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改革”推动“大梦想”

葆康益生医药救助坚守传爱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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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
济腾飞，我国医药行业面貌发生
巨变。 从被称为“医改元年”的
1985 年，到 2009 年出台“新医改
方案”，再到今天，中国的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经历了 30 余年。 在
这 30 多年中， 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买药贵、 看病难”
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

然而在改革取得诸多成效
的同时， 新的时代难题渐渐浮
现。 长久以来，虽然国家在持续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城
乡医疗保障体系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但是依然有很多贫困地区
弱势群体因为得不到有效医疗
救助，长期生活在病痛折磨中。

做好医药救助领域“小改革”

面对日趋严重的健康问题，
作为医药救助领域的先驱代表，
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积极响
应国家健康中国战略国策， 以大
健康产业结合互联网趋势， 将政
府、企业、慈善公益组织、急需帮
助群体集中整合， 以商业模式的
创新解决社会问题， 形成沟通各
方、直达受众的公益生态链，最终

走出了一条普惠化、便捷化、均等
化的医药救助有效服务路径。

基于该种模式，只要受助者
满足受助条件， 由政府监管，企
业和个人参与支持，公益慈善基
金会或机构直接匹配服务商于
受助者，以实现快速精准的无差
别服务。

惠及亿万患者家庭“真援助”

2018 年年底，为更好地开展
公益行动，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
金会在人民网启动了首届“智力
非凡、健康成长、明亮眼睛”的全
国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并将贫困
偏远地区儿童医药救助作为重
点， 深入西部地区的普通家庭，
通过严格审核挑选出多款致力
于解决儿童健康问题的救助新
药参与发放，为全国需要帮扶的
青少年儿童提供健康支持。

作为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
金会爱心传递大使，表演艺术家
方青卓在启动仪式上向全社会
患病儿童发出邀约，只要满足申
领条件，即可登录基金会网站页
面 http://fsjj.baokangyisheng.org.
cn/wap 或关注“北京葆康益生公

益基金会”官方微信，报名免费
领取健康救助爱心药品。

凡具有以下问题的儿童，其
家庭均可参与申领：

一、未满 16周岁患有弱视、视
力低下、假性近视、生长发育缓慢、
生长发育不良、个子矮小、记忆力
减退、智力弱、智力低下、记忆商数
特别差的青少年儿童，符合申领要
求即可得到其中一种疾病无偿限
量援助总价在 1000元之内的药品
一疗程或一个月的服用量；

二、患有以上症状未满 16 周
岁是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及少数
民族地区或偏远山区的青少年儿
童（有低保证明）即可获得到其中
一种疾病无偿限价救助总价在
10000元之内或一年以上的 12个
月的免费治疗总服用量。

葆康益生的“大梦想”

对于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
金会发起的救助活动，卫生部原
部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高强
表示：“目前我们依然看到中国
很多偏远地区大量的弱势儿童，
他们的医疗配置不足，而构建全
方位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动员全
社会力量，参与到针对弱势群体
的社会援助中来。 ”北京葆康益
生公益基金会所构建的，正是一
个传递全社会关爱的生态公益
链条，这对于医药救助向边远地
区推进起到关键作用。

传爱为始，行爱无疆。 这是
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医药
救助模式下的首次实践，也是互
联网时代大健康产业公益事业
的一次全新变革。 同时，这份惠
及全民的医药救助事业也需要
全社会的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基
金会表示，欢迎爱心企业和医疗

机构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救助行
动以及领取网点的搭建，为社会
公益事业贡献企业自身价值。

北京葆康益公益基金会开
创的公益生态链是医药救助领
域的一次突破，更是“传爱之旅”
的盛大起航。 基金会时刻牢记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
的社会使命，率先聚焦贫困偏远
地区儿童健康，通过基金会平台
和医药救助的方式，将“健康中
国”的国家战略化为切实惠及于
民的医药福利，努力推进中国医
药事业的发展，积极落实“健康
中国”的发展战略。 （高文兴）

“520”谐音“我爱你”，许多人
在这一天表达爱与祝福。 在这个
特别的日子里，无限极（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限极”）在
广州无限极中心启动了“520 无
限极社会责任日”活动，以“履行
社会责任 共创和谐环境”为主
题，呼吁将个人的小爱，延展为
社会的大爱，让更多人了解和关
注社会责任。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
长李玲， 广东省侨联副巡视员庄
有林，江门市社会组织党委书记、
江门市民政局副调研员李玉芬，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
主任、商学院教授周卫中，联合国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执行秘书长韩
斌，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副主席、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黄健龙， 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媒体事务总监张前， 以及无限极
经销商代表刘莉等嘉宾出席了本
次活动，当天有超过 24 万公众在
线收看了活动直播。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7 年，无限极作为十家发
起机构之一，与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商道纵
横、蚂蚁金服、伊利集团、拜耳中
国、一汽集团、欧莱雅中国、安踏
集团和王老吉等共同成立“520
社会责任日”倡议委员会。

