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新闻
２０20．11.3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13

（上接 12 版）
作为金光集团的核心产业，

APP （Asia Pulp & Paper Co.,
Ltd.）创立于 1972 年，产品横跨
生活用纸、工业用纸、文化用纸
以及纸制品，目前已是全球纸业
领军人，APP（中国）为其在中国
大陆的产业。 自 1992 年进入中
国以来，APP（中国）始终秉持可
持续发展战略，以可持续造纸的

“林浆纸一体化”理念，努力践行
绿色循环。 截至 2019 年底，APP
（中国）拥有 30 多家全资和控股
浆纸企业，以及 18 家林业公司，
总资产约 1,914 亿元人民币，年
加工生产能力约 1,178 万吨，
2019 年在华销售额约 651 亿元
人民币，APP（中国）累积环保投
入已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金光集团 APP（中国）宣布
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款 1
亿元人民币，用于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第一时
间响应了中国侨联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向海内外侨胞发出的向
疫区捐赠款物的倡议，为爱国华
侨企业心系祖国、 抗击疫情、积
极捐赠做出了表率。

2006 年，金光集团创始人黄
奕聪之孙黄杰胜、虞蘅夫妇捐出
结婚礼金支持教育，并以祖父黄
奕聪之名， 进一步捐资 2000 万
元人民币成立黄奕聪慈善基金
会。 2010 年 5 月 4 日，基金会正
式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全国
非公募基金会。 2017 年，基金会
认证成为全国性慈善组织，金光
集团 APP（中国）是基金会主要
捐赠方。

目前，黄奕聪慈善基金会以
助力教育均衡发展、培养公益人
才和推动城乡融合为主要方向，
已着手实施多个公益项目，如在
云南西盟、富宁、澜沧开展的“小
太阳幼儿班”教育项目，在福建、
广西、甘肃等多所中学设立的奖
助基金， 以及从 2016 年起选拔
优秀获奖高中生参与的“奕聪能
力建设夏令营”， 鼓励优秀大学
生实践公益的“APP 青年公益实
习”等。 除了发展公益项目，基金
会也倡导“众人公益” 理念，自
2008 年起就在金光集团 APP（中
国）上海总部建立了员工志愿者
制度，并致力于推动集团全中国
区四万名员工参与志愿服务。

在重视机构建设以外，黄奕
聪慈善基金会也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项目管理和回访制度，并致
力于以非物质的方式关怀受赠
方。 如，基金会每年都会回访受
助对象，与学生们座谈；了解他
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关注他们
的成长与发展；如，基金会发起
员工志愿者参与资助贫困学生
等活动，共同帮助孩子们成长。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苏蔷华会见“扬善计划”团队一
行时介绍了基金会发展概况以
及成长中面对的挑战。

苏蔷华表示，基金会推出的
公益项目大多具有人文性、创新
性特点，一些项目思维更多体现
在理念上，与传统救济、救急、大
金额捐赠项目有些差异，基金会
更多希望通过好的故事，触动心
灵的案例，让公众主动参与。 但
人文性、创新性项目对于现阶段

中国公众对于公益的理解还有
着距离， 有着被提升的空间，资
源对接也有着差距。 而一些救急
项目可能引来资源较快，这与公
众的公益认知有关系。

刘京表示，公益的深层面是
一种价值观，在中国发展时间不
长，公众对于公益理解及践行均
有着较大成长空间，但中国公益
的变化已经显现。

刘京指出，近几年间，中国
公众捐赠率由原先 7%提升到
30%， 企业捐赠率 93%下降至
70%， 这标志着慈善正在逐步走
向公众，但仍有提升空间。 同时，
科技发展促进了公益慈善进步，
以互联网公益为代表指尖公益
逐渐兴起，但也需要看到，中国
公益组织设立的公益项目有些
仍过单一，内容有待丰富。

刘京强调，对于助学项目来
说，没学上已经基本被政府政策
兜底， 更多应该关注上好学，学
生在求学阶段、毕业之后的社会
融入、文化学习、个人发展都是
公益项目都大有施展空间，基金
会应该在这些方面发力，遵循社
会发展路径，与时俱进方能凸显
社会价值。

