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润：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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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华润希望小镇

百色华润希望小镇位于广
西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永乐乡
西北乐片区，下辖洞郁、塘雄、
那平、那水四个自然屯，共有 7
个村民小组，348 户，农业人口
1428 人，希望小镇建设之前农
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 2360 元，
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地区。

环境改造
2008 年 10 月， 华润开始

对百色华润希望小镇进行彻底
的环境改造， 百色希望小镇的
环境改造分为：“生态环保的市
政基础建设”、“齐备的公共配
套设施”和“和谐的民居改造”
三个方面。 在环境改造的过程
中华润注重使用当地的成本低
廉的建筑材料，采用易维护、效
果好的低技术污水处理及能源
解决方案，满足生态环保要求。
通过改造， 建成后的希望小镇
已全然看不见昔日贫困乡村的
影子，实现了“走平坦路、喝干
净水、用清洁灶、上卫生厕、住
整洁房”的新生活，基本达到了
社会主义新城镇的目标。

产业帮扶
在对百色希望小镇进行环

境改造之前， 华润就通过保护

价收购小西红柿的方式对村民
进行产业帮扶，四年来，华润通
过“统购统销、引导起步”,“优
化品种、合作经营”，“土地流转
试验”，“农超对接基地建设”四
个阶段，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平台， 积极引导村民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2011 年百色希
望小镇人均纯收入从 2007 年
的 2360 元增长到 8230 元 ，
2012 年可望实现人均纯收入
过万元，产业帮扶成效显著。

组织重塑
随着产业帮扶工作不断深

入， 华润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积极引导村民成立社区居民委
员会，并通过社区党支部、社区
居委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交叉
任职的方式，实现农村党、政、
企三位一体的新型管理模式。

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

西柏坡希望小镇坐落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
藿家沟片区，全部建成后，原霍
家沟片区内将有 100 多户村民
整体迁入。 西柏坡希望小镇范
围内全部为新建民居。目前，已
建成占地 80 亩的“三优”富士

苹果基地和 6 个生态养鸡场。
经过一年的产业帮扶， 小镇年
人均纯收入由 2010 年的 2079
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2586 元，
增长率超过 24%， 产业帮扶初
见成效。

韶山华润希望小镇

韶山华润希望小镇位于湖
南省韶山市韶山乡， 包括韶光
村和铁皮村两个村的部分村
域，涉及 18个村民小组，共 565
户，2169 人，预计于 2012 年 10
月份竣工落成。 华润将要把韶
山希望小镇建设成为现代文明
小镇、绿色生态小镇、具有浓郁
湖湘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城镇。

古田、遵义华润希望小镇

古田华润希望小镇选址在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吴
地村部分片区， 是客家人聚居
地， 涵盖小吴地和大吴地两个
自然村，合计 935人，262 户，规
划范围 1635.9亩。 遵义华润小
镇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
城镇， 包括水狮坝和黄金湾两
个自然村，合计约 300 户，1500
人。 目前，古田、遵义华润希望
小镇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工作。

参与社会活动

2011 年 8 月， 第 26 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行。 华
侨城“U 站”成为唯一一个由企
业承办的城市志愿者服务站。
活动期间，华侨城 U 站累计接
待市民及游客 4.5 万余人次，
盖出大运纪念章及华侨城特色
印章约 15 万个，派发大运相关
资料近 3 万份， 累计为游客提
供医药箱服务 170 次。

与此同时， 华侨城因地制
宜针对特殊群体开展优惠游园
活动： 常年执行针对老人、教
师、外来劳务工者、残疾人、军
人及家属等群体及特殊需求开
展优惠政策。

传播爱的使者

2008 年，汶川 8.0 级地震，
1100 万元人民币款项及物资，
迅速送达灾区，帮助重建家园。

2010 年， 青海玉树 7.1 级
地震， 华侨城捐款 200 万元人
民币； 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

害，募集善款 73 万余元，送至
灾民手中。

2003 年，与贵州省黔东南
自治州天柱、 三穗两县结成帮
扶关系。近九年，共援建帮扶项
目 52 个。

2005 年至今， 每年向三
穗、 天柱两县贫困学生提供助
学金，截至目前，帮扶项目共资
助贫困学生 2642 名。

与城市共成长

华侨城所有项目在进行选
址和规划时， 均将环境保护和
生态和谐作为首要考虑的因
素， 坚持建设开发和生态保护
并重，构建生态景区和社区。

欢乐海岸项目， 华侨城本
着“先治理后建设”的原则，历
时四年，斥资逾亿元，通过截污
治污、生态净化、湿地植物配置
等多种手段对湿地进行保护性
生态修复。

武汉华侨城，“不改变一寸
东湖湖岸线、 不占用一寸东湖
湖面”，在东湖之滨建造了一座
环境优美的生态之城。

天津华侨城， 培育引进特
色耐盐碱性植物， 形成了有地
方特色的植物景观带。

推动公共文化艺术发展

华侨城在中国创造了“艺
术华侨城模式”。华侨城长期致
力于推动公共文化艺术的发
展，目前旗下拥有和管理 OCT
当代艺术中心、 华·美术馆和
OCT-LOFT 华侨城创意文化

园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展馆
和公益性文化艺术场所。

华侨城创造性地构建出
了独特的当代艺术馆群计
划，即在 OCT 当代艺术中心
的基础上成立华侨城当代艺
术馆（总馆），并以其为轴心
形成布局全国的馆群网络 。
而 OCT-LOFT 创意文化园
则已成为深圳最具人气和创
意氛围的都市文化生活新聚
点。

华侨城：创新公益慈善

2008 年春， 正值华润集
团成立 70 周年， 基于感恩回
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
观念，华润集团宋林董事长积
极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 “以工
促农、以城哺乡”的号召，首度
提出发挥华润多元化经营优
势 ， 利用华润企业和员工捐
款 ，到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建
设华润希望小镇的创想。四年
多来， 华润已建成广西百色、
河北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湖
南韶山 、福建古田 、贵州遵义
华润希望小镇也正在规划建
设中。

创建华润希望小镇，是 35
万华润人践行 “与您携手，改
变生活 ” 企业理念的重要平
台。 建设希望小镇，既是一项
社会公益活动，也是央企履行
社会责任、参与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一种
新探索，充分体现了华润超越
利润之上的追求。

� � 华侨城集团自 1985 年成
立伊始积极践行“诚实、信用、
合作、分享”的社会责任理念，
以“品质华侨城，幸福千万家”
作为公益慈善工作的主轴线，
密切关注各利益相关方的诉
求，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
可持续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举措，使其与公司发
展战略、生产经营和企业文化
相融合，努力实现企业发展与
员工成长、生态环保 、社会和
谐的协调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