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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纪念册，献给曾经为毕马威慈善基金成立和发展付出的每一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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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from John Harrison

前言：夏理逊先生 前言：唐家成先生

毕马威中国一直坚守诚信，致力成为客户、员工和大众的灯塔。但我们的目标不止
于此。正因为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蓬勃发展，我们必须同时实践公司的其中一
个核心价值观  — “为社区做出贡献” —  以回馈给予我们发展机遇的社会。

毕马威慈善基金是夏理逊先生的愿景，我很自豪能够参与基金会的成立，为我们
的社区、公司和员工做出积极贡献。基金会的运作方针是3Es，即灌能、环境和教
育，作为基金会领导的一分子，我感到万分高兴。

对于基金会应对的第一个赈灾计划  — 汶川大地震，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次地震
威力巨大，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受到影响，包括我们的成都办公室。幸好，我们的员
工全部平安无事。值得欣慰的是，基金会在地震后立即采取行动，发布紧急救灾工
作方案，并号召筹款活动，根据筹得款项捐出一比一的配比善款。时任成都办公
室首席合伙人高智纬更亲自到访其中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全国130名毕马威
员工加入了持续进行的救灾工作，包括协助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临时紧急救援办
公室、协助北京和广州的筹款活动、管理成都和香港的援助物资，以及参与献血活
动。经过我们的努力，筹得善款的总额达720万元人民币，而我们的志愿者投入了
一共6,600个小时的救灾工作。救灾工作完成之后，我跟一些志愿者聊过，对于能
够向有需要的人士伸出援助之手，他们都表示非常的欣慰。我很感恩有机会与夏
理逊先生携手，一起带领和服务毕马威的精英团队，同事们帮助他人的热情也让
我深受启发。

2018年是毕马威慈善基金成立的十周年，正好也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诞辰的100
周年，我衷心希望基金会能够禀承这位伟大领袖乐于助人的精神。正如曼德拉曾
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活过，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是我们为他人
的生活带来改变。”

我相信，在适当的时机，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而毕马威慈善基金将继续为改善
人民的生活做出积极努力。

当我被邀请为这本纪念册撰写前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毕马威慈善基金成立已达
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间，基金会已经拥有非常不错的成绩。

我很高兴我们能够见证基金会十年来的成果，并鼓励更多人继续参与基金会的计
划和倡议，以实践基金会的宗旨。

我必须指出，在2008年基金会成立时，企业社会责任对毕马威来说并不陌生，公司
及个别员工和团体均参与过相关的社区活动。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让更多人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建立一个框架协助他们参与，系统地进行慈善捐赠和举办慈善活
动，以及让公司和我们的员工更好地应对危机。

为了表彰为社区以至基金会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我们设立了“主席嘉奖”，相
关信息在本纪念册后面会有介绍。

我一直为毕马威各级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感到自豪，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发
现97％的中国员工表示他们想为社区做出贡献，这份热情至今没有改变。例如这
本纪念册后面提到的支教活动，员工反响热烈，志愿者名额往往供不应求。

许多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是筹款和捐款这么简单，但毕马威慈善基金的工作绝
对不止于此。虽然资金很重要，但时间和技术的投入更加宝贵，基金会在2008年汶
川大地震赈灾工作中所担当的角色印证了这一点。基金会组织我们的IT顾问支持
供应链，并发动毕马威员工24小时全天候值班，接听献血热线。

令人鼓舞的是，香港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开始关注环境、社会和管治报告，这将鼓励
更多有责任的企业参与并协助改善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

正如我在另一份关于毕马威慈善基金的文件中所说 —“虽然每天只有24小时，但
毕马威员工的行动证明，哪怕只有一个下午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做出
积极贡献。现在我邀请您，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John Harrison
夏理逊 

毕马威中国前主席
毕马威国际前副主席
毕马威慈善基金共同创始人

唐家成

毕马威中国前主席
毕马威慈善基金共同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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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子彬和陶匡淳寄语

