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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第十八届（2021）中国慈善榜即将在 5 月发布。 为
更好地把脉行业动向，近日，《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京率队走访了部分慈善企业及基金会， 共同交流发展
成果。

3月 23日，刘京等一行来到杭州，先后走访了圣奥集
团有限公司、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微笑明天基金会和
西湖大学四家单位。

■ 本报记者 苏石伟走进杭州 共商慈善事业发展路径

走进圣奥集团

3 月 23 日上午，刘京一行先
来到了圣奥集团有限公司，参观
了集团办公、展示区，并通过交
流了解到其基金会的发展历史
和现状。

据悉， 这是一家始建于 1991
年，以办公家具为主营业务，兼具
置业、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连续
多年获得“国内办公家具品牌综
合实力第一名”，现为中央国家机
关、中直机关定点采购单位，中国
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以及浙
江省家具行业协会理事长单位。

据董事长倪良正介绍，圣奥
集团目前共获得授权专利 1300
项， 自主研发的产品荣获 30 余
项国际设计大奖， 拥有浙江萧
山、海宁、钱塘新区三大生产基
地， 参与 36 项国家及行业标准
的制定。 此外还拥有“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等称号，荣获“全国
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
业”、“全国质量诚信标杆典型企
业”和“杭州政府质量奖”等荣
誉。 截至目前，圣奥集团的产品
远销全球 115 个国家和地区，服
务 16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298
家中国 500 强企业。

在打造一流企业的同时，圣
奥集团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传递爱心、回报社会，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2011
年 11 月 1 日， 在圣奥集团成立
20 周年之际， 倪良正捐资 2000
万元成立浙江圣奥慈善基金会，
成为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民营企
业慈善基金会之一。 基金会成立
后常年致力于助学助老、扶贫济
困、赈灾救灾等事业。 从助力偏
远地区的山区学校，到设立圣奥
助学金持续帮助高校寒门学子，
捐赠 1 亿元助力西湖大学建设，
再到偏远地区捐建 41 个圣奥老
年之家，圣奥慈善基金会积极开
展各类助学、助老项目。 此外，圣
奥慈善基金会积极参与精准扶
贫扶贫、乡村振兴，捐赠 1000 万
元开展“光彩事业丽水行”，捐助
四川阿坝州、湖北恩施、丽水松
阳等地贫困学生。 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圣奥慈善基金会第一时
间捐赠 1000 万元，其中 200 万元
定向捐赠给湖北省荆门市慈善
总会，150 万元用于支援海外华
侨防控疫情，竭尽全力在全球范
围内求购口罩、防护服等紧缺医
护物资，向浙江省 23 家医院、浙

江赴湖北荆门市医疗队、省公安
厅高速公路交警总队、7 个基层
防控单位陆续捐赠十几批物资，
共计 4 辆负压救护车、24 万只口
罩、1.9 万套防护服及 7000 套隔
离衣，全力支援抗疫。

为弘扬浙江援鄂医疗队舍
生忘死的抗疫精神，基金会联合
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纂《最美天使———浙江援鄂医
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册》，
赠送给每一位浙江援鄂医疗队
员，向最美天使致敬。 截至 2020
年底，圣奥慈善基金会累计捐赠
1.83 亿元， 实施捐赠项目 280 余
个，受益人数逾 20 万。

刘京在观摩后表示，改革开
放 40 年来，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目标已经实现。 拥有更多财富
与资源的企业家有能力、也有义
务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履行社
会责任。 在这方面，倪良正和他
的圣奥集团可谓实至名归。

刘京指出，当今的中国公益
事业， 缺少的不再是金钱与财
富，而是企业家精神与榜样的引
领。《公益时报》社举办的中国慈
善榜，就是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
平台，推崇榜样，看重他们的现
身说法。 刘京说，优秀的企业能
有今天， 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
境， 因此更应该起到表率作用，
回馈社会。 注重开展公益慈善事
业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
现，也是向社会宣传树立新型企
业形象的有效方法。

走进西子联合

3 月 23 日下午，刘京一行来
到了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西
子联合是一家以装备制造为主，
跨行业经营的综合型集团。 其旗
下涵盖电梯、能源、航空、商贸地
产、金融、新服务六大业务板块，
连续 17 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企业 500 强。

