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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
区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华特迪
士尼公司（大中华区）的演艺人
员及幻想工程师组成共 46 人的
迪士尼义工队，与仁人家园的工
作人员一起，前往广西融水苗族
自治县盘荣村，开展了为期 5 天
的“广西危房改造之旅”。

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地区辖县，生活条
件艰苦，人均收入每天仅为两美
元，属国家级贫困县，加上九成
是山地及多雨的环境，令当地经
常发生地质灾害，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

迪士尼义工队抵达的当
天，便换上了工作服，搬砖头、
筑围墙， 帮助当地居民建设温
暖新家园。 融水县盘荣村村长
路启德十分感激迪士尼义工
队：“在这里， 大多数房屋都建
在山边， 只简单地以木头或泥
砖建成，一遇雨天，极易发生山
崩和塌方危险。 加上电力设施
欠完善、水资源处理不当、卫生
条件差、 牲畜靠近居住地等问
题，极需社会各界力量帮助。 我
们感激迪士尼义工队不辞劳
苦，从香港远道而来协助我们，
令居民都得以有一个安乐窝。 ”
面对村民的感激， 香港迪士尼
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
炳松先生表示：“迪士尼乐园是
制造快乐的童话王国， 亦致力

向每一个人传递欢乐，帮助更多
有需要的人实现梦想。我们很高
兴能协助这里的居民改善居住
环境及社区设施，为他们重建家
园之余，亦希望令他们对未来生
活重拾信心。 ”迪士尼义工队在
重建危房外也重点帮助改善当
地小区基础设施，例如协助安装
污水排水系统，教导村民与牲畜
分隔居住等， 令他们的居住环
境更卫生更安全。

此行， 义工队还探访了当
地的盘荣小学， 向孩子们赠送
了迪士尼文具和书籍。 盘荣小
学共有 14 名学生，但全校仅有
一位教师，教室简陋、教学物资
匮乏、学习渠道单一。 为改善小
学教学环境， 迪士尼义工队及
仁人家园工作人员， 为学校粉
刷了墙壁，使教室焕然一新，并
为孩子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英
语课和舞蹈课， 整个教室顿成
一个欢乐窝。

此次“广西危房改造之旅”，
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第五次参与
仁人家园举办的志愿者服务。
仁人家园于 2013 年 1 月已经在
广西融水县盘荣村启动“危房改
造计划”， 为 20 户家庭建造房
屋，预计 2013 年年底完成。

今年是迪士尼义工队成立
30 周年。 自 1983 年成立以来，
迪士尼义工队已在 42 个国家进
行了超过 750 万小时的义工服

务，仅 2012 年，包括香港迪士尼
义工队在内，已在全球进行了超
过 586,000 小时的义工服务。 华
特迪士尼公司亦向世界各地慈
善机构捐赠了累计超过 2.92 亿
美元价值的现金、物资、产品等。
卢炳松表示：“今后，香港迪士尼
乐园将继续在内地开展更多的
公益项目，在传递快乐的同时也
让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关爱社区、
保护环境、推动创意的三方面社
会责任上，更好地服务社会。 ”

（张晓芳）

筑梦广西·建设融水新家园

香港迪士尼乐园义工队“广西危房改造之旅”

2013 年 6 月 20 日，“信用创
造共享价值———宜信公司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会暨专家研讨会”
在北京举办。《信用创造共享价
值———宜信 2011-2012 年社会
责任报告》是宜信的第二份社会
责任报告，展示了宜信公司在过
去两年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和
成绩。

共享价值：
企业理性成长的基准点

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
授曾于 2010 年在《哈佛商业评
论》刊登了题为《创造共享价值》
的文章，将企业经营目标定义为
创造“共享价值”，即在企业创造
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
价值。

宜信公司自成立伊始便推
崇共享价值理念， 是践行共享
价值理念的领跑者。 在商业运
营中， 宜信坚持商业可持续发
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双底线”
原则， 分别为高成长性人群和
大众富裕阶层量身设计符合他
们需求的产品， 同时搭建公益
助农、 职业教育和小微企业服
务三大平台， 结合宜信自身的
优势资源和核心能力， 实现企

业与客户共成长。
2012 年 2 月， 宜信公司启

动普惠 1 号公益性小额信贷批
发基金。通过对接爱心出借机构
和公益组织，为更多农户提供资
金支持，帮助他们改变生活。 这
只是宜信众多“共享价值”项目
的一个缩影。

