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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你买的这家护肤品
多半是残疾人生产的
� � “双 11”的前一天，一群残疾
人在生产车间里熟练地完成护
肤品的灌装 、拧盖 、贴标 、装盒 、
质检 、打包等一系列工作 ，备战
“双 11”。 在普通人看起来繁忙有
序的生产车间，于其中大部分人
而言，却是无声的世界。

在这家工厂 ，60%以上的职
工是残疾人，在这 60%中，有 90%
是聋哑人 ，还有一小部分 ，是肢
体残疾或轻度智力残疾。

说到这里你可能也和我一
样好奇 ，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企
业，为何招收残疾人员工？ 在绝
大部分机器可以取代人工的生
产线，又为何保留手工作业？ 别
着急，接着往下看。

福企重任 助残崛起

边月是这个生产车间的班
长，也是厂里残疾员工的典型代
表， 小时候因高烧导致聋哑，长
大后找工作困难重重， 不是被
拒，就是临时工作，极其不稳定，
还要饱受正常人的欺压与诟病。
后来找到了政府去寻求帮助，被
协调到了北京乌鸡精厂工作，可
后来厂子倒闭， 在家闲了一年
多，于 2008 年进入亚美日化厂也
就是今天的大宝日化工作。

在众多企业中，为什么作为
残疾人的边月可以进入大宝日
化工作呢？ 原来这是北京一家社
会福利企业，边月只是众多残疾
人职工中的其中一位。

所谓社会福利企业，是指集
中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
业的特殊性经济组织。 它的福利
特征表现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
按政府规定占企业生产人员总
数的一定比例， 在上世纪 80 年
代的中国为 35%以上。 通过这种
方式，推动全社会分散安置残疾
人就业，而作为北京市民政系统
的福利企业，大宝日化的残疾人
职工占比达到了 60%以上。

初来大宝日化，边月是一名
普通职工，那时候一个月能拿到
1000 多块钱，一晃 12 年过去了，
边月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不仅

工资涨到了 6000 块，也从最初的
普通职工，晋升成为了班长。

虽然身体有缺陷， 但边月并
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反而自
强不息，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创
造价值。 因工作努力、生活积极，
在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 为残
障群体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
用，边月被中国共产党吸收，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今年 49 岁的边月明年就可
以退休了，她通过同事的翻译告
诉记者，感谢党和政府给了她一
份可以靠双手吃饭的工作，退休
后会多多的宣传自家企业和良
心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
的企业可以接纳残疾人群体，给
他们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他们有
尊严地活着。

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放弃全自动生产线

据大宝日化生产副总夏政
介绍：“如果使用自动化设备，人
工成本会降低很多，但我们的企
业性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告
诉我们，必须要坚持半自动化的
生产模式，为残疾人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 ”

除了让残疾人职工在生产
线上工作外，大宝日化还为残疾
人赋能。 专门开发了“指尖舞者”
的项目，开展新媒体培训，让他
们进行线上直播卖货，培养技能
型人才。 工厂源头供货，通过直
播渠道售出的商品扣除成本，收
益全部给到直播职工。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指尖
舞者”从今年 7 月 28 开始，培养
了 40位聋人直播，成交金额达 20
万，有 28 位聋人赚到收益。 此举
不仅使残疾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
的智慧和能力， 更让残障人士为
他们的群体、圈层提供了便捷。

大宝日化在残疾人员工福
利待遇上，也做足了工作。 厂长
张志利告诉记者， 今年疫情期
间，他们不仅没有裁员，在家待
业的同时为员工足额发放了工
资。 工厂还提供班车，打造了职

工之家，配备健身器材、母婴室、
减压室，发放餐补、节日福利等，
让职工在劳动之外，身心健康也
得到关注，充分提升残疾人在社
会及家庭中的地位。

大宝日化并无“大宝”

听到“大宝日化”四个字，大
家可能会想到“大宝 SOD 蜜”，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大宝日化并
无“大宝”。

1985 年，北京市民政局下属
的北京市三露厂，开始生产“大
宝”品牌系列化妆品，大宝 SOD
蜜就此诞生， 风靡全国至今，众
人皆知。

1987 年，同为北京市民政局
下属的北京亚美日化厂在三露
厂的指引下， 布局中高端市场，
迷奇品牌应运而生。 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开展科
研合作，专注研发适合国人的天
然植物护肤产品。

创建伊始，凭借“高级神奇
美容蜜”出口日本，使迷奇成为
中国最早走向海外的美妆品牌，
30 多年来凭一支单品在海外畅
销至今。 与大宝不同的是，迷奇
的高起点使其“国内开花国外
香”，虽在日本知名度较高，但在
国人追求进口美妆的当下，在国
内却平平无奇。 甚至被遗忘。

