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美：以“敬天爱人”之心践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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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前，2015“安平·北大公益
传播奖”的颁奖活动在京顺利举
行。 完美公司成功荣获“公益支
持·特别致敬”奖。 会上，完美公
司董事长古润金表示，天下华人
一家亲，完美公司将继续发挥侨
资企业的优势，以行动践行企业
公民的社会责任，积极推进公益
事业稳健和谐发展，让公益更有
温度，让中国更加完美。

责任与担当 树立侨商典范

1994 年，马来西亚第三代华
裔古润金和他的事业伙伴们，秉
持东南亚华侨在中国文化和教
育方面的优良传统，怀揣对故乡
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毅
然选择返回中国， 并在其祖籍
地———广东省中山市创办了完
美公司。

20 多年来，完美公司始终坚
持三心经营：以人心作为经营的
基础， 以良心作为经营的标准，

以爱心作为经营的氛围； 同时，
完美公司还积极推进“科技强
企”策略，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
投入， 用科研力量带动企业发
展，强化品牌建设和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能力，并以具体行动坚守
承诺， 对产品质量实行立体化、
全方位管控。 而就在不久前，一
向以健康食品、优良品质著称的
完美公司受邀出席了“2015 中国
食品安全高层对话” 的活动，荣
获“2015 年度食品标杆企业
奖———金箸奖”， 受到业界的普
遍好评。

如今，完美公司已成长为集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
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在全国各
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了 34
家分支机构、6 家办事处、万余家
服务网点和授权专卖店，其产品
及服务扩展至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以及
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成为国
内直销行业的翘楚。

慈善与公益 践行华人使命

为弘扬革命先贤孙中山的
博爱、奉献精神，完美公司传承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公益理
念，常年在希望工程、母亲水窖、
无偿献血、华文教育、禁毒事业
和慈善万人行等公益领域投入
大量心力和资金，更让“公益中
华，四海同心”的慈善理念在中
国大地和异国他乡落地开花。

从 1999 年起，完美公司连年
参与爱心无偿献血。 而就在前不
久，第十二届“完美百城千店万
人献血活动” 在中山总部召开。
截至目前，完美公司已累计无偿
献血突破 23 万人次， 总献血量
逾 5900 万毫升，并且有 5 名完美
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送去生命的希望。

据悉，今年 12 月，完美公司
即将举办“完美公益影像节”活
动，届时各界公益代表将齐聚京

城， 共同见证公益的温暖与感
动，携手推动公益前行。

古润金表示， 对于企业而
言，效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企业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社
会担当责任。 未来，完美公司将
进一步发挥侨商作用，不仅在生

产、 经营和服务上推陈出新、锐
意进取， 更要在担当企业公民、
履行社会义务、参与公益慈善上
与时俱进， 努力拓宽服务渠道，
让公益力量不断壮大，共建共创
幸福和谐的美好社会。

（辜哲）

完美公司董事长古润金与孩子们在一起

公益微电影聚焦水生态保护
� � 2015 年 11 月 30 日，达能中
国饮料首次推出两部公益微纪
录片《小楼重生记》和《在水一方
有伊人》， 讲述了两个不同的人
群，通过各自的方式，为保护水
生态所做的努力，而这两部纪录
片正是达能中国饮料在东江流
域实施水生态保护项目“魅力寻
乌”和“生态龙门”的重要缩影。
达能中国饮料长期致力于水资
源的保护，本次发布的两条公益
微纪录片旨在呼吁更多人关注
理想水生态，汇聚更多的社会力

量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
护当中，共同实现“与您携手，恢
复理想水生态”的愿景。

《小楼重生记》记录的是“魅
力寻乌”项目中，一群来自华南
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利用自
己的所学所长投身公益———对
东江源村的一栋客家老宅进行
精心改造，将其打造为“魅力寻
乌”项目的环境教育基地。 小楼
成了当地的水生态保护宣教场
所，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和学生提
供了公共活动空间。

2015年初， 达能中国饮料携
手寻乌县政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共同启动了“魅力寻乌”水
生态保护项目，通过重点推进寻乌
东江源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促
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
公众环境教育，实现源头区域生态
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进步。

《在水一方有伊人》的主人
公张艳是 IUCN 龙门项目负责
人，近两年来一直在这个位于广
东省惠州市的小县从事小流域
保护工作。“生态龙门”项目是达
能中国饮料“与您携手，恢复理
想水生态” 战略的首个在地项
目，该项目联合了包括 IUCN 在
内的政府、科研和社会力量共同
在龙门推动基于可持续生计的
小流域综合管理项目。

