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爱君：推动中国社区善治第一人

陈爱莲：没有功利心才是真慈善
如果说陈爱莲的慈善理念

只是她作为一个个体的坚持的
话， 那么辐射到企业这个集体
时就表现为万丰奥特的企业价
值观———“永恒提升价值，不断
奉献社会”。陈爱莲说：“我觉得
献爱心也要量力而行， 尤其是
企业，健康发展是第一要务，只
有可持续发展了， 才能更好地
承担社会责任， 才能用更多爱
心去帮助更多的人。 ”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 万丰
奥特每年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
的费用都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情
况而有计划地进行。 这两年设
立的两个 3000 万的基金，就是
旨在开启慈善事业的崭新篇
章。 陈爱莲说：“我觉得我们万
丰奥特发展到现在， 应该同步
提升发展我们的企业文化，包
括慈善和公益事业。 ”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创立二
十年以来， 始终遵循陈爱莲董
事长提出的“永恒提升价值，不
断奉献社会”的经营理念，从行
业的追随者迅速上升为行业的
领跑者。目前，万丰集团拥有汽
车零部件、 机械装备、 金融投
资、新能新材等产业，其中主营
业务零部件打造了全球最大的
铝轮生产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
的民营企业， 万丰人在肩负实
业报国的同时， 积极承担公益
事业，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近
年来，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在支

持教育事业、体育事业、文化事
业和新农村建设上累计投入资
金 1 亿多元 （其中，2011 年
2600 万元）： 建立希望小学
（470 万元）、 结对贫困村发展
（500 万元）、设立慈善基金（向
市慈善总会提供慈善基金
3000 万元，向市总工会提供职
工救急帮扶基金 3000 万元）、
支持浙江男排发展（1120 万
元）、 支持全国第八届残运会
（118 万元）、 支持调腔文化事
业（115 万元）、在汶川地震发

生的第二天带头向当地政府主
动请缨捐款 350 万元……

陈爱莲董事长还个人出
资 1500 万元支持公益事业，
特别是她积极响应中央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
出资 500 万元设立了浙江省
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基金，凡是
年满 60 岁以上的老人、 升读
幼儿园的儿童、考入大学的学
子以及喜结良缘的夫妻，每年
都能享受到“长寿金、优学金、
幸福金”， 带动了更多企业家

和爱心人士参与到美丽乡村
建设中来。

“阳光心态，快乐创业”，这
是陈爱莲的一句座右铭。她说：

“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
财富， 财富的价值在于奉献社
会。 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是千万
富翁、亿万富翁，但为什么还要
辛苦地工作呢？ 支撑大家不断
前进的动力， 就是为了创造更
大的平台、整合更多的资源，从
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体
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

李爱君就是用这样伟大
的爱心，默默耕耘 19 年，让数
以万计的老百姓在桃源居社
区里享受着世外桃源般的幸
福生活。 2008 年，李爱君历经
千辛万苦，终于创立了中国第
一家社区公益基金会———桃
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为
此，李爱君前后投入了 8 亿元
巨资。

由 1992 年开始的 17 年
间，尤其是 2002 年之后的 8 年
间， 桃源居在探索中走了一条
曲曲弯弯的公益社区之路，终
至大成。 在 2009 年，桃源居获
得了联合国人居环境大奖的殊
荣。

为了消除物业与业主之间
的矛盾， 李爱君对桃源居物业
进行了改制， 放弃了自己在桃
源居物业的全部股权， 以及对
桃源居物业的 1700 多万元债
权， 全部无偿转给了桃源居公
益中心， 从而将桃源居物业改

制成为中国第一家社会型企
业， 彻底改变了原本物业与居
民利益频繁摩擦甚至对立的局
面。“现在的桃源居物业，是属
于公益中心的， 也就是说属于
桃源居的 5 万业主的，现在，它
不仅能够消除纷争， 而且能够
促进和谐”，李爱君说。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经这
样评价桃源居： 桃源居基金会
的创立， 使得惠民措施让居民
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有效
地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 让社
区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他更希
望，桃源居的善治模式，能够在
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新模式。

2006 年 7 月，经深圳市民
政局批准，深圳诞生了第一家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办，致力
于发展社区公益和福利事业
的社区民非组织———桃源居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也标
志着中国第一家社区公益基
金会的成立。 李爱君向这个基

金会捐赠了 1 个亿，以确保它
在未来的很多年里， 良性运
转，这是李爱君为桃源居所有
的公益事业，再次投入的一笔
重金捐赠。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对我
来说意义重大”， 李爱君说，这
个全国第一家只针对社区公益
组织提供创业资本的基金会，
它将之前所有李爱君针对桃源
居个人的慈善行为， 正式上升
为国家的制度和组织行为。

同其它所有的公益组织不
同， 桃源居的公益事业发展基
金会， 是全中国目前唯一的一
家从社区建设、 社区文化角度
关注民生的公益基金会。 它扮
演的是社区公益事业的“输血
者”、“风险投资者” 的角色，资
助社区内的公益社会组织，以
培育社会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与
福利体系， 为社区公益事业的
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从而实
现社区公共服务的良性运营和

可持续发展， 并成为政府公共
服务的有效补充。

“虽然我捐赠了 1 个亿帮
助基金会创建起来，但是如果
这个基金会真正脱离我而运
转，必须由可资经营的资产”，
这是李爱君决定将价值 6000
多万元的公益资产移交给政
府的缘故。 有了这些公益资
产，这个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就
可以上升成为一个社会型企
业，从而可以独立运转了。 李
爱君还聘任了专业的 CEO，
来领导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
社区运营。

“我的目的就是要协助政
府帮助百姓建设中国最好的公
益社区”，李爱君说。

而今的桃源居， 如何保有
深圳成功榜样作用， 并有向全
国复制的能力， 且继续探索能
力，在“建设全中国最好的公益
社区”这条道路上，李爱君越走
越远。

“我认为慈善不能有功利
目的 ，一旦掺入功利心 ，那就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了。 ”
陈爱莲说 ，“但在中国目前的
环 境 下 ， 慈 善 还 是 需 要 引
导。 ”

� � “‘爱 ’本身就是我的名 ，
也是父母在我出生时赋予的
期望，女人应该生活在爱与被
爱的环境里。爱也是我们的企
业文化，延伸到企业产品中就
是家园文化。 爱要会付出，同
时也要会包容。繁体字的‘爱’
是有心的 ， 用心去爱 。 去了
‘心’的爱就是利益之爱，所以
我认为爱要发自内心，付出你
的真实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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