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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投行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后来涉足房地产行业。 “起初只
是想帮家里的忙，亲身体验一下
地产和金融的关系后，再回归投
资 ，结果 ‘一入宫门深似海 ’，扎
进去就没再出来 ， 于 2004 年正
式转入东原地产。 ”

2007 年，罗韶颖正式执掌东
原地产 ，一路厚积薄发 ，将东原
地产做到房地产行业百强，后以
重组的方式将东原地产纳入迪
马股份版图。 2018 年，罗韶颖正
式接棒迪马股份董事长———迪
马股份成立于 1997 年， 从运钞
车和警用车等特种车制造做起，
于 2002 年成为重庆市第一家上
市民营企业。

2019 年，罗韶颖又推出了迪
马股份的第三个板块———迪马产
业发展，自此，迪马股份成为由迪
马工业、 东原地产和迪马产发三
个业务板块组成的上市公司。

作为上市民企掌舵人，忙碌
是罗韶颖的常态 ，然而 ，她仍然
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在了公益
领域。

对于 “创新性 ”和 “持续性 ”
罗韶颖有着超乎寻常的坚持和
追求，公益亦然。 “企业若想做好
公益，需发挥企业自身的资源优
势和专长，以社会‘痛点和难点’
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重点需做
好创新。 ”

如何为弱势群体创造价值 ，
一直是罗韶颖及其团队思考的
问题。 “公益不能只定义为捐钱
捐物，更多的还是要在自己擅长
的领域积极探索和创新，解决社
会痛点 ，创造更多的价值 ，并能
够兼具持续性。 ”罗韶颖说。

迪马的公益观

《公益时报 》：近年来 ，企业
家们一直倡导用商业的手法做
公益，对此你怎么看？ 你认为商
业与公益的关系是什么？

罗韶颖：狭义的商业是指自
己怎么赚钱，而公益则是要令他
人受益，貌似不大一致。 但商业
真正的本质我认为是“互利共
赢”。“用商业的手法做公益”，我
的理解是如何利用丰富而科学
的商业方法论，设计公益的“商
业模式”， 让更多的人愿意出钱
或出力，让更多公益项目的帮扶
对象最大化受益。 对于迪马股份
来说，解决城市发展进程中人们
对安全、居住、社区、养老、成长
的需求，就是我们商业模式的根
本。 在不断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
中，我们一边做好我们自己的业
务创新，过程中自然就会注意到
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社会痛点，
我们的一些公益的构想也正来
源于此。

用信托的方式
做慈善更加透明高效

《公益时报》：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迪马股份紧急成立
了“迪马医务关爱慈善信托”，为什
么可以反应那么快？直觉的背后是
一种什么样的触动和想法？其判断
依据和深度思考是什么？

罗韶颖： 关注医务群体，用
信托的方式做慈善是我前两年
就有的想法。 之所以关注医务人
员，一方面是近几年的伤医事件
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当然，这与
我作为医生家属的视角也有很
大关系，作为医生的小孩我知道
他们有多辛苦， 奉献有多大，包
括家属要陪伴他们一起承受的
风险； 另一方面是武汉封城后，
全国医务人员陆续驰援，这些冲
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
非常大，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需
要承受的风险。 疫情是加速器，
加速了“迪马医务关爱慈善信
托”的落地。

从大年初二筹备成立慈善
信托到备案获批，我们只用了 48
小时的时间，之所以能够那么快
主要得益于重庆市民政部门、银
保监局、中国信托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加
班加点用最快的时间完成审批，
当然，还有春节期间同样奋战在
第一线的员工们。

《公益时报 》：你觉得 ，用信
托的方式做公益，对于委托人来
说有什么优势？ 截至目前，这支
慈善信托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

罗韶颖：信托本身具有财产
隔离的特点， 相比慈善捐赠，慈
善信托最大的优势在于财产的
独立性和公开透明化的运作方
式。 每单慈善信托都会设立专户
管理， 所有资金及物资的流入、

流出都有明确记录，可以向委托
人第一时间反馈，并向委托人和
监管部门出具报告， 这样的话，
可以在信托设定的额度范畴内
高效的规划和管理。

抗疫需具备敏锐度、
快速反应和资源整合能力

《公益时报》： 除了慈善信
托，迪马股份在疫情期间还做了
哪些防疫方面的工作？ 其中哪些
故事令你印象非常深刻？

罗韶颖：迪马的业务板块很
多，几乎都参与到助力疫情防控
当中。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
们的十八个勇士。 1 月 25 日，我
们的物业公司为了支援武汉火
神山医院的后勤保障工作，下属
的 18 名员工自愿报名参与火神
山医院援建志愿者工作， 这批人
在我们迪马内部被称为“十八勇
士”；第二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疫
情期间送火锅活动。 虽然重庆当
时疫情并不像武汉那么紧张，但
大家也都是自觉隔离在家，“如果
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的话， 重庆人
一定是超级社会性动物。 ”重庆人
爱扎堆，爱吃火锅，但疫情期间很
多火锅店不开门， 于是我们的物
业联系周边的火锅店， 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前提下， 主动请他们送
火锅到业主家。 这样既照顾了火
锅店的生意， 也让业主足不出户
可以尝到地道的火锅。 火锅送上
门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 因为被
组织的火锅店不是全国连锁、也
没有中央厨房的配送能力， 而是
各家有各家的食材和调料。

