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格里拉酒店 引领公益新时尚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每个

季度都会举办“二手创意集
市”。筹集资金用于酒店企业社
会责任基金。

每年新春， 福田香格里拉
大酒店都会推出“爱心布艺”慈
善义卖活动。 酒店出售传统的
生肖手工布艺品， 宾客每购买
一个传统手工布艺品， 深圳福
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就将向人文
关怀项目捐赠一部分金额，用
以救助贫困儿童家庭。

和福利院儿童过节

从 2010年起， 连续三年酒
店都邀请来自深圳社会福利中
心小朋友们来酒店大堂参加的
复活节彩蛋绘画比赛。比赛结束
后酒店员工会与小朋友们一起，
将自己的作品悬挂在大堂正中
的复活节树上。酒店并为此设置
了捐款箱，号召员工及宾客为福
利中心的小朋友们捐款。2012年
的活动共募集人民币 3,277元。

举办第三届慈善拍卖会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每年与开普威汀基金会共同举
办以“援助 120 位青海贫困女
孩的教育和发展” 为主题的慈
善拍卖会，旨在为青海、四川等
西部地区贫困女孩筹集善款。
2011 年，600 位来自深圳外事
联合会的客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 活动共筹集善款人民币
1,009,155 元。

“垂直攀登”公益活动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2010 年及 2011 年举行了两届
“垂直攀登”公益活动，旨在鼓
励市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享
受健康生活方式。 参赛者需完
成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垂
直高度 191 米、 全程 440 级阶
梯的挑战， 百余位市民积极参
与并成功登上酒店 40楼。 酒店
2011年将此次活动收入全额捐
赠予“青藏爱施女童之家”，以
帮助青藏高原南部地区的一些
女孩。

救助白血病患者小寒淇

在“香格里拉人文关怀项
目”下，酒店持续对身患白血病
的小女孩张寒淇进行救助。 从
2010年 8月起， 酒店小女孩张
寒淇在 EMBRACE 关怀项目
捐助下一直在接受治疗。 截至
今年 5 月份， 酒店已累计捐助
治疗费 117，000 元。 在儿童节
到来时， 酒店也为小寒淇准备
了节日的礼物。 我们衷心的祝
福小寒淇，早日康复。

深圳贫困家庭援助项目

2011 年 3 月 29 日， 深圳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向深圳
市 红 十 字 会 捐 赠 人 民 币
44,400 元， 用于持续援助深圳

地区三名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学
业及日常生活。人力资源部、客
房部及餐饮部分别照顾一名青
少年，他们用提供兼职机会、赠
送学习用品、 邀请参加部门聚
会和户外活动等方式， 持续地
关爱三名贫困家庭青少年。 中
秋期间， 酒店工作人员还专程
去拜访他们， 并为他们送上了
月饼及礼物。 在这些贫困家庭
小朋友的生日期间， 酒店人力
资源将她和她的家人请到酒
店，在鲜 Café 自助餐厅为她准
备了丰盛的大餐和精美的生日
礼物， 给小朋友留下了难忘生
日经历。

成长关怀大使计划

2012 年 3 月 24 日， 深圳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在深圳
恩派公益发展 中心 开 启 了
“香格里拉成长关怀大使”计
划。 成长关怀大使计划是酒
店与恩派公益发展中心合作
开展的一项针对在深流动儿
童的关怀计划，酒店 14 名员
工积极加入了该计划并自愿
担任起成长关怀大使。 从去
年年底至今， 酒店已成功举
办三次与流动儿童的互动活
动。其间，酒店向流动儿童捐
赠了 60 双运动鞋，和小朋友
们一起绘制了复活节彩蛋，
而在端午节到来之际， 酒店
还联同泰华施公司为小朋友
们提供了一年的清洁用品和
粽子礼篮。

志愿者访问敬老院

自 2011 年 1 月起，酒店志
愿者持续探访南山敬夕阳颐养
院的老人们， 为老人们带去新
鲜的水果、与老人们促膝而谈，
并为老人们打扫房间、 粉刷外

墙墙壁。 酒店还不定期安排洗
衣房为老人们清洗床单、被套，
厨师志愿者们还为老人准备热
气腾腾的饺子。

爱心捐助泰国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底，
泰国经历了半个世纪来最大的
洪灾。 为了支持和帮助姐妹酒
店的同事们早日重建家园，11
月 1 日，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号召各部门员工为泰国姐妹酒
店捐款， 酒店也从今年销售月
饼的收入中提取 2 万元作为泰
国援助基金， 募捐活动共筹得
善款人民币 26,808 元，已汇至
曼谷香格里拉大酒店。

爱心捐助斐济

2012 年 4 月，斐济西部地
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 人们
流离失所，全国 96 个收容中心
接收的灾民近 8,000 人。 为了
支持和帮助姐妹酒店的同事们
早日重建家园，4 月 6 日酒店
号召各部门员工为斐济姐妹酒
店捐款， 募捐活动共筹得善款
人民币 7,546.9 元，已汇至香格
里拉斐济雅奴卡岛水疗度假香
格里拉大酒店。

香格里拉企业社会责任项
目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由

“人文关怀”和“关爱自然”两个
核心元素组成。“人文关怀”主
要体现在香格里拉人文关怀项
目， 使弱势群体获得更好的教
育及健康服务；“关爱自然”则
渗透于香格里拉自然保护项目
中， 为保护生态多样性以及恢
复生态环境作出不懈努力。 更
多详情， 请登录香格里拉酒店
集团网站 www.shangri-la.com

“企业社会责任”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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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一贯
坚持以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
续性的方式经营，同时平衡各
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关系。集团
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从股东
关系、环境、健康及安全、供应
链管理和员工等各方面带领
企业推陈出新，使香格里拉成
为企业公民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领导者。作为集团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计划的一部分，深
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一直
热心公益，曾多次组织慈善捐
款捐物活动，还有植树 、清洁
海边垃圾、慈善登高等公益环
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