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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公益活动纷纷登场
民企关爱社会情怀不变

编者按：
本报“名企汇版”将对
本地知名企业 2016年的
营商之路进行盘点，以
2016“ 民企公益文化年”
“民企供给侧改革年”“民
企两化融合年”分三篇梳
理民企的前进足迹，希望
增进大众对温州民企发展
的信心。本次推出首篇
“民企公益文化年”。
本报记者 胡荣恩
企业在从服务社会中获取财富、助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将回馈社
会，承担起社会责任。过去的2016年，温州知名民营企业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在平时捐款捐物等常规之举的同时，还将一些公益活动做成品牌活
动，营造起关爱社会发展的氛围。
红蜻蜓中国鞋文化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传播中华鞋文化和工匠
精神；报喜鸟坚持资助新锐艺术人物，扶持中国青年艺术人才的成长；奥
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以个人名义连续十年开展“爱心接力计划”，并推出
2017-2020年“精准扶贫”计划；森马集团出资3亿元建造温州森马学校，
捐赠给地方教育体系……在慈善的道路上，温州民企有着先人一步的开
明之举，还有着不变的关爱社会的情怀。
红蜻蜓

报喜鸟

新锐艺术大奖助才俊

连续七年，八届盛典，
三十二
位新锐人物获奖，
颁发近千万元艺
术基金。报喜鸟在立足服装高端
品牌的同时，
更自觉担当起支持艺
术新星、
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社会
责任。
“报喜鸟新锐艺术人物”
评选
活动，
成为报喜鸟多年专注艺术公
益事业的知名品牌活动。
去年 11月 18日，第八届报喜
鸟新锐艺术人物颁奖盛典在上海
报喜鸟集团总部盛大举行。由八
位专业评委评选出的文学、表演、
视觉、空间四大领域的
“新锐艺术

奥康

同时，红蜻蜓上海总部品牌馆也
于当天向上海市民免费开放。据
悉，开馆以来，前来参观的社会团
体和市民络绎不绝。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钱金波表示：
“温
州是中国鞋都。红蜻蜓作为制鞋
行业龙头企业，秉承
‘传承鞋履文
化，创造顾客体验’的企业使命，
深入挖掘、研究、传播中华鞋履文
化，创建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创办
的博物馆，并向社会免费开放参
观。创建和维护博物馆每年需要
很大的投入，但我觉得这非常值
得。因为，一个的公司市值有多
少，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被人们
遗忘，但唯有文化的载体能永存
世间。”

人物”全部揭晓：表演视觉类艺术
获奖人物汪苏泷；视觉类艺术获
奖人物卤猫；文学类艺术获奖人
物张晓晗；空间艺术类的新锐艺
术人物张超。
为保证每一届新锐艺术人物
大奖名副其实，报喜鸟坚持不遗
余力邀请各艺术领域的大师级人
物担任专业评委。从作家刘心武
到评论家张颐武，从导演贾樟柯
到国民媳妇海清，这些在各自领
域的艺术精英都曾先后担任过大
奖评委，在他们评选下诞生的新

十载公益路重新启程

去年 12月 4日，
“ 善行天下
因爱同行”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十
周年感恩盛典举行。盛典上，发
布了 2017年“爱心接力计划”，启
动 2017-2020年“ 精 准 扶 贫 ”计
划，以一系列公益行动继续为慈
善加码发力。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爱心接
力计划”，已连续举办超十年。据
统计，
“ 爱心接力计划”相继走过
贵州、呼伦贝尔、黄冈、济南、威
海等全国 20多个城市，共计 38

站，累计资助 11200名优秀寒门
学子圆梦大学。2017年，该计划
将 继 续 助 学 2000余 名 贫 困 学
子。在盛典现场，王振滔将 1000
万元爱心助学金分别交至浙江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烟台大学、山
东大学（威海）、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温州医科大学等五所高
校领导手中，共同启动 2017
“爱
心接力计划”捐赠仪式。
在不断加大助学力度的同
时，王振滔慈善基金会还积极响

共同回忆发展历程，分享成功喜
悦，展望华仪未来。
“华仪三十，我也花甲。”在华
仪创业 30周年纪念大会上，华仪
集团董事长陈道荣戴上喜庆的红
色领带，为员工们脱稿做了一场
名为《创业、创造、创新》的主题报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巨一集团有限公司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温州海螺集团有限公司

出席“工匠精神”对话会

视觉类获奖
者卤猫（中）。
优秀园林项目画册首发
本报讯 （潘志钦） 日前，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

市民参观红
蜻蜓中国鞋文化
博物馆。
锐艺术人物也已经在艺术的道路
上攀登上新的高峰。
“报喜鸟新锐艺术人物大奖”
自 2009年创办以来，始终以扶持
各领域的新锐艺术家为己任，以
一己之力推动着中国艺术的蓬勃
发展。在新锐艺术人物的舞台
上，已经诞生了 32位各领域的新
锐艺术人物。通过新锐艺术盛典
的舞台，这些年轻艺术家们走上
了他们各自更加辉煌的艺术之
路，为中国各领域的艺术发展持
续坚定地发挥光和热。这些年轻
新锐们迸发创作的艺术灵感，需
要社会来共同关注与支持。这也
是报喜鸟坚持多年专注艺术公益
事业的动力和原因。

