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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心社到基金会

1995 年，中金公司成立，是
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
中金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韩巍
强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中
金公司成立之初， 正值中国改
革开放大潮，“公司历任领导也
曾多次强调， 我们不仅要做金
融市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还
要多奉献社会。 可以说，成立之
初公司及员工都有着非常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

据了解， 中金公司成立之
初， 员工自发成立了爱心组
织———爱心社，从一开始的几十
人到后来的几百人，随着公司规
模的不断扩大，加入爱心社的员
工也日益增多。

2005 年，中金公司成立十周
年。 同年，北京大兴蒲公英中学
成立。 作为一所能够为农民工子
女提供接受优质教育机会的民
办非营利机构，蒲公英中学在成
立之初面临很大挑战。 除少量学
费，学校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社
会捐赠。

在此背景下，中金公司决定
行动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 据韩巍强介绍，2005 年，中
金公司捐助设立蒲公英中学“中
金教师发展基金”， 用于表彰和
鼓励优秀教职工， 资助教师培
训。“当时蒲公英中学刚刚成立，
缺乏资金，也没有稳定的教师团
队。 作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如
果能有一支稳定的教师团队，对
其教学质量和长远发展肯定是
非常有利的。 因此，我们决定把
支持蒲公英中学当成一个长期
的事情去做。 ”

2008 年， 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金公司及员工捐赠 2000 余万

元。 震后两三天时间，这笔善款
就拨付到位，成为金融行业响应
灾害救助最快的企业之一。 韩巍
强表示，随着中金公司及员工参
与社会重大事件及其他公益活
动越来越多，同时为了更好地发
挥捐赠资金作用、规范管理资金
使用，“成立基金会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就显现了出来”。

2012 年 3 月，在前期数年公
益探索的基础上，中金公益基金
会正式成立，致力于救助自然灾
害， 协助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
医疗、卫生，保护环境和自然资
源。 至此，从较为松散的企业及
员工的公益行为，中金公益走上
了系统化、专业化发展道路。

坚持“小公益，大视野”

中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宋
黎告诉记者，从最开始单一的教
育支持项目，到后来逐渐完善的
公益帮扶体系，“促进教育公平、
阻断代际贫困”始终贯穿在基金
会十年发展历程中。 而从婴幼儿
至青少年各个成长阶段的教育
帮扶体系，再到推动偏远山区和
欠发达地区教育公平及质量提
升，基金会经过多年探索，逐步
实现了“孕育、保育、养育、教育”
等领域项目的全面落地。

记者了解到，除了“山村幼儿
园”项目，基金会还与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在湖南古丈、甘肃会宁、
西藏尼木及山南等地开展了“慧
育中国： 山村入户早教计划”，期
望促进农村儿童在认知、语言、社
会性及健康等方面的发展， 助力
教育帮扶“最初一公里”。

自 2013 年起，基金会开始资
助支持西藏母子保健协会，开展

“母婴保健 /乡村医生培训”项
目，为高原乡村医务人员提供专

业的医疗技能培训，同时为边远
农牧区孕产妇送去保健用品，有
效提升农牧民的母婴健康孕育
意识， 让更多农牧民家庭受益。
截至目前， 该项目已覆盖 74 个
县 863 个乡镇 2000 多个村庄，培
养乡村医务人员近 4000 名。

而在前期开展乡村儿童教
育公平发展相关项目的过程中，
基金会逐渐意识到，除了办学条
件、 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帮扶，乡
村学生的营养健康也同样也非
常重要。 为此，中金公益基金会
与九阳公益基金会携手，推动乡
村中小学厨房标准化改造，让老
师和孩子们有干净卫生且安全
健康的就餐环境。

2021 年，中金公益基金会携
手九阳公益基金会，成为由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阳光校
餐提升计划” 的首批爱心机构，
共同助力国家营养餐计划提升。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方晋介绍，2022 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金公
益基金会在“阳光校餐数据平
台” 项目上达成了初步合作意
愿， 计划共同开展系列活动，包
括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食堂厨师及工勤人员、学校营养
餐负责人、县教育局营养办负责
人等，开展营养健康知识系列培
训以及针对农村儿童的食育课
程等。 双方还计划在儿童营养健
康领域开展相关研究。

“从自发的公益行为到成立
基金会，从松散的爱心组织到专
业的公益机构，经过十余年的探
索，我们的公益事业逐步走上了
正轨。 十年来，基金会始终坚持

‘小公益，大视野’观念，即从小
事做起，脚踏实地，紧跟国家大
政方针和社会发展方向， 坚持

‘以人为本，以国为怀’的发展理

念，发挥‘投行+投资+研究+公
益’优势，在助力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等方
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也充分
体现了基金会补缺和试点的作
用价值。 ”中金公益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冯丹云告诉记者。

