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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发布 ESG报告的体育用品企业

安踏企业公民之路始于工人
2015 年，安踏体育营收突破

100 亿元，达到 111.26 亿元。百亿
元，是中国体育用品品牌年度营
业额的首次突破。

为什么会是安踏？ 近日，《公
益时报》踏入位于晋江市的安踏
鞋业第二事业部厂房，亲眼看到
了安踏生产中对工人人性化的
关怀，从中可以窥到安踏成功秘
密的一角。

体面劳动

安踏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丁
世忠曾表示，安踏的目的是成为
一家受人尊敬的世界级公司，做
好每一双鞋子、每一件衣服。

在这样的目标下， 制作工人
的身心健康成了安踏时刻关注的
重点， 因为只有他们的权利得到
保障、他们的心情舒畅，才有可能
给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记者步入安踏鞋业第二事
业部的厂房，凉爽的气息扑面而
来，和室外南中国的酷热难耐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安装了

中央空调，室温维持在 27 度，在
同行业中，我们是唯一给工人安
装空调的企业。 ”安踏鞋业事业
部负责人骄傲地告诉记者。

在凉爽的气息中，并没有记
者想象的刺鼻异味。 该负责人用
手指沾了乳白色的胶水说，这是
为了工人安全考虑而研制的水
溶性胶，甚至可以入口。 在每台
缝纫机前都设有小挡板，防止断
针伤害到工人的面部。

工人们在舒适的环境中高
节奏地踩缝纫机、断线、拿样。 在
这个 2000 多平米的工作空间
中，有 300 多个工人在缝纫针的
起起落落中度过自己的年华。

在制作行业中，由于重复的
劳动和乏味的生活， 通常会有
8%~9%的工人流动比率， 甚至会
出现“用工荒”———中国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将时间耗费
在重复性的劳动上。 但是安踏的
工人流动比率一直维持在 3%以
内，也从未面临过“用工荒”，这
就得益于安踏和同行业相比之
下不低的收入和对工人更人性

化的关怀，真正地让员工“体面
劳动，尊严生活”。

家在安踏

这里的 2000 多名工人来自
全国各地，其中主要集中来自于
四川、 湖南和贵州，80 后的年轻
人占了其中的 50%。 如何满足这
些年轻人的诉求，实现工人们的

“人在千里，家在安踏”？
首先是充分保障工人们的

休息时间，基本不安排工人夜间
工作。 除去午间 1 个半小时的休
息时间， 工人在上下午各有 15
分钟的做操时间，以保证身体健
康。“工作场所够大，工人们完全
可以在这里跳广场舞。 ”该负责
人说。

安踏为工人们提供完全免
费的食宿，并且为探亲的家属提
供免费入住宿舍的服务；允许工
人提前下班半小时去接放学的
孩子； 对于在哺乳期的工人，提
供半小时的哺乳时间。

现在正值暑期，放假孩子们

的安排是家长心中所忧。 为了让
工人们安心工作，安踏组织了夏
令营活动让孩子们参加，并安排
专人照顾，解决了工人们的后顾
之忧。

对于每年评选出的优秀员
工，安踏也会安排他们的家属来
福建游玩，并负责解决交通和住
宿的费用。

每一天， 安踏第二事业部的
工人，为安踏生产数万双运动鞋，
这一双双充满着人情味的运动
鞋，满足着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真企业公民

而就在此之前，安踏在晋江
发布了以“真·企业公民”为主题
的 2015 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又称 ESG 报告）， 内容涵盖
旗下品牌的营运大楼及自营店
铺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环境、社会及管治
方面的理念、相关举措和表现。

这是安踏体育上市 9 年以
来首次发布此报告，安踏体育也

成为首家发布此报告的中国体
育用品企业。 报告中披露了安踏
节能减排的各种措施、推动中国
体育产业及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的各种举措。

虽然在报告中只有简单的
披露，但记者在参观安踏总部看
到了安踏自成立以来的“硬公
益”介绍。 据了解，自成立至今，
安踏累计社会捐助逾 3 亿元，并
在每次牵动全国人心的灾难发
生时进行了巨额捐赠。 除此之
外，安踏在全国已经设立上百所

“希望图书馆”，并设立“安踏爱
心接力助学基金”， 资助成千上
万贫困生跨进校园。

安踏体育执行董事兼首席
运营官赖世贤表示，作为中国体
育用品行业的领导企业，安踏有
义务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回馈社
会，带动行业发展，希望“企业公
民”能够成为安踏的一个重要标
签。“我们坚信，可持续发展能使
安踏成为一家广受尊重的世界
级体育用品企业。 ”

（徐辉）

2016 年 7 月 30 日，
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
作促进会主管的第七届
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
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
结业典礼在北京中德科
学中心举行。 中国国际民
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
长黄浩明，项目发起人之
一、美国龙安集团总裁饶
及人，芜湖市持明慈善基
金会秘书长罗丽婕以及
16 位入选奖学金项目的
优秀校长、志愿者代表等
参加了本次活动。

该项目旨在甄选我国贫困
地区有发展潜力、 有责任心的
中小学校长， 通过短期培训与
长期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
他们在教育、科学、艺术、环境
保护、 管理等领域接触最前沿
的知识和理念， 发展开放的眼
光，同时强化承担的精神，从而
为贫困山区教育发展培养中坚
领导力量。

