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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公益假”薪酬援助

融创打造人人参与的中国公益新样本
“你每年捐一天的平均薪

酬，公司也将等额配捐，还有每
年 8 小时带薪公益假……”

2019 年 5 月 4 日，适值青年
节，融创中国以融创公益基金会
和融创义工联盟的名义，向全体
员工发布了一份“全员公益计
划”。 该计划倡议：

一、全员参与，倡导每位员
工每年至少参与一次公益活动；

二、薪酬援助，鼓励每位员
工每年至少将一日平均薪酬用
于公益援助，同样，公司也将等
额支付，支持该公益项目；

三、带薪“公益假”，公司给
予每位员工每年 8 小时（即一个
工作日）带薪公益假，用于参与
公益服务项目。

5月 5日，融创义工联盟揭牌
仪式在北京融创集团总部举行。

这一系列的动作标志着融创
将以整合的方式“发力”，既让每位
员工在公益事业上发挥自身独一
无二的价值，更能齐心协力完成越
来越多的公益目标，而这也在无形
中探索出了企业在做公益过程中，
实现人人参与的公益新样本。

人人参与的中国公益新样
本初探

在融创义工联盟的揭牌仪
现场，融创中国行政总裁汪孟德
表示：“融创的发展，得益于国家
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受益
于社会，就要努力回报社会。 这
些年，融创一直在各方面全力推
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此次成立融
创义工联盟，是希望以此带动全
集团所有同事以及融创业主，形
成公益文化和公益氛围，共同推

进公益事业长足发展。 希望全体
融创员工都能树立公益意识，为
社会尽一份责任、出一份力量。 ”

据了解，多年来，融创累计
投入约 6 亿元人民币，并持续关
注帮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有
力的公益支持。

比如 2015 年开始的“英苗培
养计划”， 在全国 8 大区域累积
捐赠“英苗书屋”40 余座、各类图
书及文体学习用品 30000 余件，
并在四川大凉山捐建爱心小学。

简单的数字背后，是融创义工
们的坚持与付出，让项目得以升级
和延续。这项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助
力贫困地区儿童健康发展的公益
项目，从最初捐助贫困地区，到现
在关注留守儿童这一群体。

在探索中， 融创走进过山
区，也把孩子带到过大山以外的
世界， 在不断践行公益的过程
中，融创逐渐找到了未来公益的
方向， 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
更注重孩子心灵上的提升。

通过“英苗书屋”、英才培养
计划、 英苗夏令营等多种形式，
实现从小学到高中全学龄覆盖，
深度、长线、可持续地为贫困地
区孩子提供多样化支持，让乡村
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让乡村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
未来有希望、有梦想。

据统计，仅 2018 年，融创内
部各类员工公益活动累计超过
500 次， 参与人数占总员工人数
一半以上。

融创公益布局全面开启

从 2018 年中起，融创公益之

路开始布局， 成立融创公益基金
会，聚焦教育扶智 、乡村振兴 、
古建保护三大领域； 同时秉承

“美好生活、社会公民”的公益
理念， 积极鼓励并组织融创业
主、融创员工、社会公众共同参
与公益项目。

2019 年，融创进一步整合资
源，通过“全员公益计划”号召全体
员工参与进来， 并以融创义工联
盟的形式， 用专业的管理方式和
理念将人组织起来， 进而形成人
人公益的特色“企业公益文化”。

“融创做公益，开始了就会
持之以恒地做好、做下去”，融创
中国执行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马
志霞说：“融创义工联盟” 的精
髓，是回归公益本质，公益不仅
是捐赠，更重要的是参与；为想
要参与的人，提供身边的公益参
与， 让更多人在参与中去感受、

去唤醒。
融创的公益实践路，是一场

对公益行动实现动能转换的庞
大思考与实践：从对贫困地区的
捐助， 到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再
到对古建筑保护、精准扶贫的身
体力行，现在，从“救济”到“造
血”， 带有自己典型风格的融创
公益体系已逐渐成型。

