 40 个项目的实
施区域和内容？姚勤介绍了博世
中国选择项目的四个原则。

首先是确定在扶贫和教育
领域，管理层对此曾有详尽的分
析，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
三个：教育、贫富差距和环境问
题。 博世中国把慈善重点放在前
两个，是因为环保本身就已经存
在于博世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和业务方向之中（2012 年，博世
集团的 48 亿欧元研发资金中有
近一半投入到了环保节能技术
开发上）。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慈
善是助人成才并对国家民族影
响深远的慈善事业。 博世认为，
将教育与扶贫两者结合起来的
慈善模式，是从根源上帮助贫困
人群脱贫致富的可行方式。

第二项原则就是遵照中国
政府的扶贫和慈善发展纲要，了
解政府在地方上的扶贫布局、工
作动向。 比如在宁夏食堂项目
中，就要具体了解到哪些地方确
实需要资助、哪些学校可能会撤
并，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并实地
考察。 姚勤说：“中国的每个五年
发展规划，我都会详细研究。 业
务发展如果和政府方向相悖，就
很难发展起来，慈善计划的制定
也是如此。 ”

第三是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项目要有实体。“不能仅仅给孤
儿院捐一点钱，在媒体上造成一
点轰动影响就完了。 ” 姚勤说，
“我希望在博世慈善中心起步阶
段就打好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即使以后换了负责人，也可
以在现在的方向和项目上继续
走下去。 打造博世中国独特的慈
善品牌， 不是三两年能做到的，
但是必须在一开始就考虑到。 ”

第四项是慈善项目要有利

于公司志愿者活动的开展，给公
司员工了解社会、贡献社会的途
径， 也让社会通过活动了解博
世。

请人审核自己

国际方面，博世在 1964 年就
成立了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以
下简称博世基金会）， 这家基金
会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交流方
面，这几年在中国的投入逐步加
大，已经开展了“中德媒体大使”
等十几个项目。

在国内，博世中国 2011 年成
立了慈善中心，主要任务是整合
博世在华慈善活动，计划每年投
入 2500 万元的预算用于支持中
国的教育发展和扶贫事业。 除了
向博世基金会学习慈善运作方
式，博世中国慈善中心的业务是
完全独立的。

姚勤介绍，其实博世中国最
初是想成立基金会的，预算已经
划拨下来，但申请注册基金会尤
其是外资企业申请，注册下来比
较周折， 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
所以管理层决定先成立慈善中
心， 作为独立部门运作慈善项
目，同时继续申请注册基金会。

作为一家德国企业，博世中
国在做慈善方面也一板一眼。 管
理层为慈善中心设立了一个指
导委员会， 委员会的 6 个人中，
包括 3 个外聘独立专家，3 个内
部人员分别是博世中国总裁博
世基金会的一位董事以及姚勤。
委员会手握慈善中心每年的项
目审批权，尽管三年规划已经制
定，但其中每一年的具体项目都
要拿到会议上审议，通过后才能
实施。

企业出钱做慈善，还为自己
找个监督机构，这可不多见。 姚
勤形容委员会的审核过程就像

毕业答辩，非常细致严格。 每个
项目，姚勤和慈善中心的同事都
经过实地考察，提出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交给委员会，并陈述出
无懈可击的理由， 才会获得批
准。 这只是开始，项目完成后还
要经过严格的财务审计。

持续、创新要以需求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博世中国慈
善中心项目选择原则之一。 姚勤
认为，项目可以从空间、时间或
形式上实现可持续性。 博世的大
学生助学金计划，是中心刚刚成
立时的第一个计划，也是第一个
落地项目，当时在全国选了 8 所
大学。 项目三年到期之后怎么
办？ 姚勤还是希望把它继续延续
下去， 但形式上要有所调整，对
于之前的 8 所大学，可以结合已
经建立起来的资助资源提供更
多软性支持， 比如开展讲座、邀
请学生来公司实习甚至就业。 而
空间上，这第一批大学都在省会
城市，姚勤将第二批项目学校放
在了二线城市，“我们觉得二线
城市的贫困学生更多一点，更能
结合博世在中国的几十家企业
在所在地实施项目，在形式上也
更利于企业员工进行志愿者活
动。 ”对方案作出改变，也让姚勤
花费了一番功夫去说服管理层
提交指导委员会。

博世中国的志愿者体系，从
总部贯穿到在各地的企业和各
事业部，也像公司一样有着完整
的组织架构。“各分公司都有志
愿者组织， 并与各自企业工会、
员工代表大会、党组织等共同开
展活动。 慈善中心则负责进行培
训和指导。 ”从志愿者组织开始
成立到现在， 已经有 1000 多人
登记在册，博世中国还特意制定
了一份志愿者手册。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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