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新韩金融集团执行副总裁

晋玉童：我们要关注被政府忽视的社会死角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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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起新韩金融集团，可能很
多人并不太了解；但如果说到新
韩银行，可能很多去过韩国的人
都会有印象。 在韩国首尔、仁川
以及京畿地区，如果你想要兑换
货币或者办理其他金融业务，那
么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新韩银
行了。 不论是在机场、酒店、商场
或者写字楼，你都能很容易地找
到新韩银行的网点。

新韩银行是新韩金融集团
的全资控股银行，也是韩国最大
的商业银行之一，在北京、上海、
青岛等多个城市也都有新韩银
行的网点。 除了金融业务，新韩
银行也一直坚持开展社会公益
活动，比如帮助弱势群体或者支
持青年创业等。 而这一点，也是
其母公司新韩金融集团多年来
坚持在做的事情。

据了解， 新韩金融集团成
立于 2001 年 9 月，自 2005 年开
始， 该集团每年都会发布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 在 2017 年的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中， 新韩金融
集团发布了 2020 企业社会责
任战略， 提出将继续加大在社
会公益领域的投入。 而借助银
行在海外的网点， 其公益项目
也覆盖到了业务所涉及国家和
地区。

2018 年，新韩金融集团启动
了一个全新的公益项目———“社
会的希望”。 该项目致力于实现

“慈善金融”的目标，通过金融的
手段支持韩国低收入群体，同时
支持社会创新和发展等。 新韩金
融集团计划从今年起到 2020 年
三年内共投入 2700 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16.67 亿元） 用于支持
该项目。

新韩银行原副总裁、现任新
韩金融集团执行副总裁晋玉童
日前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 目前集团共有 13 家
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有自己的
公益项目，而“社会的希望”项目
将对集团旗下子公司所有的公
益项目进行整合，“这样做是为
了避免和政府支持的一些项目
发生重叠，关注政府没有支持到
的死角”。

关注被政府忽视的社会死角

《公益时报》：今年新韩金融
集团推出了 “社会的希望 ”公益
项目，并计划投入巨额资金支持
该项目，你希望通过这一项目达
到怎样的社会目标？

晋玉童：“社会的希望”项目
是新韩金融集团为了实现通过
金融贡献世界的使命、实现共创
未来的金融而推出的一个全新
的社会贡献项目。 我们希望通过
这个项目提高客户以及新韩金
融集团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支
持社会的发展和成长。

具体来说，该项目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支持低收入者、低信
用者重新就业；支持因为结婚或
生育而失去工作的女性实现再
就业；支持青年海外就业以及小
学生照护计划等。 另外，我们还
将开展针对青年的教育帮扶计
划以及科技人才培养计划等。 在
我看来，这些都是符合时代发展
潮流的社会贡献新方式。

这一项目的最终目标是缩
小社会贫富差距，缩小各个阶层
之间的差距，因为我们不希望大
家因为生活中暂时的困难而放
弃自己的希望。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这
是一个全新的公益项目，“新”主
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晋玉童：新韩金融集团共有
13 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有自
己的公益项目，也都有执行公益
项目的部门。“社会的希望”项目
对这些子公司的所有公益项目
进行了整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成果。

到 2020 年， 我们计划为该
项目投入 2700 亿韩元资金（约
合人民币 16.67 亿元）。 也就是
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年将投
入 900 亿韩元， 这大约占了整
个集团利润的 3%，而我们的长
期目标是将利润的 5%投入公
益事业。 此外，在进行项目设计
的时候， 我们也在努力避免和
政府支持的项目发生重叠，我们
的定位就是关注政府没有支持

到的死角。
《公益时报》：开展公益项目

会涉及不同的部门，尤其对于一
个大型企业来说更为复杂。 在具
体执行层面你们是怎么做的？

晋玉童： 刚才我也提到了，
新韩金融集团有 13 家子公司。
在整个集团层面， 我们有 15 名
员工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但
是参与项目设计策划的员工加
起来有 40 多人。“社会的希望”
项目由集团总部策划，但每家子
公司都有具体的执行部门。 另
外，由于集团每年的收入并不固
定，我们会从各个子公司拿出一
些资金，从而保证项目能够持续
开展下去。

做公益应该更加专业和深入

《公益时报》：以往企业开展
社会公益活动都比较初级，比如
说为困难群体捐钱捐物等。 近年
来很多企业也在积极推动公益
转型升级，在这方面新韩金融集
团做了哪些努力？