应国家号召，努力投身“精准扶
贫”公益事业。在感恩盛典上，王
振滔与温州市慈善总会会长黄德
康共同启动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2017-2020年“精准扶贫”计划，
宣布在未来四年将累计捐资
1000万元，用于帮助特定贫困人
群脱贫致富。
据悉，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成
立十年来，相继开展了“爱心接
力计划”“爱心鞋柜”“爱心厨
房”“爱心创业”等多个爱心慈
善项目，以及“浙江省光彩事
业”扶贫项目、云南鲁甸的灾后
资助活动等，创始人王振滔个人
捐资达 1.
7亿元。

森马

捐赠一所精品学校

日前，温州森马国际协和
学校在校园内举行首次校长见
面会，数百位家长在此了解学
校的教学理念和下一步的招生
安排。这所学校是一所从幼儿
园到高中的十五年一贯制寄宿
兼走读学校。更独特之处在
于，这所学校由森马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 3亿元建设，无偿捐
赠给瓯海区人民政府用于地方
教育事业。
去年 12月 16日，温州森马
学校正式落成和捐赠仪式举
行。森马集团董事长邱光和被
聘任为该校终身名誉理事长。
这所学校总占地面积 150亩，建
筑面积 6.
5万平方米，总投资 3
亿元。项目自 2015年 8月 3日
开工以来，短短一年四个月时
间，就以“高标准、高质量、高规
格”如期交付。交接后成立的温
州森马协和国际学校，拥有适应
小班制教学的标准化教学楼；有

对标国际一流建设的 400米运
动场；有设计风格独特、品质精
良的大剧院、体育馆、游泳馆；还
有绿树成荫的优美环境。学校
将秉承
“中西融合”的教育理念，
成为一所“中西合璧”
“ 中外融
合”中国民办教育的标杆学校。
森马集团董事长邱光和在
仪式致辞中表示，给政府捐赠一
座学校一直是他心头的一件大
事，也是森马 20岁生日的一件
喜事，更是温州教育发展历史上
的一桩美事。他说，森马的发
展，离不开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
大好政策，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
和社会大众对森马多年来发展
的 支 持 与 帮 助 、信 任 与 关 怀 。
2016年是森马集团成立的二十
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森马
向瓯海区人民政府捐赠一所精
品学校，除了庆贺集团 20岁生
日，更是担当责任、感恩社会、回
馈家乡的生动写照。

华仪当家人“家书”话发展
集 团 迎 来 企 业 创 办 30周 年 庆 。
与多数企业不同，华仪纪念企业
成立 30周年的整个活动，没有邀
请外部嘉宾，却专程将退休的老
同志请回，并把庆典活动预算中
节约下来的 100万元，当场捐给
乐清城南慈善分会。在庆典现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凡”2016世界温州人“工匠精神”对话会在市人民
大会堂举行。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应邀出席并现
场对话。此次对话会旨在为打造温州工匠之府出谋划
策，为助推温州“三大转型”发展、“三个城市”建
设奉献智慧。
在互动对话环节，主持人就“36年坚持做一双
好鞋”为主题对话郑秀康董事长。郑秀康董事长表示
十分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从 1980年创业
以来，秉持“发现需求，寻求突破，精益求精”的理
念，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满足了顾客需求，发
明了橡胶鞋跟，研制了装跟机，成功投产国内制鞋行
业第一条机械化生产流水线，打造了“健康发展、其
奈我何”的康奈品牌，改写了“火烧温州鞋”的历
史，为温州市质量立市打响了第一炮。未来，康奈将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不断弘扬“工匠
精神”，坚持“文化引领，智能制造，体验为王”，发
展智能制造，采用三维设计、3D打印、智能化生产
流水线、规模化定制等举措，更好地体现温州制造的
工匠精神。
此次对话会由市政府主办，
市委宣传部、
市总工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承办。

30 周年庆做慈善聚共识

华仪集团董事长陈道荣（左）代表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100万元。
龚传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孔丽琴 记 场，华仪当家人陈道荣为 3000多
者 荣恩） 近日，位于乐清的华仪 名员工送上了一封厚重的家书，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郑秀康谈 36 年坚持做好鞋
本报讯 （项智芝） 近日，“匠心独运成就非