一家缺乏使命的企业，就像一只迷失方向的孤舟。企业不应该只是着眼于利润，更
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积极改变。无论何时，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在
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的决定是否使公司、员工、客户和大众受益？ 我们身处的这个
时代，经济、环境和社会息息相关，而经济体系由社会使命和商业利润共同推动。企
业正面临重大抉择，若不为社会利益肩负使命，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

毕马威中国作为一家值得信赖的专业服务公司，我们深信，我们的独特地位将有助
于建立信心、引领变革。凭借我们公司的丰富资源以及员工的专业知识，我们致力
于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为我们的后代保驾护航。

十年前，毕马威中国两位前主席夏理逊先生和唐家成先生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
门和毕马威慈善基金，希望为改善社会和环境做出贡献。作为毕马威中国的“领航
员”，他们创造了各种机会，让员工、企业、政府和公众彼此合作，共同应对包括气候
变化、教育、扶贫和性别平等在内的重大全球挑战。毕马威慈善基金为我们的员工
参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工作提供了平台，让我们携手客户，为社区筹集善
款。我们还通过毕马威慈善基金，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互信合作关系，共同开
展农村学校重建项目，为数以百计的学生创造一个安全、整洁和资源丰富的学习环
境。

要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很荣幸能够助力推动这一远大
目标的实现。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每一位为此做出过贡献的人士，包括所有现
任和往届的基金会成员、所有为我们提供过经济支持的毕马威各成员所、参与过基
金会活动的客户和商业伙伴，以及所有为改善社区慷慨奉献时间和金钱的热心人
士，在此我们不能一一答谢。我们衷心感激大家的热诚、贡献和努力，期待下一个十
年，我们继续携手，让更多人的命运因我们而不同。

Michael Hastings 勋爵寄语

我曾多次到访中国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2010年在四
川了解汶川大地震后的重建工作，以及为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主持揭幕仪式。社
区中心的建设是绿色创新的标志，也是社区聚会的场所。中心凝聚了社区力量，
大家一起学习、共同创建未来。

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中国人具有坚定的决心、开放的思想以及无限的想
象。毕马威慈善基金通过在中国农村地区建立毕马威希望小学，开展一系列教学
活动，每年受益学生超过1,400人。这是履行毕马威对联合国第四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承诺，也是我们为此自豪的成就。

毕马威慈善基金在过去十年变化很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社区的需要。
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赈灾工作，到希望小学的建立和对普及教育的投入，这些
努力一一印证了毕马威的企业价值，以及企业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

毕马威中国站在毕马威全球气候响应行动的前沿，在第三阶段，与2015年相比
的基准相比，我们于2016年每名全职员工的净碳排放量减少了22.8%。通过增
加使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制定更加严格的环保目标，我们期望到2020年，
温室气体碳排放量进一步减少10%。

这些都是毕马威中国和毕马威慈善基金努力的成果。去年，我们提供了超过
20,000小时的义务审计服务和19,00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毕马威全体员工为此
感到十分自豪，期待未来再创佳绩。

在全球，每五名儿童就有一名被剥夺接受教育的权利1，另外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因社会、环境和其他问题未能获得应有的教育。因此，毕马威国际将联合国第四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为全球重要事项和企业责任的投资重点。我们认为，教育是
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关键，作为增加社会流动性的驱动因素，也是创造美好世界
和释放劳动力的必备条件。

廖子彬和陶匡淳

毕马威中国主席

Michael Hastings勋爵

毕马威国际企业公民全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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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education-data-sdg-4-an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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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一切从这里开始…

毕马威慈善基金正式成立

毕马威慈善基金于2008年2月在香港正式注册成为慈善机构，由毕马威管理委员会管理，
基金会主要负责管理毕马威合伙人和员工的捐款，策略性地分配善款。基金会通过结构
性和有组织的捐助，实现毕马威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毕马威中国员工、过去的同事
和社区内各利益相关方以捐赠、志愿者服务和协作的方式，应对环境和社会问题。 