通过“生态龙门”项目，当地可
持续生计与可持续流域管理并肩
发展，从而为两千万当地与下游居
民带来更多福祉。 （张明敏）

� � 在第 28 个世界艾滋病日
来临前夕，中华红丝带基金 11
月 30 日在京举行十周年纪念
活动，向全社会发布红丝带基
金十年来防艾工作成果，并向
为防艾工作作出贡献的爱心
人士、基层工作机构颁发“红
丝带十年奖”， 向为艾滋病防
控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心企业
家、社会力量、公众人士、感染
者代表颁发第四届“感动红丝
带奖”。

中华红丝带基金自 2005
年成立以来，集结了一批支持
防艾工作的爱心企业和个人，
200 多家爱心企业和上万名爱
心公众奉献爱心，累计向中华
红丝基金捐赠超过 1.8 亿元，
超过 40 家企业持续捐赠；十
年来，中华红丝带基金先后开
展救助扶持、援建设施、宣传

倡导三大类十余个公益项目，
公益事业投入超过 1 亿元，累
计有 9000 余名艾滋病感染
者、13700 名受艾滋病影响儿
童、16000 名特殊困难怀孕妇
女、37 万贫困地区村民和 57
万名外出务工者直接受益；
100 多家地方各级部门参与红
丝带项目执行，300 多所高校
的 1 万余名志愿者参与红丝
带防艾宣传， 基金与 50 多家
社会组织携手合作开展工作，
2800 多家民营企业参与支持
红丝带各项公益事业。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施贺德在活动中高度赞扬中
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
防控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民
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艾
滋病防控的行为给予肯定。

（张明敏）在水一方有伊人

中华红丝带基金
十年防艾投入过亿元

2015 年 12 月 4 日， 由中国
绿化基金会、 江西绿化委员会、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共同主办的“鄱阳湖湿地
保护项目实地探访宣传活动暨
绿色公民行动志愿者团成立仪
式”在江西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举行。

鄱阳湖湿地面积达 3000 多
平方公里，每年冬季近百万只候
鸟聚居在此越冬， 群鸟飞过时，
其壮观场面可用“飞时不见云和
月，落时不见湖边草”来形容。 鄱
阳湖区共有鸟类 258 种，品种之
多可谓洋洋大观，而在诸多珍禽
中， 白鹤则犹如桂冠上的宝石，

成为众多仰慕者追捧的对象。 白
鹤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头顶和
脸颊裸露呈红色， 黄眼暗红嘴、
红腿黑翼端，站立时全身洁白无
暇，飞行时只有翼尖黑色，犹如
白衣上的黑袖口， 优美而典雅。
当大群白鹤翱翔、起舞、高歌时，
恰似白衣仙女降临人间，给鄱阳
湖带来生机和活力。 无怪乎国际
鹤类基金会的专家看到这一场
景，都惊讶的称这一场景为中国
的第二长城。

今年，鄱阳湖水位上涨，保
护区内大量洲滩被淹没， 候鸟
觅食日趋困难， 对数十万越冬
候鸟的生存造成威胁。 为了保

护鄱阳湖湿地资源， 维护湿地
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保障
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
生态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解决候鸟越冬觅食难等问题，
中国绿化基金会绿色公民行
动， 通过在线捐助等方式募集
社会公众捐资， 用于鄱阳湖湿
地保护的项目规划、宣传教育、
执法检查、保护体系建设、资源
监测、湿地科研等，重点做好三
方面的工作：第一，做好候鸟投
食工作。 雨雪天气，湖面、泥滩
易结冰，白鹤、东方白鹳、小天
鹅等珍稀候鸟的栖息安全会因
取食困难受到极大影响， 爱心

人士可以在网上每捐赠 10 元，
就可为这些珍惜候鸟采购荸
荠、鱼虾 1 份，从而保证恶劣天
气条件下的食物供应；第二，对
整个湖区加强监管， 聘请湖区
巡视员，加强巡视工作，保障越
冬候鸟的栖息安全；第三，爱鸟
护鸟知识的宣传与推广， 加强
法律知识及典型案例的普及，
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树
立生态保护及人与动物和谐共
存的意识。

作为“绿色公民行动”的又
一创新之举，“绿色公民行动志
愿者团”的成立为“携手同心、绿
色同行、绿色公民、我在行动”这

一公益理念写下了新的注脚 ,自
2011 年“绿色公民行动”项目启
动以来，得到了携程网、西铁城、
三菱商事、芬欧汇川、天津石泰、
大自然家居、苹果（中国）、北京
邮政、森泰塑木、奥的斯电梯等
多家爱心企业以及社会人士的
捐助，2016 年， 绿色公民行动为
满足多方公益需求还将开展：守
护活化石———名木古树保护、我
要自由呼吸———北京飞絮治理
等。 中国绿化基金会欢迎各界朋
友加入绿色公民行动, 深度融合
各种资源, 为企业和公民履行社
会责任搭建合作的便捷平台。

（张慧婧）

绿色公民行动走进鄱阳湖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