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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福集团董事长周锦霆：

公益事业应提升为国家战略
“作为一名 70 后， 我经历

了国家快速发展的时期。 但我
觉得， 我们有很多资源没有得
到很好的利用， 仍有一些社会
福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国家
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投入还远远
不够。 我们也不能把公益当成
只是花钱而没有收益的事情，
事实上， 公益事业的收益是非
常大的。 ”

在刚刚结束的 2016 中国公
益年会上，荷福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上海荷福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锦霆接受了《公益时
报》采访，他认为公益应该成为
培育公民素养的核心内容，他
说：“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把公益
当作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国
家的人口素质就会得到极大提
升， 国家的整体发展也会很快。
因此，我觉得发展公益事业必须
提升为国家战略，而不是可有可
无的东西。 ”

据了解，近年来，周锦霆累
计出资一亿零八百万元投入荷
福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下设上
海荷福慈善基金会、四川荷福慈
善基金会、河南省荷福希望基金
（公募） 和荷福泰心先心病救助
基金。

除了企业家和公益人的身
份， 周锦霆还担任很多社会职
位，在他看来，不同身份的叠加
有助于通过不同途径传播公益
理念。 周锦霆表示，通过理念、
行动、资源等多要素的联合，公
益行业就会变得非常强大，而
且也会凸显自身优势， 真正让
公众受益。

包括电子科技大学荷福研
究院院长、电子科技大学荷福云
计算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研究院
院长、 电子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四川大学客座教授、四川省江苏
商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上海商

会常务副会长等。

潜移默化中传播公益理念

《公益时报》：作为科技领域
的领军人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关注公益事业的？ 荷福慈善基
金会主要关注哪些领域？

周锦霆：我从 1999 年开始关
注并参与公益慈善，当时我们和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儿童福利
院合作成立了上海市儿童福利
基金，这可能是中国比较早的一
个专项基金了。 基金专门救助福
利院里的患病儿童，比如先心病
儿童。 我们为这些孩子提供治疗
费用， 安排他们到医院进行治
疗。 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体系，
也没有形成规模。 荷福慈善基金
会则主要关注儿童以及贫困家
庭的医疗、教育等问题。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做
得比较好的项目有哪些？

周锦霆：我们做得比较好的
项目有以下几个。 一是针对贫困
家庭的儿童先心病筛查，和天津
泰达心血管医院合作，为患儿提
供免费的救治康复。 天津泰达心
血管医院是一家公立医院，但他
们非常看重公益慈善，专门开辟
了两个楼层用于救助贫困家庭
的先心病儿童，而且还会解决陪
同家长的衣食住行问题。 我们和
他们合作成立了荷福泰心先心
病救助基金，开展针对贫困家庭
儿童先心病的筛查救治。

另外，我们和河南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合作成立了河南省
荷福希望基金（公募），这个是针
对贫困地区教育的。 目前我们已
经建好了三所希望小学，援建了
1000 多个“希望课堂”。贫困地区
缺乏师资力量， 特别是体育、音
乐、美术等艺术类的教师非常缺
乏。 我们在当地原有的基础上提

供资金、 资源，
发动志愿者或
招聘老师为他
们开展这些课
程，弥补当地教
育资源的不足，
并为这些学校
中贫困家庭的
孩子提供免费
午餐。这个项目
我们计划分五
年去做，覆盖全
国 108 个贫困
县。

《公益 时
报》： 你担任了
很多社会职位，
包括电子科技
大学荷福研究
院院长、荷福云
计算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研究
院院长、客座教
授，四川大学客
座教授，四川省
江苏商会常务
副会长，四川省

上海商会常务副会长等，这些工
作是否影响了你的公益理念？

周锦霆 ：当然，这些职位和
工作对我从事公益事业的影响
非常大。 比如，同样是去给学生
讲课， 如果能在授课的过程中、
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把公益
的理念在潜移默化之中传递给
他们，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就不
光是技术人才，也是有公益心的
人才。 因为相对来说，青年学生
还很单纯，他们受老师的影响是
非常大的。 如果老师教给他们一
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他们也会吸
收，也会非常欢迎，但这些东西
对他们今后长远的发展其实并
没有好处。 我希望所有的教师都
能有公益情怀，这样对人口素质
的提高也会产生很大的帮助。

人心比科技更加重要

《公益时报》：2016 年 3 月，
你向母校电子科技大学捐赠 1
亿元用于在校内建设 “众创空
间”，鼓励高校师生创新创业。 为
何如此关注青年学生群体？ 在这
方面，基金会还有哪些行动？

