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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 5 次逾万人赴泰
宝健成就中泰文化交流典范

11 月 20 日，为期 17 天的宝
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宝健）万人赴泰研习之旅圆
满结束。 据泰国方面表示，宝健
的这次万人规模级旅游，创下了
泰国旅游史上单一企业组织旅
游人数最多的纪录，因而也引起
了当地政府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作为本次活动主办方的宝
健表示， 在 16 年里已经有 5 次
率团赴泰的历史。 从 1997 年的
几十人，到 2005 年的 7000 人，再
到本月的 10000 人规， 这些数字
见证了公司一步一个脚印的发
展。 同时，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
扩大，旅游也从最初相对单一的
游玩，升级成现在集尊贵、公益、
学习与成长为一体，极具“品牌
色彩”的旅游文化。

记者从多方面了解得知，该公
司从 1996年至今的 16年间，共计
组织了 40 次国内外旅游研习活
动， 带领 13 万人次走出家门、国
门， 在地理上跨越了 20多个国家
和地区。 2009 年的万人赴台游、
2011年的万人赴韩游， 同样也创
造了当地旅游史上单一企业组织
旅游人数最多的纪录。这家公司所
组织的旅游究竟具备什么特色，不
但可以持续了 16年之久， 而且所

吸引的参加人数还在不断攀升？

特点一： 尊贵———尊享国
礼级待遇

泰国总理英拉亲自接见宝
健旅游团。 英拉总理在曼谷与宝
健公司的代表———李道总裁，进
行了亲切友好的会面，一同出席
会见的还有泰国会展局局长、芭
堤雅市长等相关官员。 会谈中，
英拉总理热烈欢迎此次宝健万
人旅游团的到访。 英拉说：“泰国
将为宝健旅游团提供一切服务，
为宝健旅游团提供方便。 目前，
很多泰国人都在学习中文，两国
之间的来往也越来越密切，宝健
旅游团的再次到来，将对促进两
国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 泰
国方面会动员一切警力和安全
设施，为宝健旅游团提供安全保
障。 ”宝健公司李道总裁感谢英
拉总理、泰国旅游局、会展局等
对宝健旅游团来访所做的所有
支持和努力，同时也表示，宝健
此次来访必将会为中泰两国人
民的深厚友谊锦上添花。

此外，在宝健到访芭堤雅市
期间，该市授予宝健“芭堤雅城
市金钥匙”。“金钥匙”意味着芭
提雅将成为宝健人的第二个

“家”，城市的大门时时为宝健人
打开。

特点二： 公益———感受深
层次的人生价值

一项公益事业，承载了几代
人的梦想，16 年的不懈坚持，宝
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中国心
宝健情”公益之路。 为了祖国未
来的花朵，由 3 个 1%（即：宝健每
年至少捐出应纳税所得额的
1%、宝健代理商和员工纷纷自愿
捐出个人收入的 1%） 构成的宝
健自主基金，已累计捐建和资助
了 72 所希望小学和农民工子弟

学校。 到今天为止，10 万名来自
宝健的 1%爱心志愿者已经为 10
万名孩子们带去了希望。 今年 5
月 26 日，宝健公司启动“希望之
星”公益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受
到资助的宝健希望小学老师也
参与到万人泰国游的活动中，与
宝健旅游团共同放飞梦想、成就
希望，以期这些受资助的老师可
以用更宽泛的眼界去传播知识、
传播希望。

放飞梦想， 成就希望，2012
年 11 月，在“宝健希望之星”优
秀教师赴泰旅游研习活动期间，
芭堤雅市议会议长对宝健的公

益事业给予了由衷的赞誉，他
说：“宝健的公益推动得非常好，
宝健是一家真正为了公益而公
益的企业。 ”

特点三： 学习———在旅游
中获得成长

为中泰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搭建桥梁。 万人赴泰旅游，不仅
直接、间接地刺激了泰国经济发
展，还使得两国人民有了更深层
次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悉，本次
旅游已成为中泰两国民间互访
的新里程碑。

而持续了 16 年的宝健旅
游已不仅仅是让参与者欣赏风
景、放松心情，更侧重于打造集
尊贵享受、 学习感悟、 公益爱
心、亲人相聚、人生成长于一体
的特色宝健旅游文化。 通过学
习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色、人
文精神，并借助晚宴、会议等机
会进行交流，也成为了宝健旅游
的一大特色。这种“取其精华”的
思想，非常有助于旅游成员得到
更多启示，以便运用于之后的生
活、工作中。 这其实也是对宝健
文化“努力工作，努力享受生活”
的一种诠释。

（辜哲 ）

� � 腾讯作为中国最大互联网
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和服务用
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以用
户需求为导向，通过自身在互联
网行业领先的价值创造，使数亿
用户的生活更为丰富，促使人们
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更为有效。

成为“最受尊敬的互联网
企业”是腾讯矢志追求的愿景，
也是腾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
指导理念。 它敦促腾讯始终以
长远的眼光、诚信负责的操守、
共同成长的理念， 推动中国互
联网事业的发展。

社会责任战略与维度

腾讯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景
与使命，与企业的愿景与使命高
度一致。腾讯始终将社会责任的
履行融入到企业经营里，同时将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聚焦到企业
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发展的相关
议题中： 在创新中与用户对话、

在开放中与合作伙伴分享、在对
环境的关注中最大化节能、在与
员工共同发展中创造更大的成
长机会、在对社会的回馈中释放
腾讯公益的价值，并在腾讯核心
优势领域，为行业、社会关注的
重要议题提供支撑。