走进 NU SKIN如新（中国）

10 月 21 日上午，“扬善计
划”团队走进位于上海市奉贤区
的如新集团。 这家企业自 1984
年于美国犹他州普罗沃市成立，
至今成为全球最大且发展最迅
速的直销公司之一，业务遍及亚
洲、美洲、欧洲、非洲及太平洋地
区等近 50 个市场， 全球年营业
额达 24.2 亿美元（约合 162 亿元
人民币），乃直销业之翘楚。 如新
中国更是第一批获发中国直销
经营许可证的直销公司之一。 如
新大中华区从 1991 年进入香港、
1992 年进入台湾，2003 年进入中
国大陆， 发展一直较为顺畅，现
在全球已拥有近 50 个市场。

如新中国总裁郑重热烈欢迎
“扬善计划” 代表团到访如新，对
双方在品牌传播领域合作表示感
谢， 并就 NU SKIN 大中华区针
对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所发起
的慈善救助项目进行交流。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是由 NU SKIN 大中华区针对贫
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所发起的
慈善救助项目，所有筹集善款专
用于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
医疗救治和前期筛查，以及专业
医疗培训和研究。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已发展成为大中华区完善的先天
性心脏病救助项目， 通过前期筛
查，慈善救治，志愿服务及医疗培
训这一完整的救助链条， 帮助先
心病儿童尽早发现病情， 资助患
儿及时进行手术， 并组织志愿活
动为患儿带来心灵关爱， 同时还
开展儿童心脏专科医生培训，不
断提高先心病的防治水平。

截至目前，NU SKIN如新中
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募集善款超过
1.39 亿元, 救治 10,819 名贫困先
心病患儿,共计为 385,993 位贫困
儿童提供免费先心病筛查, 此外,
还推动全国 28 个省份将新生儿
先心病筛查纳入到常规筛查。

郑重表示， 在中国每年约有
20多万先心病新生病例， 现阶段
全国保守估计现存还有 250 万病
例， 按照人口出生率来看这个数
字不可小视。近几年，人口出生率
呈现下降趋势低下， 但先心病比
例却没有下降太多。 一个偏远地
区小孩确诊先心病后， 只因当地
没有救治条件， 只能送到北上广
等一线城市来救治， 治疗期间产
生成本负担只会让患病家庭雪上
加霜，入不敷出，这不可持续。

目前，如新已与全国多家医院
建立合作关系，选择有资质、有情
怀、有使命的医院合作，培养先心
病诊疗的救治能力，一旦当地救治
水平提升，患病小孩将不用在远赴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救治，这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患病成本。

如新每年都会有来自员工、
经销商等相关方捐赠的善款来
支持先心病患儿项目， 通过筛
查、救治、培训、研究一整套流程
应对先心病发展。

郑重希望，能够结合各方力
量将中国先心病儿童全部筛查
出来，培训当地医务力量，积极
纳入诊疗等环节。

2018 年 12 月， 由如新中国
在上海市民政局注册成立如新
公益基金会，标志着如新中国的
公益慈善事业更专业、 更系统、
更透明。 该基金会关注方向为儿
童健康、教育、扶贫。

如新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
洁向“扬善计划”参访团介绍了
基金会现状及发展愿景。

除了基金会以外，如新中国
还开展“受饥儿滋养计划“项目，
关注贫困儿童营养；并积极推动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展如新空
品回收项目。

张洁表示， 如今事业机会、产
品、文化三大目标已成为企业的发
展优势。“我们希望公益践行于如
新员工或经销商的每一个人，有着
利他价值观愿意帮助人，充分彰显

善的力量的三个原则， 授人以渔、
持续行善、人人参与。 ”

刘京听完，对公益项目结合
科技力量共同助推社会问题的
解决表示赞赏。

刘京表示，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是民政部直管的全国性社会
组织， 有着完备的中国社会工作
者力量， 医务社工已经成为一张
靓丽名片， 与国内多家医院有着
良好合作关系， 推出一批实操性
的工作项目， 利用民政系统资源
能够将先心病等公益项目覆盖面
更广、社会效果更佳、公众参与度
更高，期待双方能够协同共建。

