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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

持续深化公益模式 用心关注每一个人
2016 年 12 月 17 日，凭借在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优异表现，
广汽丰田通过了“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卓越奖”评审会制订的各项
严格的指标，获得由《公益时报》
社主办的 2016 第六届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卓越企业”奖。

迄今为止，广汽丰田的公益
总投入超 1 亿元。 除了投入资
金， 广汽丰田在社会公益实践
中，主动地调动内部资源进行配
合，更积极地携同热心公益的员
工、车主、合作伙伴、社会各界人
士切身进行公益实践。

目前， 广汽丰田在环保、教
育、交通安全三大领域，开展了
一系列可持续的公益项目。

广汽丰田李莹科长在代表
广汽丰田领奖时重申了广汽丰
田的社会责任方针： 积极践行

“美好共筑，微笑共赢”的社会责
任理念，携手各利益相关方共筑
美好生活，积极赢取利益相关方
的微笑，实现企业“通过汽车创
造美好生活， 服务和谐社会”的
梦想。

用心做公益

“公司要求广汽丰田的员工
开展公益项目一定要用心。 ”李
莹在向《公益时报》介绍广汽丰
田开展社会责任项目的经验时，
透露企业始终将“用心”放在第
一位：“捐钱不难，难的是如何将
公益项目做到最好。 将受助方利
益放在第一位， 让受助方受启
发，这一定要用心。 ”

以“广汽丰田公益·安全行
动”项目为例，在项目开展过程
中，广汽丰田一直坚持立足实际
情况，“用心”对项目进行不断完
善和升级。

自 2011 年“广汽丰田公益·
安全行动”启动以来，广汽丰田
持续关注交通安全教育领域，深
度关注未来社会的交通安全参
与者———少年儿童， 不断深化
“交通安全教育体系化”建设。 在
创新升级的探索中，公益模式不
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

为提升公众交通安全意识，
从 2011 年开始， 广汽丰田每年

携手多方开展安全行动，通过各
项体验项目和互动游戏，为驾乘
者与行人、大人和小孩提供交通
安全知识课程。 从 2011 年到
2014 年， 广汽丰田持续采用

“广场体验式”的活动形式：让公
众去亲身体验不安全的驾驶习
惯会导致的交通问题。

根据交通事故越来越低龄
化的趋势，近两年来，广汽丰田
更有针对性地让公众去认知交
通安全，并深度关注未来社会的
安全交通参与者———少年儿童。
除了传统的 CBD 广场活动，广
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开始走进
少年宫和学校，还和少年宫合作
打造亲子体验和学习交通安全
知识的平台，引导孩子及其家庭
加强对交通安全知识的认知与
理解。

2016 年， 广汽丰田公益?安
全行动持续改善和升级，携手交
警部门、少年宫、学校等，从童心
出发，以儿童的视角，精心打造

“座驾精灵 CSO” 课程， 并开展
“幸福小镇” 亲子互动体验等趣
味安全教育活动。

广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所
采用的这种亲子体验模式，无疑
更具有针对性，对每个家庭的影
响更深远。

“每一个儿童都维系着一个
家庭，我们的课程和活动是父母
陪同孩子来共同体验的。 这不仅
影响一个孩子， 更影响一个家
庭。 ”

广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正
是希望孩子们能在快乐的体验
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到交通安全
知识，也让家长在陪伴孩子学习
的过程有所受益。 广汽丰田愿陪
伴每一个家庭，收获每一次安全
出行，一同构建真正欢笑不断的

“幸福小镇”。
秉承“用心关注每一个人”

的公益品牌理念， 广汽丰田公
益·安全行动在一次次经验积累
中突破， 在创新升级中蜕变，不
断焕发出新鲜活力。 六年来，广
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共举办了
15 场大型活动， 足迹已遍及广
场、社区和学校等领域，《幸福小
镇系列绘本》 走进广州多所小

学，为广大孩子及
其家庭构建起人、
车、环境安全和谐
共处的幸福生活
蓝图。

在接受《公益
时报》 采访不久
前，李莹本人刚刚
去日本交流了丰
田汽车在交通安
全方面的一些做
法和理念，“今后
我们会将学习到
的一些先进的理
念带到安全行动
项目中来。 ”李莹
表示，广汽丰田公
益·安全行动会一
直做下去，并且项
目的形式也会一
直改善和升级。

创新搭平台

从一开始捐钱捐物的公益
模式，到现在更主动去关注社会
需求，更好地做到“用心关注每
一个人”———广汽丰田所走过的
12 年公益路，正是这样的思考中
不断创新和突破。

广汽丰田的公益 12 年，一
直致力于将公益扎根、 深化，而
不是一昧地追求“广度”。“因为
我们坚持对每一个开展的公益
项目去深耕，去花心思做，注重
创新，而不是去做撒胡椒面儿式
的公益。 那种公益方式看上去做
得很多，什么都在做，但实际上
并没有关注到受益方的真正需
求。 ”李莹认为。