腾讯眼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来体现：
一是从用户维度看企业的社会
责任， 就是能否最大化满足用
户需求，为用户创造价值。 二是
从企业自身的维度看企业的社
会责任，就是能否遵纪守法、创
造就业、依法纳税，对用户、员
工、 股东、 社会承担必须的义
务。 三是从社会的维度看企业
的社会责任，就是回报社会，关
注公益，维护行业环境。

2006 年，腾讯发起成立中
国互联网首家慈善公益基金
会———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
并建立了腾讯公益（gongyi.qq.
com）， 专注于辅助青少年教

育、贫困地区发展、关爱弱势群
体和救灾扶贫工作。

2008 年 5 月， 腾讯首次入
选恒生指数成份股， 由此开始
了对其过去十年社会责任基本
实践的总结。 从 2009 年起，腾
讯开始参照国际标准和最佳实
践原则， 积极投身对企业社会
责任履行和管理模式的探索。

未来社会责任方向

腾讯在稳健快速的发展过
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将更多社会
责任元素融入经营实践之中，探
索在履行底限责任的基础上，能
够体现互联网企业优势，具有显
著腾讯特色的社会责任内容、标
准和实践模式。未来两年，腾讯将
向标准管理体系推进，把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完整地融入
企业经营之中，充分保障各利益
相关方在企业发展中获得充分
尊重，赢得共同发展。 （师彦星）

腾讯：责任愿景与企业使命高度一致

首届黑苹果青年大会即将召
开，我们将在大会上嘉奖在青年社
会化工作中杰出的黑苹果青年个
人、 黑苹果青年公益服务项目、支
持黑苹果青年活动的社会组织与
单位、杰出黑苹果青年园丁。 我们
也将展望未来一年， 与大家分享
YES 基于青年公益与青年社会化
需要的洞察与把握，而提炼出的新
一年度 “黑苹果青年议程”———那
些具有强大的社会需要与满足青
年发展需要、也有良好的青年社会
关注基础、对于我们未来青年的自
我锻造极为重要的八个关键领域。

———科学普及：激发更多青
少年对于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论
的兴趣， 动员更多的科学领域的
资源服务于科学知识普及工作 ，
让科学精神充分地扎根在我们的
思维与行为方式中。

———跨文化学习：跨越历史
与地理的障碍， 挖掘传统文化与
异域文化中的美好景象， 建立更
强的文化同理心、 跨文化理解与
管理能力， 塑造一代有大文化格
局的新视野人才。

———弥平数字鸿沟： 追随快
速发展的数字工具，从家庭、社区、
社会层面协助数字鸿沟 “那一边”
的年龄群体、职业群体、地域群体
掌握必要数字知识与技能，缓解数
字发展造成的新社会差距。

———社区关怀：以社区亲子
关怀、老人关怀、残障人关怀为切
入点，培养社区新社会服务平台，

创造社区新公共空间， 形成社区
新积极分子， 最终帮助社区能在
治理意义上产生新的服务机制与
管理机制。

———职场介入：帮助更多的
年轻人扩大职业见识、 拥有独立
的职场朋友与社会网络、 获得职
场体验、初步拥有职业爱好，形成
职业选择的基础能力。

———健康关怀：传播良好的
健康知识，分享健康的生活习惯，
帮助人们克服不良生活方式 ，尤
其对于在青年心理健康与身体锻
炼方面的关注。

———再设计：鼓励青年面对
新的社会发展需要， 基于对于目
标群体的期待， 创造性地设计新
产品、新文化娱乐作品 、新服务、
新沟通模式， 并乐于与公众分享
这些创新的设计。

———人际组合：鼓励人们积极
的社会交往，激励社会交往的勇气，
创新社交方法，发展新社会组织，寻
找可持续的社交模式， 贡献社会交
往改变人生的经验、教训与案例，帮
助更多人的社交能力的进步。

黑苹果 YES 从成立以来，得
到了各地政府、公益机构、媒体与
企业的大力支持。 黑苹果 YES 也
将在 11 月 28 日 ， 零点集团的
2012 年度零点民声 “金铃奖”的
颁奖大会上， 对于大力支持与关
注黑苹果成立成长的机构和个人
进行表彰。 感谢你们的有心关注
和无私支持！

黑苹果青年的新议程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袁岳

泰国总理英拉亲自邀请会见以宝健总裁李道为首的宝健团

近日，星展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星展中国”）携手复旦
大学管理学院、 恩派公益组织
发展中心，在沪举办“2012 社会
企业高校论坛”。 著名经济学
家、 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创办人茅于轼出席活动，向
来自高校、传媒、商界、金融圈、
公益圈等各业界精英， 教授社

会企业的理念并分享国内外社
会企业的实践案例。

前身为新加坡发展银行的
星展银行， 有着 40多年支持亚
洲中小企业发展的深厚业务经
验。 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
题、造福社会”的社会目标而成
立的创新型小微企业和组织。星
展银行在回馈社会的公益理念

与多年累积的业务经验有机结
合的基础上，于 2012年 10月宣
布启动“社会企业公益计划”,第
一阶段将支持四家社会企业的
培训项目， 无偿提供种子资金。
同时，星展中国于本月推出“社
会企业专享账户”为社会企业提
供几乎免费的银行服务。

（张晓芳）

星展银行助力中国社会企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