2008 年，自“大宝”品牌股权

整体转让给美国强生之后，迷奇
成为北京唯一的“真国货”美妆
老字号。 此时，国内电商蓬勃发
展，迷奇开始将重心转向国内。

2016年 10月 10日民政部取
消了福利企业资格认定有关工
作，此后，对安置残疾人的所有企
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实行按
纳税人安置残疾人数限额即征即
退增值税的办法， 这对于以残疾
人员工为主的大宝日化来说是件
吃亏的事情。政策的红利吃不到，
就想办法进行产品升级。

“迷奇”三十载
携新品再创辉煌

所以，迷奇的品牌效益也直
接关乎到大宝日化在职残疾人
的收益，如何让中国消费者都能
用上高品质、 高性价比的护肤
品，让获得日本市场高度认可的
护肤精品回归国内？ 如何创新发
展，突破瓶颈，让民族品牌发扬
光大，成为厂长张志利目前面临
的问题。

由于生存所迫，企业转型成
为必然，想抓住中国的市场和年
轻群体，必须开发新品，于是将
国粹“景泰蓝”和国花“牡丹”结
合，研发了牡丹提取物护肤应用
的独家核心技术，推出“景泰蓝
牡丹系列”。

2019 年，与菏泽牡丹产业有

机种植基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从源头到成品进行整体布局，正
式进军牡丹护肤产业，专注打造

“牡丹护肤专家” 这一迷奇品牌
专属形象。

2020 年 4 月，牡丹系列第一
款抗初老、美白面膜产品正式上
线，一经上市好评如潮、销量爆
棚，当月即跃居迷奇天猫旗舰店
面膜类畅销榜第一位。 今年下半
年，迷奇陆续上线了 14 款新品。
从北京到菏泽建立一条完整产
业链，为企业树立了“做牡丹护
肤产业的领头羊、非遗文化的传
承者”的目标。

张志利表示，目前迷奇已经布
局海外事业部， 进军新媒体直播，
加大推广力度。 2019年《残疾人蓝
皮书》 数据显示， 中国有残疾人
8500多万，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
就业人数为 855.2万人， 残疾人就
业率仅为 10%。 所做的一切努力，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创造 10个亿！
再安排 300残疾人就业”。

从品牌诞生至今三十余载，
迷奇再创辉煌的梦想从未放弃。
而大宝日化作为社会福利企业
强烈的使命感，以其独有的方式
践行着社会责任，不仅提高了残
疾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使
残疾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和能力，更积极为社会作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分享社会发展的
成果。 （武胜男）

“妈妈，还是学校暖和，要是
周末也能在学校就好了。 ”在家
中写作业的淳化县胡家庙完全
小学五年级（2）班学生李紫怡边
搓手边向妈妈抱怨。

“你们一间小教室有两台热
风机，还有几十个娃娃。 咱家才
一台热风机，几口人，能比吗？ 好
好写你的作业，精力集中就不冷
了。 ”妈妈耐心地说。

随着冬季来临和气温大幅
下降，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

冬季采暖期，农村寄宿制学校冬
季取暖安全是牵动所有人的一
件大事，教育部曾多次就各地切
实做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冬季取
暖安全工作发出通知和预警。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共有
51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煤改电
后有 33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冬季
都依靠冷暖空调取暖。 由于空调
在低温环境下制热能力衰减严
重，加之使用年限已久，致使供
暖的效果不佳，有时候甚至不制

热。 2019 年， 中国银行捐资 480
万元，淳化县自筹 106 万元，对具
备条件的 22 所学校进行了取暖
设施升级改造，让学生们冬天上
学不再寒冷。

今年，淳化县教育局通过中
国银行扶贫工作队，向中银慈善
基金会申报资金， 解决剩余 11
所寄宿制学校中 9 所的冬季取
暖升级改造问题。 中银国际旗下
的中国银行扶贫助学慈善基金
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后，非常

赞同这种为祖国花朵暖身又暖
心的行动，积极参与项目，向基
金会捐赠 363 万元，资助此项目，
助力解决该县最后一批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冬季取暖问题 ，让
2600 余名学生温暖过冬。

笔者在淳化县胡家庙完全小
学的教室里看到，温度计上显示的
温度有 22℃， 孩子们都脱了棉衣，
轻装上阵认真地读书学习。校长曹
海营高兴地说：“多谢各级的关心
帮助，孩子们可以在温暖的教室里

学习， 再也不担心发生冻伤了，保
证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成绩。 ”

淳化县教育局副局长孙晓
鹏表示：“感谢中银国际和中银
慈善基金会，可帮我们解决了大
问题， 这 9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地处农村高寒地区，该项目的实
施， 确保了师生们清洁取暖、安
全取暖、安心学习，大大改善了
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缩小了区
域内教育差距，可以有效阻止穷
困代际传递。 ” （于俊如）

让祖国的花朵温暖过冬
———中国银行扶贫助学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助力陕西学校冬季取暖

大宝日化 60%以上的职工是残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