目前，广汽丰田正着力打造
更好的公益平台，让各个公益机
构、企业员工、经销商及供应链
条上的相关方都能够参与到广
汽丰田开展的公益项目中。

《公益时报》曾跟随广汽丰
田员工志愿者实地探访，由广汽
丰田参与捐建的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红格尔图
学区中心校。 在那里，《公益时
报》看到了广汽丰田并不满足于
捐资建校本身，同时也十分注重
搭建公益平台，以更深层次关注
孩子的精神需求。

在我国，乡村小学一直是基
础教育的薄弱环节。 农村孩子的
上学之路， 面临着交通不便、食
宿困难、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等问
题，辍学率上升。 因此，偏远地区
的乡村小学发展问题十分严峻。

早在成立之初，广汽丰田就一
直秉承“感恩戴德，饮水思源”的企
业精神，将教育公益作为一项长期
事业来推动，尽可能帮助到更多有
需要的孩子，为孩子们的成长路上
送去更多微笑和温暖。

2016 年 10 月， 在由广汽丰
田员工、经销商、供应商和大学
生代表组成的爱心志愿者队伍
到红格尔图学区中心校进行回
访的活动中，广汽丰田优秀员工

化身志愿者老师，站在中心校教
学楼里的讲台上，图文并茂地给
学生们讲授汽车的相关知识。

在为红格尔图学区中心校
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之后，广
汽丰田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坚
持调研了解中心校老师和学生
的实际需求，并根据需求给出相
应的配套解决方案。

调研发现，中心校存在开展
素质课程的师资需求：学校虽然
有自然、美术课的教室，但缺少
的是相应的老师，及心理课程的
老师。“这明显与普通的村小对
校本课程培训的需求不同。 ”李
莹表示，广汽丰田不会为学校采
取一揽子一次性的培训课程，而
是会根据学校不同的需求搭建
平台，联合相应的机构来做针对
性的课程培训，最终能够真正的
让学生受益。

从广汽丰田对红格尔图学
区中心校的持续关注的行动，可
以看出，广汽丰田一直以来对公
益模式的升级和创新：从最初积
极响应社会救助、 捐赠物资，到
与专业组织合作，开展企业的可
持续公益；从物质层面的捐物捐
资，到进一步升级至精神层面的
关注，设计多样化的分享和交流
模式；从单兵作战，到联合社会
各界力量，并且联动员工、经销
店、供应商等产业链内部人员共
同参与企业公益，创新搭建公益
平台。

发展成果共享

广汽丰田时刻“用心”关注
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思考“创
新”公益体系及内容，大力建设
社会公益体系，夯实良好企业市
民的基础，及时回应受益方的实
际需求：希望所有的广汽丰田公
益项目的受益方的具体需求都
能够被及时的满足。 同时，广汽
丰田秉持“感恩戴德，饮水思源”
的企业精神，脚踏实地的推进公
益项目实施， 不断完善公益体
系，持续携手各利益相关方共同

践行公益。
在社会公益领域，12 年里，

广汽丰田已累计公益投入超过
一亿元，可持续的公益项目已硕
果累累，用心打造了环保、教育、
安全三大领域的公益行动，形成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体系。

广汽丰田每年都对以往公
益项目进行总体评估，并在评估
的基础上，制订升级版的公益规
划，围绕五个方面（环保、安全、
文化教育、社区发展、赈灾）针对
社会需求的发展变迁和广汽丰
田的实践经验， 制订相应的计
划。

在未来，在广汽丰田的公益
体系中， 将继续重点强化安全、
环保两大领域的公益活动，维护
好社区发展及赈灾版块，同时关
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并根
据不同版块的属性，探索更多创
新形式和亮点项目， 尽其所能，
更好更全地完善其企业社会责
任之路。

在《公益时报》问到企业利
润的好坏是否会影响到广汽丰
田对整体公益项目的规划和公
益体系的建设，进而影响到在公
益领域资金的投入时，李莹传达
出企业在践行公益方面最深层
的思考：“怎么去把事情做好，是
我们投入必要资源的出发点。 ”

多年以来，广汽丰田始终致
力于通过公益活动，与社会各界
进行良好的沟通，共同构建和谐
社会。 作为一个企业，其自身的
良好发展，是更好地回馈社会的
根基和基础。 广汽丰田坚持履责
先从自身的运营做起， 计划于
2020 年前把社会责任各项指标
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体系。

据悉，在未来，广汽丰田会
一直秉承着“美好共筑，微笑共
赢”的社会责任理念，全力推进
各领域的构造改革，以更可持续
发展的方式来适应未来发展，为
推动社会和谐共赢贡献更多力
量，与各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
共享发展成果。

（徐辉）

专题

《幸福小镇系列绘本》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红格尔图学区中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