紧跟时代发展脉搏

近年来， 生态环保被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双碳” 成为国
家战略和社会共识。冯丹云表示，
在此背景下， 中金公益基金会日
益关注绿色低碳、 生物多样性及
科普教育， 同时联合专业公益机
构深入合作，开展系列项目。

据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
秘书长侯远青介绍，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与中金公益基金会自
2019 年开始合作，先后开展了河
北丰宁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中金
公益生态碳中和林（坐落于河北
丰宁、云南兰坪）以及西藏墨脱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

“这也体现了中金公司和中
金公益基金会参与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创新公益实践的家国情
怀。 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生
态环境领域做出战略性转变，也
是两家基金会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领域开展战略性
合作布局的积极探索与尝试。 ”
侯远青表示。

2022 年 11 月， 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与中金公益基金会一
道前往埃及山姆沙伊赫， 参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并与国内
外众多合作伙伴联合主办了
COP27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边
会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
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治
理”中国角边会。

侯远青谈道，在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格局
中，双方的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
性，“通过发挥双方优势，我们能
够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开
展一系列公益实践和创新试点，
为地方及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政
策建议，同时为未来吸引更多公
益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趟出一条路。 ”

在双方的合作中，除了来自金
融行业的支持，侯远青更加看重中
金公司众多员工和志愿者的人才
储备。事实上，发动员工志愿者、联
合合作伙伴深度参与公益实践和
公益创新，也是中金公益基金会十
余年来一直尝试的事情。

将公益融入企业文化

宋黎告诉记者，“对员工来
说，无论是当初的爱心社还是现
在的基金会，在大家心目中都是
非常神圣的存在。 一方面，基金
会已经成为员工和企业关注社
会问题、奉献爱心的一个重要途
径和平台；另一方面，公益也已
成为一种企业文化，基金会也会
将公益文化、公益理念推广到员
工中间。 可以说，这已经成为我
们的一种工作机制。 ”

据介绍，2021 年， 中金公益
基金会发起成立“中金志愿服务
管理平台”， 截至目前已有近千
名员工注册成为“中金公益爱心
同行志愿团”成员。 同时，平台也
吸引了兄弟单位员工和其他爱
心伙伴参与相关志愿活动。

冯丹云表示，“志愿服务平
台的成立不仅带动了公司内部
的志愿服务，也影响了整个系统
内更多公司和机构。 这既是我们
更好地落实服务国家战略的一
种直接方式，也是推动企业社会
责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尝试。 目
前来看，平台也确实起到了非常
好的效果。 ”

2023年 1月初， 基金会工作
人员及志愿者再次来到蒲公英中
学，将 1100 余箱满载爱心的脐橙
捐赠给学校，为师生们送去“橙”
意满满的新年祝福。记者了解到，
这批脐橙由基金会采购自结对帮
扶县重庆奉节， 此举也是中金公
司及基金会开展双向帮扶、 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连续动作。

截至目前， 中金公司已通过
中金公益基金会投入超过 8000
万元，通过教育帮扶、消费帮扶及
民生帮扶等形式， 持续助力甘肃
会宁、湖南古丈、安徽岳西、重庆
开州和奉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并通过试点探索 “投资+投行+
研究+公益” 的特色帮扶模式，助
力帮扶地区实现乡村振兴。

“对我们来说，成立基金会
不仅仅是要开展公益慈善项目，
还能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助力
公司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
发展。 捐款捐物其实是最容易做
的事情，基金会的作用远不止于
此。 从早期的资助型为主，到逐
步向孵化型转型，中金公益基金
会正在深度参与到公益项目的
创新推动、调研落地和全周期运
作中。 我们高度关注公益投入带
来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努力追求公益效益的最大
化。 ”冯丹云表示。

中金公益基金会十周年：

让专业成为公益事业的奠基石
十多年前，在湖南省古丈县偏远的苗寨山村，孩子们就近上幼儿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及幼教老师

数量不足等问题，全县学前儿童幼儿园入园率在当时不足 50%。
2012 年，成立不久的北京中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中金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携手，在当地开启“一村一园：山村

幼儿园计划”项目试点，为偏远村庄设立 70 所山村幼儿园，让孩子们能够就近入园。 此外，中金公益基金会还设立“山村幼儿园走教志
愿者发展基金”，持续为志愿者教师提供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让山村幼儿园实现从“有”到“好”。

十年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古丈县学前幼儿毛入园率已上升到 91.75%，率先在湖南省完成了村一级幼儿园布局。 而坚持“小公益、大视
野”，从具体社会问题入手，也成为中金公益基金会十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十年间，中金公益的足迹遍布全国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捐赠支出近 1.48 亿元，累计受益超 9 万人次，开展项目涵盖教育公
平、医疗卫生、灾害救助、生态环保及乡村振兴和社区发展等领域，并试点探索“投行+投资+研究+公益”特色公益模式。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