宜信 CEO 唐宁表示， 宜信
在金融创新的路上已走过了 7
年的时光，两大支柱业务普惠金
融和财富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的承担相辅相成。 宜信帮助高成
长性人群建立信用、 释放信用价
值， 为大众富裕人群实现财富的
保值增值， 二者都是具有丰富社
会意义和社会内涵的工作。 可见，
宜信每天在做的事， 宜信每位员
工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与企
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紧密相连。

信用：
共享价值的新载体

此份责任报告也提出，市场
经济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
用是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的前
提，人人有信用的“信任结构”是
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成长与发
展的重要基础，有助于降低社会
和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效

率，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
值。 此次发布会上，各位专家也
围绕信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作用展开了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金融信息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周伟民教授回顾了
中国征信行业的发展。 他表示，
今年是中国征信行业的元年，
从今年开始， 中国的征信行业
将允许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包
括外资进入， 这会为包括宜信
公司在内的小额信贷服务企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同时，他认
为， 宜信推进了小额信贷行业
的健康发展， 帮助和推动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 这正是体现了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

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国内小
额信贷行业的发展。 他认为，目
前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进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
需要重新审视小微企业在经济
体系中的战略意义———小微企
业将是未来主要的企业形式，
这意味着工业主体已在变革，
传统的金融体系也将随之而
变， 未来小额信贷行业将不再
是传统金融的补充形式， 而将
逐渐成为主流。 （白晓威）

以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为基础，社区、社会组织、社工

“三社联动”，社工、义工“两工互
动”的社会工作服务运作新模式
在北京市朝阳区保障房地区的
社会服务管理中正在发挥着巨
大的推动作用。

日前，中共北京市委社会
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
建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占
山一行到朝阳区常营保障房
地区调研社会工作服务工作
开展情况。 他指出，朝阳区保
障房地区试点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仅
为解决保障房地区复杂的社
会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更为
探索城乡一体的社工服务模
式提供了新思路，对政府购买
社工机构服务、专业社工服务
在社区系统性开展工作也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 在朝阳区保障房地
区试点专业社工服务开始于
2012 年 7 月，覆盖常营、东坝、
南磨房、 三间房以及垡头的 15
个社区 14 万人口，市区两级拨
付专项资金 100 多万元购买专
业社工服务， 重点服务人群包
括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低
收入者、社区矫正对象等，目的
是尝试通过专业社工方法，满
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服务需
求， 在新入住居民中构建和谐
的社会关系。

一年来， 相继有 12 家社工
事务所 100 多位专业社工人才
为上述地区提供专业的社工服
务，开展项目 15 个，开展各种社
会服务活动 1021 次，132 个个
案、585 次小组、 服务 9 万余人
次， 形成了社工机构进社区、需

求调查进楼门、社工服务进家庭
的“三进模式”。

朝阳区社会办副主任时春
岗表示，在保障房地区，人口以

“空降式”聚集，困难群体和低收
入群体占很大比例，一系列分散
的社会矛盾随着人口的转移在
保障房地区呈现出集中性、复杂
性、动态性、多发性和易激化性
等特征，对这些地区的社会服务
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为了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朝
阳区社会办积极协调市区两级，
通过政府出资的方式引入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推动保障房地区
的社会服务管理由粗放向精细、
由硬件向软件、由传统向现代转
型，通过居民向社区居委会提出
要求、 政府按需求购买社会服
务、 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社
会工作者运作项目，让保障房地
区实现了政府力量、居民力量和
社会力量的有机融合，增强了创
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的合力，基
本形成了“三社联动”的合作治
理格局。 自项目实施以来，仅常
营地区通过社工机构整合的社
会志愿者达到 1000 余人次，提
供了约 2000 小时的志愿服务。
对低收入群体、贫困群体和弱势
群体实现了全覆盖的目标，有针
对性地提供了老年人社会支持
网络建设、 低收入群体个体成
长、 残疾人增能及潜能开发、特
殊人群心理咨询辅导、青少年成
长关怀、单亲母亲加油站等各类
服务项目。 实践证明，将政府公
共服务供给与社会供给有机结
合的机制创新，为社区公共服务
的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带
来了巨大活力。

（周海山）

宜信：让信用创造共享价值

“三社联动”、“两工互动”
北京市保障房地区
社工服务新模式探索显成效

香港迪士尼乐园志愿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