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8．2.13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0 News 新闻

凝心聚力 蓄势待发

2018年企业公民俱乐部迎新年会在京举行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公益奖章、精勤勋章、萤华
勋章分别戴在了 14 位优秀会员
和卓越贡献会员的胸前，全场爆
发出雷鸣般掌声，大家端起酒杯
频频敬酒， 撞杯声此起彼伏，为
了公益全场所有人一饮而尽。

冬日的北京，寒意阵阵。 时
针指向 16 点 30 分，一场热爱高
尔夫公益的企业家聚会此刻铆
足劲开启。

2018 年 2 月 3 日， 主题为
“凝心聚力 2017、蓄势待发 2018”
的第二届企业公民（东升汇）俱
乐部企业家论坛暨 2018 年企业
公民（东升汇）俱乐部迎新年会
在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以北、城市绿化带内一座新古典
主义风格的专属花园里正式开
启，来自全国政界、商界、文化艺
术界、企业界、学界、财经界的精
英人士汇集于此，用心营“善”。

莫逆于心 遂相与友

企业公民（东升汇）俱乐部
主席刘京指出：“企业公民（东升
汇）俱乐部的大家因高尔夫紧紧
相识， 但又并非仅仅以打球相
聚。 我们强调任何一个企业家要
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公益
慈善社会责任理念就是俱乐部
会员的使命和标准。 俱乐部会员
们的交集是有责任和担当的企
业家群体。 ”

“2018 年是企业公民（东升

汇）俱乐部成立的第 9 年，会员质
量不断上升，有更多人期望加入，
但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
和原则， 希望今后有更多有志于
承担社会责任、 遵循公益慈善理
念又爱好高尔夫的精英阶层加入
俱乐部， 让这里成为拥有最好记
忆和美好回忆的地方。 ”刘京说。

在进行 2017 俱乐部总结报
告时，企业公民（东升汇）俱乐部
秘书长杜淼说：“2017 年，俱乐部
不仅举办了首届企业公民（东升
汇）俱乐部论坛，也积极参与众
多公益活动———第 14 届中国慈
善榜、北京香港马会第十届慈善
晚宴等。 同时，俱乐部艺术顾问
柯良先生成立了 1 亿元的柯良
艺术公益基金。 ”

会员人数增至 51 人

2009 年 8 月 6 日，一群具有
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创办了企
业公民（东升汇）高尔夫俱乐部。
俱乐部秉承“莫逆于心 遂相与
友”的企业公民理念，为优秀企
业家和热心公益的政界精英、社
会名流、媒体领袖们搭建起高端
交流平台，使大家能够一起分享
快乐、交流经验、探讨得失，在切
磋互勉中关心彼此、温暖自己。

企业公民（东升汇）高尔夫俱
乐部主席刘京曾表示：“一个组织
最核心之处在于利他， 利他才能
长久。 俱乐部的成立就是要让更

多的企业家联系在一块， 通过高
尔夫平台更好的推广企业社会责
任，推行企业公民的理念。 ”

2018 年是企业公民（东升
汇）俱乐部成立的第 9年。9年间，
会员人数稳步攀升， 质量不断上
涨，今年有 2名新会员入会。

刘京表示：“俱乐部以求会
友汇聚精英群体，积极承担企业
社会责任。 有人写信让我批条子
入会，但我们认为俱乐部有会员
各自认同，必须得有规则，俱乐
部每年开放的名额非常少，必须
要有两个以上的会员推荐，我们
期待更多精英加入到俱乐部，但
也设立一定门槛，就是为了保证
会员质量。 ”

一个精英阶层的俱乐部会
员会费也有着明显的标准。 企业

公民（东升汇）俱乐部秘书长杜
淼介绍说， 根据俱乐部 2018 年
整体费用测算，结合实际，俱乐
部会员会费将在今年出现上涨，
抬高门槛同样是为了保证会员
质量。

随缘而行 “善”定 5·18

2015 年 5 月 18 日， 以倡导
“高端私享生活方式” 理念的北
京东升汇俱乐部正式对外迎宾，
此后每年 5 月 18 日这一天定成
了企业公民（高尔夫）俱乐部的
慈善日。

2016 年 5 月 18 日， 一场名
为“为了妈妈把爱传递”的慈善
拍卖晚宴在北京东升汇俱乐部
举行。 会员们向防治乳腺癌公益

项目“为了妈妈”进行捐款，吸引
了众多嘉宾、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的参与。 这一夜，竞拍牌此起
彼伏，落槌声数度响起，当一件
件由爱心人士捐赠的精美收藏
品被高价拍出时， 掌声响彻全
场。

2017 年 5 月 18 日， 在国家
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企业公民
（东升汇） 俱乐部携手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选择国家级精准扶
贫项目“播种计划”进行筹款，面
向革命老区和长征沿线地区及
其他贫困地区开展学历和非学
历远程教育， 为贫困学生提供
“入学即入职， 导师一对一”的
“教育加就业”支持，为长征沿线
贫困地区学生打开一条通往人
生光明的希望之路。

此外，2017 年， 在第十四届
中国慈善榜、俱乐部资助内蒙古
阿拉善贫困生、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第十届慈善酒宴等慈善活动
中，无一例外地都留下了俱乐部
会员慷慨助力的身影。

