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
来说，公益投资与商业投资在
本质上是统一的，其深层的文
化底蕴是同源的。商业投资的
成功，是公益投资坚实的基础
和后盾。 ”

招商局作为百年老字号、
“6A”级央企 、在港四大中资
企业之一，一贯倡导富有社会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企业
文化，重视并自觉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2009 年招商局慈善基金
会成 立 ， 初 始 资 金 人 民 币
5000 万元， 基金会秉承宗旨
“关注民生，扶贫济困，热心公
益，和谐发展”，将逐步打造为
招商局集团统一的公益平台。

香江基金会：从“5个 1000”到 10个亿
� � 2012 年 4 月 27 日 晚 ，

“2012 中国慈善排行榜” 颁奖
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 典礼现
场发布了“中国慈善家排行
榜”、“中国企业慈善排行榜”、

“中国明星慈善排行榜”三张榜
单。香江集团总裁、香江社会救
助基金会主席翟美卿获得第九
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年度十大
慈善家”称号，成为广东省惟一
获此殊荣的企业家。

“5 个 1000”爱心计划

作为大陆第一家非公募基
金会，2007 年， 香江基金会启
动“5 个 1000”爱心计划，即“建
立 1000 个香江爱心图书室、资
助 1000 个孤儿、 帮助 1000 个
贫困家庭、帮助和奖励 1000 个
贫困学生、组织 1000 个义工”。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基金会
借鉴学习中外基金会的运作模
式， 总结并摸索出了一套更适
合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模式。”
翟美卿表示。

在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的网站上， 有该基金会的捐
赠项目流程图， 每一个项目
从填写捐赠项目申请书到基
金会秘书处调查核实申请，

再到理事会审批和组织实
施，再到跟踪监督，香江社会
救助基金会已经初步建立起
了一套完整的捐赠流程和人
事管理制度。

以“5 个 1000”爱心计划
之一的“香江爱心图书室”项
目为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联合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设计了专业的阅读调研问
卷，了解“香江爱心图书室”在
乡村学校的使用情况、阅读情
况等，并根据调研结果，对开
展的“香江爱心图书室”捐助
工作进行了项目流程、管理规
范、图书分类等的调整，使图
书室的建设工作更符合学校
师生的需求。

2011 年 6 月，翟美卿又率
领基金会试行了“香江爱心图
书室”标准化建设,对图书室的
内部建设、书架设计、书籍分
类摆放等工作，做了更为规范
的设计，对学校老师的阅读课
程设置、 图书室的开放要求、
学生的阅读活动组织等，也做
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保证了
图书室的规范化使用。 同时，
也完善了“香江爱心图书室”
的可复制性和高效率连锁化
的管理。

10 亿元慈善梦想

2005年，在香江基金会成立
仅仅两个月后， 翟美卿曾表示，
“我从 1995 年起就在想着赚钱
后怎么用，心里头渐渐有了一个
梦想，那就是要设立一个 2亿元
的慈善基金会。现在，2亿元已经
不是问题，而我的梦想，就是踏
踏实实把企业做大做强，设立一
个 10亿元的慈善基金会， 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从翟美卿 1992 年踏上公
益之路开始， 香江集团已为国
家的教育、扶贫、赈灾等社会公

益慈善事业捐款 8 亿多元，并
从 1998 年开始积极投身光彩
事业，在老、少、边、穷地区兴办
了 20 多个光彩大市场，帮助贫
困地区发展经济，帮助 80 多万
人实现就业。

“也许有一天，企业不需要
我去做了，那我就专门管理基金
会，专做慈善事业。 ”翟美卿对基
金会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翟美卿 20 多年来在公益
路上的跋涉和坚持， 改变了许
多困难群体的命运，她“使慈善
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气、一种
文化”的美好愿景，正在带动和
影响越来越多的人。

� � 企业作为一个商业组织，
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类社会
组织的特性。 投资即是商业活
动的基本行为， 投入———产出
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商业模式的
基本基础要素。 没有不需要投
资的企业， 也没有不追求产出
的商业活动和企业。 商业投资
能力是企业必备的经营能力，
由此涉及的投资领域、 投资方
式、投资规模、投资管理、风险
控制、 产出效益等等构成了企
业投资的行为和能力。

企业作为商业机构获取
利润天经地义。 然而，这并非
是企业价值的全部。 商业成功
的企业可以是一个好企业，但
未必是一个受尊敬的企业。 好
企业可以是为股东创造了价
值，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在
价值平台上，还将接受社会的
另一种评价， 即社会责任，由
此必然要涉及的就是公益投
资意识和能力。

公益投资不同于商业投
资， 是基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所表现出的责任意识和责任履
行行为。 它的出发点是“义”而
不是“利”；是道义的回馈，而不
是精算的“索取”；是对自身行

为的自觉约束， 而不是不顾一
切的目的实现； 是对社会和谐
的憧憬期望， 而不是只顾一时
的短期行为。

尽管公益投资不同于商业
投资， 但同样具有投资活动的
一般规律。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它的
发起者———招商局集团是一
个具有 140 年历史的企业，它
为这个慈善机构立下的宗旨
是：关注民生，扶贫济困，热
心公益，和谐发展。 基金会的
基本职能就是公益投资。 为
此， 建立了一整套包括公益
投资理念、 公益投资管理在
内的公益投资机制。

公益投资，同样要选择，确
定自己的投资方向。 投资方向
的选择体现了自身的宗旨、追
求与关注。

公益投资同样讲规模，量
力而行，尽力而为。

公益投资同样讲风险。 规
避道德风险， 规避管理风险始
终在关注之列。

公益投资同样讲效益。 无
效投资始终是企业的遗憾和耻
辱。 公益投资的效益虽不在财
务报表上体现，却反映在“社会
报表”上，它的损益同样是一清
二楚， 因为它的效益是在受益
人的感受上，在社会的认可上，
在企业情感价值的评判上。

公益投资， 同样讲管理。
一整套严密的管理机制保证
了公益投资的规范、严谨、负
责、高效。

因此对一个有责任感的企
业来说， 公益投资与商业投资
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其深层的
文化底蕴是同源的。

商业投资的成功， 是公益
投资坚实的基础和后盾。

“以商业的成功推动时代
的进步” 是百年招商局为自己
定下的崇高使命。 体现着招商
局商业行为与公益行为、 企业
经营与社会责任履行、 商业人
与社会人的统一。 始终不忘自
己是一家企业，弘扬崇商文化，
铸造商业精神，用心经营企业，
同时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
人，真诚地履行社会责任，把商
业成功定位在推动时代进步
上，不断增强社会责任理念，提
高公益投资能力， 在增强商业
竞争力的同时， 不断提高企业
社会竞争力。

（本文为招商局集团副总
裁、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胡政在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与
商业文化” 高端论坛演讲内容
截选）

公益投资：企业应具有的非商业能力

� � 翟美卿，一位富有传奇色
彩的女性，凭着她的智慧与坚
持， 从怀着梦想的广州女孩，
成长为著名企业集团的掌门
人，从成功企业家成长为中国
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第一人。

翟美卿认为：“人生像是
在翻越一座座山头，一山还有
一山高，层层渐近，越往上走，
风光越好。尽管当年的梦想都
已实现，但我还在攀爬。 ”

国内首家国家级非公募
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
金会， 在她的创建与带领下，
已经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
和完善的救助网络 ， 随着 “5
个 1000” 爱心计划的圆满完
成， 翟美卿梦想设立一个 10
亿元的慈善基金会，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21版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暨高端论坛特刊

２０12．7．10 星期二 责编：张晓芳 美编：王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