自成立以来，基金会共捐赠了超过5,300万元人民币（其中1,100万元人民币由毕马威中
国员工捐出），用于支持国际慈善机构和各地方社区。 

毕马威 
慈善基金

2008

8 9
© 2018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 2018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2008: First large-scale fundraising activity: Sichuan 512 Earthquake

20082008
汶川大地震 
紧急救援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毕
马威中国立即投入赈灾
工作，并得到同事们的热
心支持，共计筹得善款约
80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
括公司员工的捐款以及
来自毕马威慈善基金一
比一的配比捐款。除了财
政支持外，我们的员工还
参与了共计6,600小时的
震后救灾和重建工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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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大型筹款活动

汶川大地震毕马威捐赠款项                                                                              人民币
 
中国扶贫基金会  　　　　　　　　　　　　　　　　　　　
紧急救援以及兴建临时房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在四川兴建社区中心

苗圃行动                                                     　　　　　　　　　　　
在甘肃重建两所希望小学

新长城计划                                                   　　　　　　　　　　　　
为地震受灾大学生提供赞助

希望小学                                                   　　　　　　　　　　　　                 
与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合资修建一所小学

共计            
剩余款项用于支持社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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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社区中心和甘肃两所希望小学成立

2009-2010

-世界首个以当地采购的环保材料
兴建而成的大跨度公共建筑物

-最先进的抗震结构，配有太阳能
灯管，LED灯和双层玻璃窗

-荣获“2009 National Human 
Settlement Best Picture Gold 
Medal”，作为可持续生活和环境
保护的最佳实践范例，在上海世
博会上展示

-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 – 包括企业、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内的约
30个合作伙伴支持该项目。此外，
毕马威员工也亲自到访中心，提
供志愿者服务

社区中心有何特别之处？

2009-2010

毕马威慈善基金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力提供资金，在四川省彭州市兴建社区
中心。中心于2010年5月投入使用，在当地作为社区聚会场所，为儿童和村民举办
课外活动和职业培训。

在四川省
兴建社区中心

在甘肃省重建两所希望小学 2008年11月，毕马威中国与苗圃行动签署协议，共同在甘肃重建两所希
望小学，分别是张旗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和高桥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
两所希望小学于2010年5月投入教学，每年就读学生超过500人。

2009-2010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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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重建希望小学，开展支教行动

2010

为了推动中国农村地区的
教育，毕马威慈善基金在云
南资助兴建了一所希望小
学。2010年９月27日，放牛
场村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
正式开学，每年录取200多
名学生，包括幼儿园学生。

2010

甘肃和云南的三所希望小学以及四川社区中心的成
立，为支教行动开启了大门。到2018年底，累计超过
600名毕马威中国员工参与了支教活动，除了讲课，志
愿者还负责设计课程。支教活动的目的是发掘学生的
潜能，教授他们课堂以外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志愿者
的指导，鼓励他们追寻梦想。

2010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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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 
企业参与案例研究报告

20112011
为响应世界自然基金会“地
球一小时”年度行动，毕马威
慈善基金赞助了世界自然基
金会，在中国推出了企业参
与案例研究报告。报告探讨
了多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
题，包括国际协议、中国环境
监管的影响和气候变化的全
球趋势等。报告还展示了一
些创新的商业模式、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支持“地
球一小时”行动的方式，以启
发读者的环保意识。

2011

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是一家医
疗慈善机构，为中国农村地区
患有唇裂和／颚裂的贫困儿童
提供免费手术治疗。2011年是
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成立二十
周年，为此毕马威慈善基金承
诺每年赞助50名患儿接受手术
治疗，并调派员工支持医疗团
队，协助进行翻译、管理医疗记
录以及加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
间的沟通。自2004年以来，已有
超过200名志愿者参与了医疗
活动，受益患儿超过6,000人。

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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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86亿
人2，因此关于流动儿童的问题不
容忽视。为此，毕马威慈善基金一
直与主要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学
校合作，为这些儿童提供支持。