鞋文化博物馆免费开放

目前，市民若希望了解我国
的鞋历史文化，可以预约红蜻蜓
中国鞋文化博物馆，到时可前往
免费参观，目睹鞋文化的悠久和
博大。
红蜻蜓中国鞋文化博物馆，
位于永嘉瓯北五星工业园区红蜻
蜓总部，创建于 2005年，获得省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省社会科学
普及示范基地、省科普教育基地
和省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
地等称号。2011年，博物馆经过
大规模扩建焕发出新的活力，占
地 5000平方米，分为鞋文化历史
馆、红蜻蜓品牌馆、红蜻蜓鞋科技
馆和党建馆。
去年 5月 18日，红蜻蜓中国
鞋文化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放。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告，为在发展关键期的华仪人鼓
劲呐喊。
在 1986年至 2016年的 30年
间，华仪从破旧的祠堂里以 4万
元起步，成长为如今年产值近百
亿元的集团公司；从
“格尔木风雪
夜”推销之路延伸到今天的
“一带
一路”国际化市场；从 5人合伙打
拼，到今天成为 3000余名员工和
300余名专业科技人才的共同事
业平台；从生产单一铜触头产品
的家庭作坊成为今天拥有电器、
风电、环保、金融等产业的多元化
集团公司、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中国机械行业 500强。
在 讲 台 上 ，陈 道 荣 感 慨 万
千。他说，自己始终把华仪作为
一个大家庭，把全体员工当成自
己的亲人。作为大家庭的当家

人，他写了一封家书，请长子陈孟
列代读，以达传承和鞭策之意。
在家书中，陈道荣与员工分享自
己 30年从商经营之道，展现出诚
信为本的乐商精神。
放眼乐清，华仪 30年，亦是
第一代乐商创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当初风华正茂的第一代乐清
企业家，兢兢业业，默默奉献……
不 知 不 觉 已 两 鬓 白 发 ，儿 孙 绕
膝。如今，第二代乐商已经艰苦
历练，正踏着父辈的足迹继续建
功立业。
据介绍，2016年在经济不景
气的情况下，华仪集团通过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实行人才聚集战
略，推进机器换人等重要举措，有
力地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期间的
快速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品

牌和行业地位。具体来说，华仪
集团开发风电产业新产品取得新
突破，产业链经营迈上新台阶；成
立输配电公司，开展产供销一体
化运营，经营效率显著提高；成功
实现电子公司新三板上市；初步
完成环保产业技术储备和项目积
累；发展第三产业，新业态形势向
好；环保产业新产品研发速度加
快，新项目在国内多地开花结果
等。
据悉，
“十三五”期间，华仪集
团确立“产业整合+资本经营”两
轮驱动为核心发展模式，实现电
器、风电、环保三大产业和自身的
转型升级，还将关注新环保、新能
源、新材料、航空和生命健康产业
等发展方向，加速发展成为一流
的企业。

协会第一届三次会员大会举行，《温州市优秀园林工
程获奖项目集锦》 画册首发。
近年来，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努力提高行业
素质，加强经营管理，在提升园林工程建设水准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据介绍，该画册汇编了
2014-2016年度的金奖如“温州市墨池公园一期改建
园林建筑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 34个项目内容；
银奖如“龙湾行政中心区高压走廊绿化带一期工程”
等 35个项目内容；铜奖如“瑞安市滨江大道绿化改
造 （罗阳大道至华峰集团码头段） ”等 21个项目内
容，共计 400页。
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会长李金满称，该画册
的出版对我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施工技术水平、工程
质量和养护管理综合水平的再提升、促进业内的良性
竞争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对设计施工提供了
参考依据，为进一步研究温州园林提供了基础素材。

与央视达成战略合作

奥康独家赞助
“星光大道”

奥康国际董事长王振滔（左）出席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陈瑞仪 记者 荣恩） 国家平台
成就国家品牌，国家品牌振兴民族未来。1月 10日，央
视“国家品牌计划”推介会来到民营经济发源地温
州。奥康国际与央视达成战略合作，独家特约赞助央
视知名综艺栏目《星光大道》。
2016年 12月 31日，奥康国际对外发布公告，宣布
斥资 6000万元独家特约赞助央视《星光大道》栏目，成
为央视品牌军团中的一员。
现场，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主任任学安与奥康
国际董事长王振滔正式启动战略合作。此次奥康与
央视达成战略合作，重在借力国家平台，全面升级品
牌形象，深度挖掘品牌价值。
王振滔在活动现场表示，
“ 奥康与央视的合作意
义重大，一直以来，奥康对于品牌形象打造都十分重
视。此番借助央视平台，能够进一步将奥康打造为老
百姓耳熟能详的大众国民品牌，让奥康品牌影响力得
到更广泛的传播覆盖，提高奥康品牌美誉度。”
据介绍，
《星光大道》自 2004年推出以来，突出大
众参与性和娱乐性，为百姓提供展现才艺的舞台。奥
康之所以特约赞助《星光大道》，得源于其为“草根英
雄”搭建了一个为追求音乐梦想而执着向上的平台，
这与奥康所倡导的“梦想是走出来的”这一企业文化
理念十分契合。
此次携手《星光大道》，并非奥康首次与央视合
作。早在 2013年，奥康便已赞助央视大型舞蹈励志公
益栏目《舞出我人生》。除了赞助热门综艺节目外，奥
康在 2014年签下亚洲影视巨星金秀贤，2015年更是与
台湾知名节目主持人、鞋类设计师蔡康永共同推出
《爱与面包》系列鞋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