古建保护、乡村振兴、英苗
计划，融创公益则希望基于自身
业务和资源去践行社会责任，打
造专业、 可持续的精细公益模
式，这同时也符合了融创“中国
家庭美好生活服务商” 的定位：
公益不仅是引领、实现美好生活
的方式，也是拥有美好生活后的
精神诉求和生活习惯。

2019 年，融创公益还将继续
聚焦三大领域持续发力。“英苗
培养计划”、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计划”、落地“古建保护计划”。 通
过搭建、推广、运营融创义工联
盟平台，整合内外部公益项目及
资源，激发员工、业主及社会公
众参与公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现集团公益项目及义工管理
统一、专业、规范的管理与运营，
进一步提升融创公益影响力。

“在这些公益计划中，始终
都有融创义工的身影。 ”马志霞
表示，“长久以来，融创组织公益
活动、成立义工联盟，就是希望
通过这一平台，让参与其中的融
创业主、 融创员工以及社会公
众，都能体会到公益的美好———
如同播撒一颗爱的种子，在心中
逐渐成长并且绵延开去，从而影
响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感受这
份责任，体会美好，凝聚更多的
爱心完成公益善举。 ”

（于俊如）

融创义工联盟揭牌仪式现场

日常防灾减灾可有效减轻灾害风险

壹基金发起“壹起走疏散通道”倡导活动
2019 年 5 月 12 日是第 11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
是“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
命安全防线”。 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
理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 # 壹

起走疏散通道 # 活动， 与 60 余
家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伙伴
一起，线上线下联动，号召公众
加入防灾减灾体验活动中来。 壹
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日常防灾
减灾可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减少

伤害。
2014 年，壹基金首次在全国

防灾减灾日发起 # 人人来减灾
# 倡导活动。 2019 年的倡导活动
主题为 # 壹起走疏散通道 #，呼
吁壹家人走通身边的应急疏散
通道， 找到最近的应急避难场
所，分享给身边的人。

5 月 12 日上午， 在成都-壹
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
手壹基金及成都市青少年宫九
里堤校区， 共同开展 5·12 防灾
减灾安全教育主题活动，帮助孩
子们掌握基本的防灾、 减灾、自
救、互救知识和技能，约 50 组家
长和孩子参与了这次体验。

活动得到了 60 余家公益伙
伴机构、爱心企业的响应，他们
组织当地的小朋友、 社区居民、
企业员工壹起走疏散通道，开展
灾害逃生演习、消防演习，让更
多人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

在灾害来临时就可以保护自己
和家人。

在线上，壹基金与知乎联合
发起了“哪些熟知的逃生技巧有
可能是错的？ ”问答，得到了很多
知乎网友的热心回应。 作为此次
活动倡导内容支持方，救助儿童
会携手壹基金，基于前者开发的
《家庭减灾计划》，共同推出《家
庭减灾小秘籍|防灾减灾三步
走，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让儿童和
家人一起参与到防灾减灾的活
动中来（关于《家庭减灾小秘
籍》， 有需要的公众都可以从壹
基金官方公众号菜单栏或救助
儿童会官方公众号中获取）。

同时，活动联合推广方快手
行动、能量中国，公益合作媒体
新华公益、 澎湃新闻公益湃、公
益时报、Owhat 也为全国防灾减
灾日的传播倡导呼吁、助力。

推动可持续生活方式与商
业向善的社会创新企业———

BottleDream 作为公益共创伙伴，
与壹基金同策划了本次活动。 此
外，联合推广方新力地产、印力
集团、 红星路 35 号文化创意产
业园也发动所在社区、机构员工
积极参与和传播“壹起走疏散通
道”活动，用行动影响更多身边的
人关注防灾减灾。 本次活动同时
得到了公益支持平台腾讯公益、
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新
浪微公益、善源公益的支持。

除了发起倡导活动，将“灾
害救助” 作为机构关注的三大领
域之一的壹基金， 在日常项目执
行中做了大量防灾减灾工作：一
是在灾害多发地区开展以壹基金
儿童平安计划、 壹基金安全农家
项目为主的减灾项目； 二是在灾
后重建中，以减灾为核心，创建韧
性家园。自然灾害无法避免，但从
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并做好日常
的防灾减灾工作， 方能在未来降
低灾害的影响。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