周锦霆：作为一名科技行业
的从业者，我觉得创新精神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跟科技发达的国
家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别就是
创新精神不足。 所以，通过类似
的活动激发青年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新意识，提高他们的创新
能力，非常有必要。 我觉得在这
方面的投入也是我们的责任和
义务。

我们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
了多年的青年人才培养计划，这
个“众创空间”是目前我国高校
里规模最大的一个，之所以建设
众创空间，就是为了搭建一个参
与实践和融入社会的平台，帮助
大学生在就业时尽快适应职场
氛围、在创业时少走弯路。 2016
年 11 月， 荷福慈善基金会还为
2016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捐款 400 万元。 这项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有上千所高
校的近万名学生参与，可以说是
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项青年
创新创业比赛。

《公益时报》：荷福慈善基金
会联合四川上海商会会员企业
打造了全国首个云教育系统，该
系统将如何助力公益？

周锦霆 ：目前，云计算在办
公领域应用比较多，比如大家熟
知的阿里云。 这个技术最大的优
势就是能够实现远程教育、远程
医疗。 远程教育就是设置一个主
课堂，然后再分散到各地；远程
医疗就是通过一家三甲医院带
动几家二甲医院，实现同步的数
据链共享，让大医院优质的医疗
资源覆盖到低等级医院。 现在我
们正在试点做云医院，如果成功
的话就可以应用到云教育上，因
为医院的要求比学校更高更严。

我们准备从 2017 年开始，通
过云计算技术， 实现云课堂教
育，把“希望课堂”的内容科技
化。 因为不管怎么努力，教育资
源始终是有限的， 我们要覆盖
108 个贫困县， 可能会涉及上万
所学校和课堂，教师的压力会非
常大。 采用云教育的话，当一所
学校的优秀教师在上课的时候，
通过在线教育就可以让贫困地
区的孩子同步上课。 这样不仅能
够节约大量人力， 效率也会提
高，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及可控性
更有优势，我们希望通过科技的
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我觉得公益
和科技的结合是一种潮流，比如
腾讯网捐平台等，但最重要的还
是人心，因为人心可以弥补很多
技术上的不足。

公益应提升为国家战略

《公益时报 》：在你看来 ，我
国的公益事业如何才能实现更
好的发展？

周锦霆：我觉得公益就是能
够让公众受益的事业，如果大家
不联合起来、各自为战，不仅不

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也会造成
资源的浪费。 通过理念、行动、资
源等要素的联合，我们的公益事
业就会变得非常强大，而且也会
有优势。 而且联合起来之后，主
流的公益价值观就能够遍地开
花，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我觉得
这是联合的价值所在。

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
民政部门对公益组织的引导，对
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我
觉得任何好的事物都是由好的
政策推动产生的，一个好的政策
出台必然会导致一个好的结果，
《慈善法》 的出台就是我们的公
益慈善事业走向正规化、 国际
化、专业化的一个里程碑。 相信
今后会有更多与国际接轨的法
律法规出台，对公益慈善事业将
产生更大的影响。

《公益时报》：今年基金会有
什么计划，有哪些重点关注领域？

周锦霆：我们并不想做得太
多或太大，因为那样会影响项目
的效果。 在 2016 年的基础上，我
们首先希望能够全面推进“希望
课堂”，争取把云课堂落到实处。
另外，我们计划扩大先心病儿童
的救助规模，争取将救助人数扩
大一倍以上，由此前的 200 多名
扩展到 500 名左右。 我们还将关
注其他领域需要救助的儿童，比
如脑瘫儿童。 我们准备和河南的
脑瘫诊疗医生合作，成立一个关
注脑瘫儿童的基金，争取让更多
脑瘫儿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按我个人的理解，公益慈善
一定要落到实处，仅仅是捐一笔
钱、 办一次公益晚会还不够，我
们还要知道资金用在了哪里、救
助了谁，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
得对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公益组
织来说，大家各自专注一个或几
个领域，把它做好、做到实处，能
够真正帮到别人，这样才是有价
值的，必须要杜绝那些打着公益
的名义为自己谋名利的组织或
者个人。

（皮磊）

� � 2016 年 9 月底，周锦霆捐资建造的“众创空间”主体在电子科技大学落成，成为我国第一个为“985 高
校”量身定制的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创新创业孵化空间。 该空间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各类孵化基
金，助力师生参与创新创业。

上海荷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锦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