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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河：关怀也是一种责任
2014 年 12 月 16 号，公益时

报“2014 年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卓越奖”颁奖典礼在北京盛
大举行，山东金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因“补爱行动———为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革命老区补回缺
失的爱”项目荣获“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

近年来， 中国经济迅速发
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
发展和建设吸引了大量的青壮
年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与在城
市中形成的大量“农民工”群体
相对应，在农村形成了大规模的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群体。
这些本该儿孙满堂、乐享天伦的
老人们， 本该成为父母掌上明
珠、被百般宠爱的孩子们，因为
全家的生计，被迫放开家庭的经
济和精神支柱，让后者远离家乡
去城市打拼。 因此，他们缺少了
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家庭的温
暖，缺少这些家人原本应给他们
的爱。

在上个世纪，山东诞生了众
多革命老区。 沂南县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有突出贡献；
作为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大本
营，濮县、范县和观城县是冀南、
冀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中心区
的“首府”，素有“华北小延安”之
称，民族英雄马本斋和著名烈士

吕世隆、张炳元、史钦琛等生前
都在此战斗过； 孟良崮击战遗
址、“边区小延安”常山等幸存的
红色遗址也都是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具有影响力的党性教
育基地、红色基地，锤炼党性教
育的“熔炉”。 但是，由于长久以
来缺少充足开发和保护，并没有
很多人了解这些红色老区。

“企业不仅要创造物质财
富， 而且要自觉地履行社会责
任。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觉得每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
人都应该自觉承担党和国家赋
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积极参
与到公益事业当中。 我们金河投

资也一直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
当中。 ”在谈及到企业家在社会
公益慈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时，山东金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海行表示自己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将不遗余力。 心存大
爱的韩海行在公司成立不久就
开始了为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革命老区的“补爱”行动。

金河投资成立的短短三年
里， 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2013 年 3 月 6 日，金河投资成功
举办了“唱响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金河杯”环保书画
文化交流会，通过书画家的挥毫
泼墨，表达了对环保事业的高度

关注， 进一步增强民众环保意
识；2013 年 3 月 31 日， 举办了
《情满潍坊、 大爱无疆》———“金
河杯”慈善公益募捐活动，弘扬
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帮困的
传统美德，倡导互帮互助、患难
扶持的时代新风，为昌邑市患病
农民刘贵忠一家捐助善款 17 万
余元， 为他们送去了温暖的春
风；2013 年 4 月 6 日，中国水墨
书画院潍坊金河分院正式开
业，开启了一条互相学习、共同
提高的新渠道， 对于提高潍坊
文化品位， 加快潍坊文化事业
建设， 推动潍坊由文化资源大
市向文化产业强市转变， 也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013 年 5
月，公司举办“金河杯”潍坊市
儿童少年书画摄影大赛， 对于
提升青少年文化素养， 提高青
少年的综合素质， 促进青少年
文化始终向积极、 健康的方向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
司以本次大赛为契机， 进一步
加强潍坊对留守儿童关注，为
改善他们的状况贡献出一份力
量；2013 年 8 月 17 日，公司举办
了“金河杯”中国老将军书画名
家交流会，书画艺术是中华民族
传统的文化精髓，它积淀了整个
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系、 文化结
构、思维模式、品格智慧、艺术审

美以及终极价值，弘扬书画艺术
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2014 年 2 月 24 日，
董事长韩海行带领集团员工到
沂南红色教育基地学习考察，向
沂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捐款 10
万元，支持基地的发展和改善老
区人民的生活，并与基地代表签
订新型生猪养殖基地和新型高
效大棚蔬菜种植项目，以实际行
动支持老区发展。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
业文化 , 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自
己的梦想。“金河投资支持三农
及中小型企业发展， 关注环保
文化产业发展 , 积极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 , 有计划地积极投身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这就是我
们金河前进的方向， 以大爱之
心回馈社会， 助力城市文明繁
荣，对农村也充满关怀。 ”这就
是金河的企业文化， 这就是董
事长韩海行的梦想。