自2012年起，毕马威慈善基金与
上海真爱慈善公益基金会携手，共
同在中国设立了十个梦想中心，旨
在通过教授梦想课程协助儿童充
分发挥潜能以及丰富其学习经验。
每个梦想中心均设有一个多媒体
教室，配备了超过3,000本书籍，并
配置了现代技术。

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外来中
学生提供体验式学习，教授他们一
些重要的生活技能，例如解决问题
和团队合作。自2012年起，毕马威
慈善基金已赞助了广州海珠区五
所农民工学校举办工作坊，协助这
些年轻人适应当地城市生活。毕马
威志愿者在工作坊和同学们分享
了他们刚到广州时所遇到的困难，
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支持流动人口 2012

2012

全球尊严日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分支组织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代表
创办，毕马威一直与全球尊日组织方紧密合作，共同举办学生工作
坊，目的是帮助年轻人巩固尊严、建立自信，以及鼓励他们彼此尊
重。过去几年，来自毕马威和其他企业的1,000多名志愿者参与协调
工作坊，服务了超过8,000名学生。

全球尊严日

18 19
2. Source: ‘2017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7 April 2018, http://www.stats.gov.
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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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助我起飞”英语学习计划
20132013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
协）“助我起飞”是由毕
马威慈善基金资助为期
三年的教育计划，通过
定制的英语课程、家庭
教育和社交活动，帮助
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开阔
视野。毕马威员工也积
极参与组织活动，包括
阅读计划和电影日等。
根据2013年记者会上
公布的数据，85%参与
计划的学生英语水平有
显著提高，这些学生们
不但增强了自信，还对
英语学习更感兴趣。在
为 期 三 年 的 教 育 计 划
里，受益学生超过500
人。

2017年，在愛比施慈善
教育基金和国际幼儿园
ABC Pathways School 
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与
社协推出了“助我起飞 II” 
计划，计划的对象是年
龄较小的儿童。另外，计
划还举办了一系列工作
坊教授亲子技巧，让家
长更好地了解如何培育
下一代。

参与一个鸡蛋的暴走

毕马威中国于2013年首次参与一个鸡蛋的暴走。自此，我们与上海联劝公益
基金会成为长期合作伙伴。约有350名毕马威中国员工参与过这项长达50公
里的暴走活动，还有300名员工以志愿者身份支持该活动。自2013年起，我们
筹得共计2,368,104元人民币，为营养健康，教育发展，安全保护，社会融合等
四个儿童领域的民间公益项目筹款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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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行世界杯 – 由华北电力大学获此殊荣

2014

每 年 创 行 都 会 组 织 全 国
性和地区性比赛，为大学
生 创 业 项 目 提 供 展 示 的
平台，以表彰参赛学生为
社 区 提 高 生 活 质 量 和 水
平。2014年，华北电力大
学赢得创行全国赛冠军，
与此同时还夺得了创行世
界杯。2013年，上海财经
大学在毕马威商业顾问的
支持和指导下，夺得创行
比赛全国冠军。自2004年
起，毕马威的志愿者参与
创行项目，为参赛学生担
任商业顾问及赛事评委。

 

2014

2004年，毕马威慈善基金资助社协推出“宝贝”摄影集，描述了29个贫
困家庭儿童的故事，并讲述他们所面对的艰难困境，以及提高大众对
城市贫困人口的意识。十年后，我们对其中16名儿童进行了跟进，获
知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巨大改善，为此深感欣慰。纵然他们的成长经
历了很多困难，但他们都一一克服过来，凭着他们的创意、智慧和努
力取得了骄人成绩，迎来了一条康庄大道。毕马威慈善基金和志愿者
有幸能够陪伴他们，一起走过十年的转化之路。

社协“宝贝二”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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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企业社会责任 
四大核心领域

2015

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提出了17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旨在解决全球
性 社 会 和 经 济 发 展 问 题 。 
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与贫
困、饥饿、健康、教育、全球
暖化、性别平等、水资源、卫
生、能源、城市化、环境和社
会公益相关的领域3。为了大
力支持全球目标，我们制定
了企业公民责任，并确立了
毕马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的四大核心领域，以更好地
实现我们的目标。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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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毕马威支持新长城计划的第
十年，计划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旨
在资助贫困学生接受大学教育。截止
2018年底，毕马威慈善基金共资助了来
自中国44所大学的890名学生。

