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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与绵竹市民政局在绵竹举
行交接仪式，双方正式交付由渣
打中国捐赠一千万元建成的“绵
竹市社会福利院———渣打爱心
之家”。 目前已有近八十名老人
和儿童在“爱心之家”居住。 同时
渣打银行宣布将以绵竹福利院
作为长期志愿者基地，首批来自
渣打银行成都分行的员工开展
了“我爱我家”行动，为福利院落
成的环境美化和清洁打扫开展
志愿工作，使爱心之家新居更温
馨舒适。

捐赠千万元建绵竹爱心之家
成员工长期志愿服务基地

通过与四川省绵竹市民政
局的合作， 绵竹市社会福利
院———渣打爱心之家旨在为当
地需要帮扶的老人和儿童提供
栖身之所。 2008 年 11 月 4 日，渣
打中国与四川省绵竹市政府签
署赈灾重建项目协议，捐赠了一
千万元用于重建绵竹市社会福
利院项目，2011 年 4 月正式投入
启用， 陆续有老人孤儿开始入
住。 该福利院位于绵竹市孝德镇
清华社区五组，总用地为 16527.5
平米，有 200 个床位，并提供多
功能的设施用于娱乐互动、强身
健体等活动。

渣打中国环球市场部董事
总经理兼赈灾委员会主席叶长
远表示：渣打银行一直坚信要为
我们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贡献力
量。 汶川大地震让很多人失去了
家园，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
之力能够为灾区的重建贡献力
量，帮助灾区重新走向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 通过国家民政部、四
川省、德阳市及绵竹市相关领导
的大力支持，我们相信，绵竹市
社会福利院一定能够成为绵竹
地区需要帮扶老人的一个安享
晚年的家园和孤残儿童幸福茁
壮成长的温馨家园。

绵竹市副市长刘小枫和绵
竹市民政局局长唐礼波也出席
了此次交接仪式。 刘小枫副市长

代表绵竹市向渣打银行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的行为表示感谢。 他
表示：绵竹市委、市政府非常重
视福利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大投
入，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绵竹市
福利院的重建得到了渣打银行
的倾力支持，对我们而言不只是
一份爱心， 更是一份关爱和感
动，也让社会看到了一个知名企
业对扶持弱势群体的爱心、关心
和责任心。

据了解，绵竹福利院的设计
理念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同时将人文关怀和建筑坚
固耐用性相结合。 建筑尽可能选
用环境友好、可重复使用以及抗
地震的建筑物料。 设计的出发点
是营造适合老年人和儿童居住
的环境，注重公共活动空间的营
造，有利于彼此交流，建设一个
有社区感的福利院。 设计充分吸
收了当地的院落建筑的空间模
式， 以及坡屋顶的造型风格，在
设计中通过小体量的院落单元
的组合以及缓坡屋顶的设计，来
融入当地的建筑文化。

渣打中国首席执行总裁兼
董事会常务副主席林清德表示：
渣打于 1858 年在上海开设首家
分行起，从未将商业盈利作为其
在华经营的唯一目的。 我们以长
远的眼光审视我们的行为，并对
本地社区作出重大贡献，从而帮
助我们的业务有机增长，使品牌
脱颖而出。

“本着渣打银行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经营理念，2008 年四川地
震来袭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在想
如何能帮助重建四川的社区，为
当地民众创造长远有意义的影
响。 ”谈起捐建绵竹市社会福利
院的初衷时林清德说。 而在未
来，福利院将会成为渣打银行员
工志愿服务的地方。“展望未来，
渣打银行希望通过员工志愿者
项目，让渣打员工利用志愿者带
薪假期来为绵竹市社会福利院
出一份力量，延续渣打对四川的
关爱，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对
于社区所作的承诺。 ”林清德说。
据了解，渣打银行每年都为员工

提供三天的带薪假期，用于参与
志愿活动。

凭借技能和经验优势
帮助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林清德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渣打银行作为一家跨国银
行，在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一些
市场中开展业务，“我们认为我
们有责任凭借自身的技能和经
验，帮助解决一些不利于社会发
展的问题。 我们通过帮助创造健
康和充满经济活力的社区，为自
己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
献。 ”

渣打银行在中国展开了多
个社区投资项目。“在进入新市
场、维护已有市场的同时，我们
都会根据当地特点开展至少一
个社区投资项目，利用我行在人
才、产品、服务、网络等方面的优
势，解决当地的重大关切，促进
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林清德说，

“在中国、 为中国、 与中国共成
长，一心做好，始终如一。 ”