自 1981 年成立以来，西子联
合拥有多家独立的技术研发中
心，成功开发了永磁同步无齿轮
电梯主机，掌握航空零部件关键
制造技术与复合材料加工技术，
并主导国内余热锅炉技术标准
制订和应用推广。 西子联合取得
了航空制造和核电设备制造两
大许可证，与美国奥的斯、美国
势必锐成立了两大中美合资公
司;拥有已上市公司杭锅股份、百
大集团，以及拟上市的西子智能
停车； 占领电梯及电梯部件、余

热锅炉、立体车库、民营航空制
造四个领域全国第一。 自 2007
年起，西子电梯集团每年缴税额
超过全国税收的万分之一。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创业初
期，西子联合就积极担负起民营
企业的社会责任，秉持“为国家
富强、为社会和谐、为企业健康”
的理念，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2014 年，集团捐赠设立了浙江西
子慈善基金会。 随着基金会的成
立，集团始终围绕“致力于贫困
学子教育的资助、灾难重建的支
援和动物保护的救助” 的宗旨，
从西子希望小学、 乡村学校道
路、 西湖大学的筹建及发展，到
云南巧家县、四川仪陇县、天台
县三合镇文岙村等困难户学童
的资助学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参与用于新冠疫情医疗救治及
防控工作的捐赠、 关爱医务人
员。 截至目前基金会共计捐赠金
额 5300 万余元，先后被评为“大
爱浙商抗疫英雄”“浙江十佳企
业慈善基金会”等。

座谈中刘京表示，西子联合
作为制造产业的企业， 起步至
今，一步一个脚印实属不易。 正
因为有像西子联合这样健康稳

定发展的企业，才有了这么多慈
善基金会，支撑起了我国社会的
公益事业发展。

刘京指出，一家基金会要想
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模式，必须要
有愿景和目标，清楚为什么要做
它。 从公益的概念上讲，公益是
社会的三大动力之一， 通过救
助、预防、发展这一链条能很好
够诠释公益的意义。 到目前为
止，我国社会基本完成了“救助”
层面的使命，再往下，社会的发
展还可能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
问题。 所以现在公益的重点将逐
渐转向预防和发展，通过预防各
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让社会更加
健康地发展。

走进“微笑明天”

随后，刘京一行走访了微笑
明天慈善基金会。 微笑明天慈善
基金会成立于 2013 年底，是由民
政部门批准设立并主管的、我国
境内第一家以志愿医疗服务为
特色的 5A 级公募基金会。

据了解，微笑明天慈善基金
会常年致力于在医疗、 教育、乡
村振兴、环境保护、赋能社会组

织的发展等领域深入挖掘，协同
救助。 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经帮
助超过 180 家机构，300 多个项
目于各互联网平台筹款，联合劝
募总额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并与
众多国际慈善组织和高校开展
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将自
己的使命定为： 汇聚微笑力量，
共建美好明天； 愿景是成为温
暖、有爱、享誉国际的慈善基金
会;宗旨是扶弱济困、发展现代公
益慈善事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自成立以来，微笑明天
慈善基金会先后被评为中国慈
善联合会理事单位、中国基金会
发展论坛组委会成员、浙江省慈
善联合会发起单位等称号。 此
外，基金会还获得过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大赛百强项目、浙江省十
大慈善项目等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微笑明天慈
善基金会的创立缘起于 1991 年
开始的微笑颜面部先天畸形公
益救助项目。 其“微笑公益行动”
项目专为贫困及低收入家庭的
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患儿提供
免费治疗。 开展 30 年来，项目已
完成 200 多次义诊，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的 100 多个市（县），
以及亚洲 21 个国家。 为全球超
过 75000 名唇腭裂患者提供了优
质的免费手术。

“微笑公益行动”项目开展
模式是怎样的？ 据基金会工作人
员介绍，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首
先建立与部分偏远地区的医院
合作，在当地医院和政府部门招
募唇腭裂患儿后，基金会组建志
愿者医疗队伍前往，为唇腭裂患
儿提供集中免费修复手术。 此
外，基金会与医院合作打造区域
诊疗中心模式，委托医院唇腭裂
科室进行全年免费手术，患者可
随时前往定点医院接受手术。

（下转 09 版）

刘京（右三）一行与圣奥集团董事长倪良正（左四）等人合影

刘京（右二）一行与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座谈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