2018 年，全国政协委员、李
锦记健康产品集团主席李惠森
先生提议在国家层面设立“社
会责任日”， 倡导“我们>我”，
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进
一步推动企业与公众共同践行
社会责任。

今年，无限极举办“520 无限
极社会责任日”活动，发布第 12
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
无限极在“健康”“品质”“员工”

“伙伴”“环境”和“社区”六大领
域的责任实践，以真诚透明的态
度，回应来自消费者和公众的关
切与期望。

让消费者现场见证品质责任

活动当天，无限极新会和营
口生产基地同步举办了消费者

体验活动，邀请广大消费者参观
透明工厂， 见证生产流程上的

“品质”责任。 通过实地参观，消
费者了解到无限极“100-1=0”的
质量理念， 并通过直播连线，实
时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参观新会的消费者表示，通
过扫二维码就能追溯原料产地，
还能了解种植生产的每个环节，
非常方便，让消费者放心。参观营
口的消费者表示， 通过参观产品
检测环节， 了解到无限极对待每
一瓶口服液的认真与严格， 看到
无限极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多方集体宣言践行 520责任

全民责任意识的提升， 需要
政府引导、行业推动、企业实践和
社会参与。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单
元，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
人民安居乐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对于企业来说，提供好的产品
和服务，善待员工，与供应商合作
共赢， 营造和谐环境， 造福社区
等，都是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活动现场，多位嘉宾表达
了他们对“520 无限极社会日”的
期许。 活动最后，思利及人公益
基金会副主席、无限极（中国）有
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黄健龙携手
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理事，以及
无限极经销商代表刘莉一起朗
读了《“520 无限极社会责任日”
宣言》， 郑重承诺：“积极响应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打造以
‘健康人生’为道位的公益品牌，
在‘健康’‘品质’‘员工’‘伙伴’

‘环境’和‘社区’六大领域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推动行业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

通过本次“520 无限极社会
责任日”活动，无限极希望牢固
公司上下的社会责任意识，凝
心聚力；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营造公平、安全、稳定的行业秩
序，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未来，无限极将把“520”打
造成每年一度的“无限极社会
责任日”，以多种形式，举办责
任主题活动， 提升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氛围。 （徐辉 ）

无限极启动社会责任日 用爱开启全民责任时代

表演艺术家方青卓受聘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会“爱心传递大使”

（上接 14 版）
问：我曾问过，盖茨基金会是

否愿意长期地帮助建立资助者分
享评价的基础设施， 以及建立某
些在线的信息存储库。 我得到的
回答是：“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基金
会， 我们的影响力规划和改进部
门才成立不久……所以我认为这
是值得我们在路上考虑的问题。 ”
目前，就你来看，这样的立场有所

改变吗？ 基金会在慈善事业方面
的工作是否表明它正在开始接受
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的需要？

答：我完全希望如此！ 我认
为有几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能
作为一个较大的捐助者团体来
贡献力量：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就
衡量和评估的质量标准的共识
进行合作； 在跨部门中共享信
息，以便我们降低交易费用和效

率低下的重复性工作；共同努力
来增强和积累证据的基础以最
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特别希
望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我们
当前的对话从对利用不同的评
价和关注过于哲学、技术话语的
阶段过渡到实时的和长久的数
据和信息的组织和集成，我们因
此可以对如何帮助人们做出越
来越好的决策。

问： 我们引述沃伦·巴菲特
的话，“如果我们不曾失败过，如
果我们每次都正中靶心，那么我
们就会在一切正确的问题发生
之后止步不前”。 基金会有时候
也会失败吗？

答：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
不是每个投资都会产生我们希
望的结果，但我们正在处理的挑
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必须

去尝试新的东西，并经历新的风
险以寻求答案。 最终，失败可以
导致成功。 我们不能从中学习到
经验才是真正的失败。 如果我们
不曾失败， 我们一定会犯错误，
也就不能真正地代表基金会领
导的胆识、 始终如一地乐观，以
实现鼓舞人心的愿望。

（据英国 《联盟杂志 》，有删
减，原作者：卡洛琳·哈特内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