刘京指出，大多数好的公益
项目会很快被复制。 先心病、助
学项目均是典型，公益圈中已有
不少机构推出先心病救助项目，
当大批量同类型公益项目上马
后，就应该注意项目推进的社会
承受度， 受益群体还有多少，是
否还存在，都应在项目发展中逐
步考虑，调整策略。

刘京表示，《公益时报》现存
有很多的平台，只要符合扬善的
价值观， 正能量都可以去合作、
推广、传播。

公益应该与时俱进

公益对社会的意义到底是
什么？

刘京用了“救助”“预防”“发
展”这六个字来概括。 预防是前
提， 对社会稳定具有很好作用，
事后补救成本会很高，公益项目
应该建立在预防和发展这样一
个层面上。

刘京表示，社会进步的三重
动力是政府的自主改良、社会批
评和公益的力量，公益事业发展
的原动力是捐赠，核心是第三部
门的建立。

公益项目的设计应该能够引
领社会进步， 应该从预防社会矛
盾和促进社会发展层面选定主
题。 但一些公益组织选定的公益
项目仍停留在社会救助帮扶层
面， 这些社会问题可能都不再是
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公益不仅
仅是帮助穷人，富人也需要帮助。

刘京指出，救助类项目在现
阶段关于温饱问题已经在政府
政策层面得到很好的执行，更重
要应该是如何预防贫困和发展
生产，在这样层面设计公益项目
将让公益的社会效益发挥充分。
提前预防有助于社会稳定，事发
后预防则增加社会成本。

刘京认为，公益项目的整体
创新除了要与时俱进、不断升级
外，还应结合企业的资源优势和

老板的偏好更好地去设计创新
型公益项目。

“对于企业家来说，公益目的
不是让你捐赠，更多希望让企业
家觉得公益就是应该做的，养成
一种自愿、自发、自动的行为。 ”
刘京说。

社会工作彰显价值

社会工作一直是刘京比较关
心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的秘书长，刘京在“扬善计
划”交流中将社会工作与公益做
了比较和诠释。

社会工作与公益有何区别？
在西方， 社会工作是社会的医
生，治病、预防、发展是社会工作
的发展路径。 社会工作有两个突
出特征，价值观和自身伦理（即
理想和专业）。

刘京表示，社会工作是专门
从事社会服务的一种职业。 第
一， 社会工作者需要有价值观；
第二，社会工作者还需有专业的
技能。 社会工作要协调关系、整
合资源、寻找和解决社会问题。

“这正是毛主席讲的又红又
专。 ”刘京说。

目前，在中国有专业社会工
作者 150 万，上海、广东等经济发
达地区基本实现社工全覆盖。

刘京指出，社会工作在社区
里的工作包括 4 大板块，社区治
理、社区营造、社区服务、社区公
益。 第一，有价值观；第二，有专
业度。 社工是专门从事服务的一
种职业，现在政府现在正在大量
购买社工服务。

为期三天的“扬善计划”走进
长三角活动在融洽友好的氛围
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同时，又
为下一个目的地开启了扬帆的
样本。 让企业公益更加精准、资
本更加聪明、 受益群体更加直
接、传播更具正能量，成为“扬善
计划”的标志。

截至目前，《公益时报》“扬善
计划”团队已经走进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建星集团（广东省天行
健慈善基金会）、珠海华发集团、
亨通集团、奥盛集团、青山实业、
金光集团 APP（中国）、NU SKIN
如新、九德资本、太和生技、复星
国际（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夏
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
机构，并授予他们“扬善榜样”。

接下来，“扬善计划” 城市行
将走进更多独具特色的城市，为
更多地区搭建交流平台，注入慈
善活力，也希望更多有志于构建
慈善之城的城市加入“扬善计
划”，共同旗帜鲜明地扬善。

“扬善计划”希望为地方树立慈善标杆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率队出访上
海、江苏等地，走进大型企业，共商合作模式、共建协作机制、共享发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