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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理 念

� � “一家真正的植根于大众的国民企业，是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精
神的，乐于承担社会责任，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普惠价值的事
情。 能够坚守商业伦理和道德，积极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为国民创造最大价值，为全球贸易做出贡献，能够赢得世界的信任
与尊重。 ” ———刘强东

� � 刘强东，京东集团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 。 刘强东
于 1998 年 6 月 在 北 京 创
业 ，从事光磁产品的经销 ，
2004 年创办京东 ， 正式涉
足电子商务领域 。 目前京
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营
式电商企业。 2014 年，京东
集团市场交易额达到 2602
亿元， 拥有近 7 万名员工。
2014 年 5 月 ， 京东在美国
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 与腾
讯、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
共同跻身全球前十大互联
网公司排行榜 。 2014 年 9
月 24 日， 京东公益基金会
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原始
注册资金为 200 万人民币，
计划在教育 、扶贫 、医疗等
领域开展社会公益慈善工
作。 刘强东获得“2015 年中
国慈善榜”“十大慈善家”的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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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

� � 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是
2015 年中国慈善榜“十大慈善
家”中最年轻的一员。 作为中国
新一代杰出企业家代表，刘强东
不仅带领京东集团连续多年实
现跨越式增长，成为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电商企业，取得了商业上
的巨大成功，同时，他还在企业
内部及全社会范围大力推动和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
将社会责任提升到企业战略高
度，以实际行动为员工、为社会、
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京
东要做国民企业，一个植根于大
众的国民企业，是能代表这个国
家精神， 乐于承担社会责任，愿
意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普
惠价值的事情。 ”2014 年，京东成
立了“京东公益基金会”，刘强东
希望能够带领京东在慈善的路
上更专业、更持续。

《公益时报》：你说过京东要
做一家国民企业，你认为一家合
格的国民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
应具备哪些品质？

刘强东：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民企业，永远不是把假货水货卖
到全国，还在全球进行假货输出
的企业； 永远不是不纳税的企
业； 也不是那种只有自己赚钱，
几乎每个合作伙伴都不赚钱甚
至亏钱的企业。

一家真正的植根于大众的
国民企业，是能够代表这个国家
精神的， 乐于承担社会责任，为
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普惠价
值的事情。 能够坚守商业伦理和
道德，积极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
解决方案， 为国民创造最大价
值，为全球贸易做出贡献，能够
赢得世界的信任与尊重。

《公益时报》：在目前京东高
速发展的阶段，你是如何权衡企
业价值和公益价值的？

刘强东 ：首先，从商业经营
来说，一家合格的企业，它的战
略布局，市场规模，上升速度以
及创造的价值，解决问题的科技
手段等， 是可以代表中国水平
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本身
就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
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从服
务对象来说，企业在履行社会责
任时，真正为国家、为百姓、为员
工要不遗余力地去做许多实事，
而这些实事是可以帮助生活工
作在一线的人解决生活难题。 比
如教育， 如果中国的教育落下
了，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2005 年

起，京东员工就前往山西山区开
展关爱特困生服务， 不仅是我，
还有许多同事都资助了不少贫
困学生，还设立了“京东进取超
越”助学金及开展“援手玉树孤
儿”项目，积极携手儿童希望救
助基金会、洛阳爱心儿童重症监
护中心、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
金会等公益组织，为儿童救助及
教育事业累计捐助了 300 余万
元。 而在雅安地震和鲁甸地震
中，我和京东所有员工更在第一
时间为灾区捐款捐物共计近 750
万元。

《公益时报》：在慈善公益的
道路上，京东在履行社会责任方
面利用电商平台做了哪些创新？

刘强东：京东很重视企业社
会责任的履行，我们把互联网企
业的优势和特色与履行社会责任
相结合，提炼出自己的创新价值。
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打造
具有创新精神的生态环境， 以影
响+责任的思路， 开展了模式创
新、产品创新、绿色创新、产业创
新和社会创新等多种社会责任实
践形式。 模式创新是将京东产业
链中的平台、物流、配送、金融服
务等业务开放给商户， 消减他们
的自建服务体系成本， 提高消费
者体验，并最终实现信息流、资金
流、 物流等要素的可持续循环流
转，如京东的“公益众筹””公益集
采”“公益网店”等。产品创新是指
以创新的平台产品服务客户，降
低社会成本，解决社会问题，如京
东金融小微信贷产品的“京东白
条”“爱心东东”等。