过去的一周，16 位来自全
国不同地区的校长们赴京进行
学习培训，到目前为止已有 113
位来自全国贫困地区的校长参
与了校长培训项目。 项目期间，
他们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教
育专家等平等对话， 汲取教育
改革、科技人文、环境保护、心
理辅导等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理
念， 使百余所学校数万名学生
间接受益。

黄浩明表示， 致力于改善
中国贫困山区教育的优秀校长
项目已经成功举办了 7 届，项
目若想变得更有影响力必须以

校长为中心，确保长远发展。 他
说：“我们相信， 小项目能有大
影响， 因为一位优秀的校长能
够影响成百上千的人。 ”

据了解 ， 该项目起源于
2008 年汶川地震期间 。 2008
至 2009 年， 志愿者在四川和
北京为地震灾区学校的英文
教师提供培训。 在此基础上，
2010 年，由美国龙安集团行政
总裁饶及人和《中国日报》资
深记者付敬联合发起、中国国
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主管，
得到中德科学中心、芜湖市持
明慈善基金会以及四川德赛
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比利时
金源集团、美国龙安集团等单
位大力支持的“中国贫困山区
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
项目”应运而生。

来自青海省玉树州的才仁
闹布校长和重庆合川区的简阅
校长代表 16 位参加培训的校
长发言。 才仁闹布校长表示，入
选今年的校长项目实现了自己

三年来的愿望， 他希望把学到
的知识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
况运用到教学工作中。 简阅校
长谈道， 项目为贫困山区教育
工作者打通了一条通往国际教
育前沿的通道， 让自己从蒙昧
教育逐步走向科学教育。

据志愿者代表杨翠介绍，
七年来， 项目的捐资结构不断
丰富，招收范围也不断扩大，从
最初的四川、云南、青海、安徽
四个省份增加到四川、云南、贵
州、江西、湖南、青海、甘肃、安
徽、河南、河北等全国 12 个省
份； 项目的课程设置也不断丰
富， 先后有 70 多位教授学者、
教育部门官员、 社会活动家参
与授课， 项目志愿者团队也在
不断扩大。

据悉， 中国贫困山区优秀
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一
直得到芜湖市持明慈善基金会
和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的支持。 当天，两家单位共为
此项目捐款 20 万元。 （皮磊）

致力于改善贫困山区教育
优秀校长奖学金项目连续举办七届

� � 2016 年 7 月 30 日，“听障儿
童重获新声”项目在支付宝爱心
捐赠平台上线。 与以往不同的
是，完成募捐后，捐赠人在查看
善款去向时会发现反馈页面发
生了改变：新增了“爱心传递记
录”。 这意味着，今后用户能够清
楚地看到自己的捐款从支付宝
平台划拨到项目执行方账号，并
最终进入受助人指定账户的全
过程。

这一升级不仅是视觉和用
户体验上的改进，也是利用前沿
技术针对公益透明度的巨大提
升。 此次上线的项目是蚂蚁金服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场景
的首次尝试———为中华社会救
助基金会“聆天使计划”开设互
联网捐赠平台上“最透明的公益
账户”， 并将在公众全程监督下
筹集 198400 元善款， 用作孩子
们一年的听力语言康复、聋健融
合教育和人工耳蜗调机费用。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
支持中心在 2014 年 3 月曾发起
公益慈善信息透明度调查。 测评
结果显示，以百分制计算，被测
评的 93 个公益慈善组织平均分
仅为 35.49 分，最高得分 83 分，4
个组织 0 分。 按 60 分及格来算，
仅 8 个组织及格。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
长胡广华认为， 除主观意愿外，
信息披露所需的人工成本过高，
也成为掣肘公益机构透明度的
重要因素。

胡广华表示，“听障儿童重
获新声”项目在支付宝爱心捐赠
平台上所有公开的信息，都是后
台数据推演生成的，既从技术上

保障了公益数据的真实性，又能
帮助公益项目节省信息披露成
本，“区块链公益正在探索一条
解决公益痛点的路径”。

区块链是一种具有不可篡
改特性的数字账簿， 被称为”信
任的机器”。 区块链公益账户与
普通公益账户最大的区别在于，
将原本由特定一方掌握的“账
本”分享到公益捐赠环节的每个
参与者手中。 大家共同记账、信
息同步，账目一旦记录将无法篡
改，便于监管和审计。

据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
立介绍，在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
上，经常有用户捐出几元到几百
元不等的善款，但捐款离开公益
项目的支付宝账户后，就很难再
被用户追踪。 而区块链公益平台
就像一家专门邮寄善款的互联
网邮局。 每笔善款都是一个包
裹，在投递过程中，经过每个邮
寄节点都会被盖上邮戳，每个邮
戳都可以被公开查询。

在区块链公益项目中，用户
的善款进入系统后，整个生命周
期都将自动记录在区块链上，项
目执行方甚至支付宝平台都无
法更改。

胡广华认为，区块链的“公
共账簿”属性将打造一种不需要
第三方背书的新信任机制。“区
块链技术让支付宝平台、公益机
构支付宝账户、受助人支付宝账
户无缝链接起来，成为一个可追
溯的闭环， 这是低成本高效率，
专业公益、 有效公益的重要尝
试，对提升公益透明度和信任度
是一次革命性的助推。 ”

（皮磊）

捐赠平台引入区块链技术
让每笔善款都可追踪

接受培训的校长们在结业典礼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