到现在为止，渣打银行利用
自身优势，开展的比较有影响力
的公益项目有：“看得见的希望”
（Seeing is Believing）、“关心艾
滋行动”(Living with HIV)等。

“看得见的希望” 是渣打银
行对抗可预防失明的全球公益
项目，并与国际防盲协会建立了
合作关系。 该项目旨在 2020 年
前投入一亿美元的经费，为遍布
亚洲、非洲及中东市场的民众建
立可持续的综合眼科医疗服务。
中国将会是此宏伟目标的主要
受惠国家。 迄今为止，已经筹集
逾 4500 万美金善款， 帮助超过
280 万民众重见光明。 其中，“看
得见的希望”中国防盲复明项目
已为 170 万贫困人士提供可持
续的眼科医疗服务。

2003 年，渣打银行正式成立
“关心艾滋行动” 全球伙伴教育

项目，并在银行的全球范围内推
行。“关心艾滋行动”是一项全球
艾滋病职场教育计划，旨在通过
教育活动让人们了解相关知识，
选择明智的生活方式，从而减少
新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并成功
达成了于 2010 年前向一百万人
普及 HIV 和 AIDS 的认知教育
的承诺。

另外，保护环境是渣打银行
建立可持续发展业务的重点策
略之一。 在中国，渣打银行专门
成立了“蓝天绿水”环保委员会，
带头开展一系列环保活动，例
如：透过“地球一小时”和“世界
水日”，与新浪微博合作，共同唤
起公众对关注气候变化的意识；
5 月 14 日清洁日，渣打银行的员
工及其亲戚/朋友一起为 18 个城
市的 23 所公园进行清扫； 渣打
银行已在内蒙古建立了“渣打森
林”， 种植五万棵树以防止内蒙
古沙漠化。

其他回馈社会的举措包括：
在社会救助方面，渣打银行不但
捐助物资与现金， 更发挥专长，
在资金调拨、风险管控、资金使
用管理、供应商管理、灾后社区
重建与灾民再生产等方面贡献
员工的专业技能，并支持客户和
监管机构的相关救助努力。

2008 年初雪灾，渣打银行共
筹集了二十万元捐赠给中国红
十字会；当年 5 月，四川大地震
后，渣打银行立即加入抗震救灾
行列；11 月， 与四川省绵竹市政
府签署赈灾重建项目协议，捐赠
一千万元用于重建绵竹市社会
福利院项目，同月，再次发起行
内募捐活动为受灾民众筹集全
新的御寒衣物和棉被，帮助他们
度过严冬。

2010 年 4 月，渣打中国透过
员工捐款以及匹配员工募集到
的善款，共计一百万元，帮助青
海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当年 8
月，渣打中国透过员工捐款以及

匹配员工募集到的善款，共计约
二万五千元，帮助甘肃舟曲受灾
民众渡过难关。

同时，渣打银行提倡员工实
践银行的价值理念，以身作则并
积极投入公益活动，共同创造社
区大不同成为社区的理想伙伴。

“为此， 渣打银行专门设立了一
个特殊机制， 除了年假以外，我
行给予每位员工每年三天的志
愿者服务日带薪假期，让员工参
与本行组织，或与我行回馈社会
目标相符的社会公益活动。 ”林
清德说，“渣打爱心之家———绵
竹福利院”将成为渣打银行的又
一个志愿者基地，员工将与福利
院的住户和周边的社区不断交
流、互动，通过相互融动和别具
意义的项目来为本地社区创造
新希望。 （徐辉）

渣打银行是一家国际领先
的银行集团。 集团在全球一些最
有活力的市场上已经营超过 150
年, 在 70 个国家设有 1,700 多个
分支机构，致力于建设具长效的
可持续业务，并通过坚持高水平
的公司管治、 履行社会责任、实
践环境保护及员工多样化等行
动赢得了世界的信任。 渣打的文
化传承和企业价值都在其品牌
承诺“一心做好 ，始终如一 （Here
for good）”中得到充分体现。

渣打银行在中国自 1858 年
在上海开设首家分行以来，在华
经营从未间断。 目前，渣打银行
在全国拥有 21 家分行 、65 家支
行和 1 家村镇银行。 同时，已获
准筹建长沙分行。

2011 年以来，渣打中国赢得
中国领先行业机构和权威媒体颁
发的众多奖项和荣誉， 其中包括
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的 “外资银
行工作委员会卓越贡献奖”、中国
银监会授予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
“2011 年度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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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中国 CEO 林清德与受益儿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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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历史最悠久
外资银行的公益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