在绿色创新方面，京东集团
在 2013 年 6 月率先推出电子发
票。 全面应用电子发票后，一年
可节约 5 亿张纸质发票，相当于
300 多吨优质纸张，近 2000 棵成
年树木，减少近 200 吨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如果全国企业推广使
用电子发票，一年可节约近 2000
亿张纸质发票，相当于保护了近
3 万亩森林和土地，减少近 10 万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电子发票
是大数据时代国民经济精细化
管理的基本单元， 便于工商监
管， 促进税务机关信息管理，制
约发票造假售假，维护公平诚信
的市场环境。 目前京东电子发票
覆盖范围已扩大至北京在内的
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

电商扶贫也是一种创新，作
为“国民企业”对社会尤其是农
村、农民最直接的价值体现就是
“农村电商”战略。 电商的社会责

任不仅仅是单纯的给农民捐钱，
而是帮助农民开辟新思路，抓住
信息时代的商机，这正是“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保
证农民收入持续提高。 从另一方
面来说， 这也不是完全单向给
予，因为农产品进城也同时丰富
了城市百姓的餐桌，这实际上是
另一种普惠社会的价值体现。

《公益时报》：除了企业公益
创新， 你还注重个人做公益，你
做公益的初衷是什么？

刘强东：我觉得每一个人都
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不仅是故
里，包括我的母校，都在我的成
长过程中给与了我很多东西。 当
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自
然需要有所回馈。 2010 年在宿迁
市宿豫区来龙镇中学设立了“京
东助学基金”；2013 年与母校中
国人民大学合作成立“京东奖学
金”及“强东奖学金”。 2014 年倡
议京东集团捐资 200 万元成立

“京东公益基金会”，不仅将我个
人年度广告代言费全额捐赠给
京东公益基金会，未来还会借助
京东公益基金会平台在与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
等高校进行更深入的教育慈善

领域合作。

《公益时报》：在你的众多公益
帮助对象里，包括京东员工吗？ 除
了正常的员工福利之外，还有哪些
帮助？

刘强东：对于员工，我们要让
每一个京东的员工都能够活得有
尊严，而且即使过了 60 岁，不能
够从事劳动的时候， 依然能像今
天一样过得有尊严。

除了工资、五险一金、国家劳
动法规定的福利之外， 京东还为
员工提供大量额外的福利， 比如
“一线员工救助基金”、“我在京东
过大年”、“我在京东上大学/读硕
士” 等全面的员工关怀政策和措
施。其中，“我在京东过大年”已经
持续了三年， 这个项目是让春节
期间奋斗在一线的员工， 可以把
孩子接到身边一起过年， 我们为
每个孩子补贴三千元钱，为此，公
司已经投入超过 1个亿。

《公益时报》：你是如何调动
更多社会资源的， 如合作伙伴、
社会组织、员工倡导大家一起做
公益的？

刘强东：我相信一个人对公
益事业的热情是可以影响到许
多人的。 所以京东集团创建了自

身特色的“京东公益”平台，除了
组织开展 JD RUNNING 等大
型社会互动性公益活动之外，，
还充分发掘自身线上线下双平
台化的特性资源进行公益领域
的创新，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 比如凭借京东金融众筹平台
与京东商城 B2B 采购平台及自
建仓储物流体系，与多家大型公
益组织合作，为它们提供公益众
筹、公益集采等方面的支持。

去年鲁甸地震，京东的救灾
行动非常成功， 当时在早会上，
我给全国所有的高管人员下了
一个命令，当这个国家和社会出
现任何灾难，需要水、需要京东
库房里面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授权给各个区域总经理，无需
向总部进行请示报告，有权把所
在区域每一瓶水、 每一顶帐篷、
每一份食物送到灾区去。 借助于
京东高效的自建物流优势，直接
把灾区急需的近 500 万元的捐
赠物资第一时间运到了灾害最
严重的震中地区，解决了灾区的
燃眉之急。 其实相比资金捐赠，
物资捐赠需要更多的社会人力
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的付
出，但是其效果是更直接更高效
的。

（本报记者 闫冰）

企业利他才能赢得尊重
员工感恩才能获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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