晋玉童：确实是这样。 过去
我们开展的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主要是帮助困难群体，帮助那些
缺衣少食的人。 现在我们希望做
得更加深入，比如支持困难群体
实现就业，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
的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生
活的基础和信心，进而让他们通
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我们都知道 ， 联合国在
2015 年提出了 17 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 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研
究 ，在今后 10 年，威胁世界发
展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不平等、社
会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问题。作
为企业公民，新韩金融集团也在
积极行动，开展应对世界发展危
机的项目。 此外，我们一直坚持

“共存、共感、共生”理念，所以
我们也会鼓励员工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 新韩金融集团共有
26000 名职员，每年大家参与公
益的时间累计能够达到 26 万
个小时。

《公益时报》：你在金融领域
工作已经超过 30 年 ， 且一直都
非常支持企业开展公益项目，你
如何理解金融和公益的关系？

晋玉童：我觉得金融是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金融集团做的很多事
情都是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比如说为低信用群体或低收入
群体提供低息贷款，免除一些困
难群体办理业务的手续费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利用金
融集团独有的业务优势，开展一
些更加专业的项目， 比如为企
业、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或财务
咨询等服务。 当然，我们并不是
简单地提供资金，而是会进行实
地考察，深度参与项目，并且和

受助人员进行深入交流。
《公益时报》：金融企业确实

拥有一些其他企业不具备的优
势。

晋玉童 ：比如说，我们觉得
培养儿童对于钱的认识和习惯
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针对小学生
群体发起了一个金融教育项目，
我们会把孩子们带到我们的银
行网点参观学习，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他们的理财意识。

事实上，公益的理念也贯穿
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比如说
我们总部有一个咖啡厅，但它并
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厅，而是一
个支持青年创业的项目。 咖啡厅
的职员全部是希望可以自己创
业的青年人。 他们在这里工作，
同时学习运营咖啡店的方法，时
间期限是六个月。 在此期间，我
们会付给他们工资，而他们制作
的咖啡也都由集团的员工消化
掉了。 此外，我们也会采取一定
的措施，雇佣一些残疾人或行动
不便者就业。 在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其他
企业的榜样。

《公益时报》：你多次提到支
持青年就业创业问题，新韩金融
集团的公益项目也是围绕该领
域展开的。 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
个问题？

晋玉童 ：就韩国来说，最近
几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青年
人失业问题， 也是因为失业，导
致很多青年人变成了低信用者。
过去，大型企业在韩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提供
了很多工作岗位，但是现在大型
企业在解决青年就业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2008 年金融危机
发生后，金融行业的形象有所下
降。 如果受惠人群越来越少的
话，那么金融业的市场也就会越

来越小。 所以从这两点来说，我
们希望鼓励青年人进行创业，帮
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为他们创
造一些新的工作岗位。 同时，鼓
励青年创业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为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地制宜开展海外公益项目

《公益时报》：新韩金融集团
旗下的新韩银行在很多国家和
地区都有业务，那么你们在中国
或其他国家是否也会开展公益
项目？

晋玉童：新韩金融集团现在
已经开展了全球性的社会公益
活动。 2017 年，我们发布了一份
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
在 20 个国家、150 余个网点发
放。 这份报告内容包括新韩金融
集团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的历程，
各个国家不同的政策环境和文
化的特殊性，还包括一些优秀的
企业社会责任案例。 这些内容也
可以让我们的员工系统地了解
企业开展公益活动的基本情况。

《公益时报》：这样也为你们
在海外开展项目做好了铺垫。

晋玉童：我们在海外会根据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
规划和实施公益行动。 在中国，
我们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公
益项目。 比如，今年五月，我们在
北京开展了帮助罕见病群体的
公益徒步活动；在青岛、无锡以
及上海等地，我们访问了养老院
和社会福利机构，为他们提供物
资支持；在沈阳，我们开展过一
些预防雾霾的活动。

此外，我们在中国还开展了
金融教育项目，以及为朝鲜族学
生发放奖学金的项目等。 在开展
类似的公益项目的过程中，新韩
金融集团在中国的员工也都会
积极参与。

新韩金融集团执行副总裁晋玉童（左）向来访者介绍“社会的希
望”公益项目 图/皮磊

自 2005 年开始，新韩金融集团坚持每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