还有一件事， 是我们 50 多
名武汉东原小区业主自发组织
的一场“不见面演唱会”。 我们的
业主之一欧阳勇征是湖北省天门
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书
记，在一线抗疫的过程中他谱曲、
填词，创作了歌曲《你的身边一直
有我》，把一线医务工作者的真实
情感都写进了歌中， 结果在东原
社群发布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于是， 业主们就想不如大家组织
一场云上演唱会。 看着线上大家
在各家各户不同的录制背景下深
情的演唱，觉得是又好玩又感动。

《公益时报 》：截至目前 ，迪
马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果如何？
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有哪些总结
或感悟？

罗韶颖： 要说抗疫成果，我
觉得最让我得意的就是除武汉
外， 东原物业全国近 3000 万平
方米的管理区域实现了零感染。

同时，我们还对旗下的商户
进行租金减半；迪马工业在抗疫
过程中推出的 4G 基站车、 无人
机应急空中通讯等，第一时间投
入广东、上海等地的疫情防控检
测工作。 迪马工业为湖北孝感市
中心医院和汉川市人民医院改
装的负压救护车，在一线救援工

作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
全国复工复产后，迪马工业还优
先生产用于防疫一线的消杀车
和救护车……

经历此次抗疫，我们在最后
复盘时总结，在抗疫过程中企业
需具备一定的敏锐度，敏锐地感
知哪些领域需要关注和预防风
险，以及快速反应和外部资源的
整合的能力。

发挥企业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

《公益时报》： 在防疫的同
时，迪马也在持续深入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实施产业、消费、教育
等扶贫计划 ，在此过程中 ，迪马
探索了哪些模式？

罗韶颖 ：首先，尽可能发挥
迪马股份旗下各个板块的专业
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事业中去。
比如 2019 年特种车板块向中国
农业银行四川分行交付一批移
动金融服务车，协助四川农行在
偏远地区做好改善民生和金融
扶贫工作。

2020 年 10 月 16 日成立的
迪马泥溪儿童关爱中心，是对新
阶段扶贫模式的有效探索，它是
在重庆市民政局的指导下由泥
溪镇政府和我们迪马股份合作，
共同打造的儿童关爱中心，孩子
们可以在那里学习、玩耍、阅读，
举行各类亲子、文化、兴趣集会，
从而拉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
离。 其中，在儿童中心内设置的

“大力神灯”，可以让孩子随时与
远方的父母视频交流，学习辅导
等，很受欢迎，这也是年轻的迪
马团队在公益方面做出的新一
轮尝试和创新。

《公益时报》：当 2020 脱贫攻
坚画上圆满句号后，迪马股份在
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方面将有
哪些规划？

罗韶颖：我们将继续做好自
己最擅长做的事情，积极学习研
究从中央到重庆地方的发展规
划，探索其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由
我们出一份力，比如：留守儿童陪
伴、乡村老人康养、乡村社区文化

生活、乡村灾害应急、乡村社区安
全等。我们会配合地方政府，打造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模式。

公益下一站：康养

《公益时报》：迪马将公益聚焦
在“一老一小”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罗韶颖 ： 儿童是属于未来
的，每个孩子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每个阶段的孩子都有不同的生理
特点， 如果错过那个阶段的教育
和关怀， 很容易导致不可逆的结
果，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我
们围绕儿童开展的“童梦童享”经
过 8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业内
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品牌。

当下许多城市正在步入老
龄化阶段，我也是开始做养老这
行才了解，中国的“9073”养老格
局———90%老年人依托社区居家
养老，7%老年人在老年化社区养
老，3%老年人机构养老。所以，适
老社区将是迪马产发未来重点
布局的方向，将集中一批优势的
人才和资源在这个领域。

此外，我们在泥溪成立了儿
童关爱中心之后发现，很多小朋
友的爷爷奶奶来接他们放学的
时候，也喜欢在这个儿童关爱中
心坐一会儿， 于是我们思考，是
否可以将儿童关爱中心进一步
融合为对老年人的关怀。

《公益时报 》：在迪马工业 、
东原集团、迪马产发三架马车业
务布局中，未来有哪些会跟公益
更深地进行结合？ 还会开拓什么
新的项目？

罗韶颖：除了持续深化升级
现有的公益项目外，未来主要将
在“适老社区”方向发力，深入去
考察城市和乡村里长者的生活、
医疗和精神需求，并以专业力量
去设计适合他们的公益产品。

另一方面，我们今年成立了
迪马公益基金会，也希望更多地
从专业公益机构的角度通过与
外界的交流和探讨，发觉不一样
的社会需求，反过来对我们自己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整合能
力带来提升，从而更好地实施现
有项目，以及开创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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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韶颖：
公益是在自己擅长领域内解决社会痛点

■ 本报记者 李庆

迪马泥溪儿童关爱中心

罗韶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