今日之中国， 企业家追求的
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 更注重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
业，以财富回馈社会。这样的企业
都拥有相近的文化特质， 这些企
业的领导者都相近的价值理念。
他们不仅追求高尚生活， 更崇尚
人格的完美， 他们更渴望有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的伙伴，他们是达
则兼济天下的践行者和先行者。

专访约在下午 5 点，李浩刚
刚结束公司会议，如约而至。 这
位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内深耕
十余年的创业者，有着企业家们
共同的优秀特质———目光坚毅、
思维敏捷、语速从容。

2018 年是李浩创立易才集
团的第 15 个年头。 作为易才集
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李浩除了
让企业发展壮大外，更积极践行
企业公民责任。

李浩说：“在擅长的行业里
做擅长的事情，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实现社会价值，使企业发展与
承担社会责任相互促进，实现良
性循环，这是责任与发展的基础”。

以祖父之名，初涉公益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内十余
年的深耕细作，使得李浩谙熟于
创业与人才的深层含义。 在实现
企业经营目标的同时，公益也点
燃了这位企业家向社会传递正
能量的一颗初心。

2003 年易才成立后，就从人
力资源服务行业入手开始关注
企业 CSR 活动。 李浩直言，他的
公益心源于祖父李恩三。 李浩的
祖父虽身患残疾， 但性善志坚、
乐于助人，这种热爱生活的精神

态度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李浩内
心。“一个聋哑人都能承担比正
常人还多的责任，我也一直在寻
找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纪念
他。 ”李浩如是说。

2007 年，以李浩祖父之名命
名的“华夏恩三社会责任促进中
心”正式成立。 李浩担任委员会
主席，并在成立会上表示，“成立
这个中心，是希望把企业内部资
源整合起来，搭建一个让更多热
衷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参
与进来的平台”， 同时强调了把
“责任”与“义务”统一承担并付
诸行动的决心。

成立基金会，做“专业”公益

2013 年 2 月 20 日， 经安徽
省民政厅批准，安徽李恩三慈善
基金会（以下简称“恩三公益”）
正式成立。 该基金会以“大同世
界，安居乐业”为使命，以“构筑
令人向往的公益梦想家园”为愿
景，以“感恩、互助、愿为先”为价
值观，关注教育、环保、健康、障
碍者等多个慈善领域，致力于推
进公益组织管理革新。

李浩及易才集团向其捐赠
了原始注册资金 200 万元人民
币，并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恩

三公益队伍，推进各项公益活动
顺利开展，逐渐建立起一套行之
有效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当问
及李浩为何要成立基金会时，李
浩说这是个人选择方式的问题。

“直接捐钱、 身体力行做志
愿者、 通过专业的基金会公益，
这都是不同的公益选择方式。 做
公益之初便发现，凭我一己之力
能量有限，真正的公益是吸纳社
会力量去解决问题，让更多人能
够在未成立基金会之前，通过成
立企业公益研究院的形式来参
与公益。 后来随着时机的成熟，
基金会便孕育而生。 ”他解释道。

李浩说：“成立基金会就是
自己选择合理表达公益之心的
一种方式，希望能够将祖父留下
来的正能量传承下去。 基金会可
以把很多事情以组织的形势长
期发展下去，这个基金会背后就
是团结起来的公益力量”。

互联时代的公益运营

2014 年，李浩开始主动思考
恩三公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
慢慢摸索出后续即将开展的公
益项目的发展方向。

2015 年 9 月，恩三公益基金
会德华公益站在安徽省六安市新

安镇成立。该公益站秉承“救急扶
危”的公益使命，定向帮扶新安镇
范围内村镇亟需帮助的弱势群
体，并号召当地慈善力量，利用本
地公益资源解决公益问题。

在西藏， 恩三公益发起了
“恩三助学工程”慈善公益项目，
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孩子们
打造了幸福童年的摇篮。

同时， 利用互联网打造的
“嗖嗖公益”，不仅解决了在公益
活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为公
益活动参与人员的管理与执行
提供了大数据统计服务。 未来，
恩三公益还将为公益实施百团
俱乐部计划。

谈及互联网对公益事业的
影响， 李浩对其作用给予了肯
定。 李浩认为，一个项目得以实
施，筹款环节特别重要。 如果公
益机构从业者不具备一定的实
力、背景和资源积累，筹款的效
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 互联网的
出现则打通了各种募款途径，能
够吸引大量资源。 另一方面，互
联网将进一步推动公益事业的
透明化发展，善款流向与效果评
估都清晰可见，传播速度也将大
幅提升，数据的真实性与一致性
得到了有效保证。

“互联网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和载体，公益就应该用好这种渠
道。 ”李浩补充道。

财富传承并非物质，
而是精神

李浩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
幅大字，写着“大同世界、安居乐
业”。 李浩说非常喜欢这句话，这
也正是自己价值观的体现。 恩三
公益的发展模式也围绕着这个
核心使命方向，有着相应的战略
规划。

李浩觉得，要想实现“大同
世界、安居乐业”这一目标，社区
公益营造与基础设施保障就是
安居的基础，而解决就业则是乐
业的前提。

对于财富的传承， 李浩认
为， 社会上拥有财富的人很多，
但真正能创造精神和社会价值
的还较为有限。 对于财富分配，
每个人都有处理财富的自由，只
是方式不同，公益同样如此。 李
浩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相信“好人有好报”，也相信创造
社会价值能给人带来幸福感。

“财富的传承并非单一物
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启
发式和引导式的精神，需要下一
代将其发扬光大。 ”李浩表示。

李浩：将公益精神传承下去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