一个企业能够走多远，成
长多大， 需要企业的眼界和计
划， 更需要企业能够承担社会
责任。 因为只有一个企业能够
承担起社会责任， 是为人民做
事，才能够为人民所信任，才能
够承担起人民的希望， 才能够
有未来。

（刘奇 ）

长期关注养老产业建设

重庆尊享创出养老创新模式
古语云：“诗书立业，孝悌做

人。 ”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先。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孝亲敬老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也是先辈传承下来的宝贵
精神财富。 人皆会老，老人的今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让老年人拥
有欢乐、祥和、幸福的晚年生活，
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
全社会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今
天，我们以更多的实际行动弘扬
孝亲敬老，既是传承我们先辈宝
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为我们
的下一代树立表率，这样才能引
起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和行动，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营造出敬
老、爱老、助老、惠老的浓郁氛
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
光大、生生不息。

“我们重庆尊享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爱心企业，一直以
来都积极响应重庆市委市政府
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去帮扶社会
上需要帮助的群体，不断践行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
美德。

社会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载
体，是社会繁荣的标志。 关心、支
持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献出我
们尊享人的一片爱心，就是尊享
集团在奉行的致富思源、富而思
进理念下，一次次投身社会公益

事业的实际行动。 同时，我们重
庆尊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几
年来一直以‘创新养老模式’的
惠民行动服务于重庆市民，以无
私的爱心行动真诚地回报着社
会。 ”重庆尊享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天忠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老
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空巢老
人、孤寡老人、失能老人也越来
越多。 关爱老人变得不仅仅是个
人的义务，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
责任，一直专注于社会公益事业
的重庆尊享集团率先担起了这
份责任。

为了做好重庆贫困失能老
人的关爱扶助工作，动员更多的
社会力量呵护贫困失能老人，
2014 年，重庆尊享集团与重庆市

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重庆市江
北区民政局、重庆市民营企业家
联合会共同举办了重庆市“关爱
失能老人·共享生命尊严” 大型
公募扶助项目启动仪式。 现场收
到现金和物资捐款共计 3876.2
万元， 其中重庆尊享集团捐款
（物）合计约 1580 余万元，该笔
款项是重庆市老年事业发展基
金会近年来收到的单笔最大爱
心捐款。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李宝库亲自授予重庆
尊享集团“爱心企业”光荣称号。

重庆尊享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是一家以养老产业、对外投
资、农业开发、餐饮服务、人力资
源等五大产业为主的多元化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尊享集
团）。 集团公司于 2014 年 9 月在

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
牌（挂牌代码：664353），股权启动
暨挂牌仪式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
在重庆世纪金源大饭店隆重举
行，现场气氛热烈，挂牌当天现
场认购金额就高达 3815 万元。
尊享人凭着一股不屈不挠、敢于
拼搏、勇于创造的精神，塑造了
自己独有的带有强烈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文化，赢得了朋友的支
持、合作伙伴的信赖和社会各界
的认可，造就了今天尊享集团辉
煌腾飞的时刻。

现重庆尊享集团已在重庆、
海南等地与多家公司合作建设
了新型生态、 旅居养老基地，其
中海南养老基地是重庆尊享集
团与海南伟业控股集团联合推
出的新型旅居养老模式的代表

作。 该基地的所在地屯昌位于海
南中部， 五指山北麓， 拥享 100
万平方米的森林公园天然大氧
吧，空气中每立方厘米含逾 8000
个负离子，是内陆城市的 30 倍，
远超国际清新空气标准，对身心
健康极为有益，是老年人绝佳的
养老胜地。

新的形象、新的成绩、新的
贡献必将开创尊享欣欣向荣的
新未来。

重庆尊享集团有关领导人
表示衷心希望与社会各界精诚
合作，互助共赢，将新型生态、旅
居养老产业发展成为功在当代，
惠在子孙， 利在千秋的宏伟事
业，使中国的老年人群都老有所
养、老有所终，老有所乐。

（刘奇）

山东金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海行在卓越奖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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