除了经济支持外，我们的员工还为学生
提供指导，与他们分享经验，提供教育
和职业发展建议。在循序不断的指导过
程中，学生们建立了自尊心和自信心。

连续第十年资助新长城学生

3. Sour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 accessed on 19 October 2018, 
https://unstats.un.org/sdgs

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 终身学习

我们有责任在社区
和市场中发挥积极
影响。我们力争在企
业经营中解决气候
变化带来的挑战，与
客户共同努力提升
社会和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我们重视教育和终
身学习。通过持续学
习，我们能够发掘自
身及他人的潜能。我
们通过各种项目和
倡议来培养未来的
成功领袖。

愿景

目的

策略

教育环境

以身作则

建立信心，引领变革

通过3E关注点中四大核心领域引领变革，保持毕马威作为公众信
任的专业服务机构形象

促进包容性
发展

共融与 
多元化

我们的包容性发展策
略有助确保每位员工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受益。我们凝聚具有
不同专业背景和技能
的毕马威员工，开发
创新的解决方案以解
决社区中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问题。

我们的员工各自拥
有独特的经历和个
性。我们努力创造一
个环境，让每位员工
都有成功的机会，而
不是因差异产生分
歧。我们相信，支持
共融与多元化能够
促进人人机会平等，
为下一代创造更美
好的社区。

灌能

对社区的承诺是我们的行动支柱

CSR

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

终身 
学习

促进包容
性发展

共融与 
多元化

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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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超过200名来自
香 港、广 州、澳 门、深
圳和日本办公室的同
事参加渣打香港马拉
松。2015年是毕马威
中国连续第十年获得“
最高筹款额”奖项。我
们的参赛队员和捐赠
者每年筹得善款共计
超过200,000元港元，
用于渣打马拉松官方
支持的慈善机构。

渣打马拉松奖项
2015

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北京善
行者公益徒步活动

善行者是中国扶贫
基金会创办的徒步
筹款活动，毕马威中
国于2015年首次参
加该活动 。2015至
2018年间，共有196
名合伙人和员工组
成的49支毕马威队
伍参与了这项50公
里的徒步公益活动，
另有超过200名员工
提供志愿服务。我们
筹得高达1,156,852
元人民币的善款，用
于贵州省十一所小
学援建爱心厨房，为
学生们提供热腾腾
的营养午餐，善款还
用于支持“新长城”
大学生。另外，我们
还特意为贵州省超
过3,000名小朋友送
上2,001个爱心包裹，
让他们过一个温暖
的冬天。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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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苗行动

20162016
培苗行动是在香港注册的慈善机构，为中国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经济和教育援助。 
2016年，毕马威慈善基金通过培苗行动资助了30名贫困学生三年的学费。

自2016年起，毕马威志愿者一直积极参与由培苗行动组织的农村学校探访。我们的首个
探访任务是去青海互助县第一中学举办英语夏令营，通过游戏和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英语
会话水平。2017年，我们参与了青海民和音乐营，以发掘学生的演艺才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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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 × 赋启：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创新大赛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
展中心致力于青年自我
发展与生涯规划，用多元
的体验与实践，帮助青年
发现自我独特的核心优
势，并进而运用其核心竞
争力去改变世界。

毕马威慈善基金于2016
与赋启展开了合作伙伴
关系，并组织企业社会责
任项目创新大赛，鼓励大
学生设计独特新颖的项
目来展示毕马威的企业
社会责任与价值。参赛者
可以在项目中加入一些
元素，以反映联合国所制
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毕
马威志愿者分别担任导
师和评委，项目评估的四
大 范 畴 包 括 创 意 、可 行
性 、可 持 续 性 和 展 示 方
式。

2016

20162016 “学校起动”计划
“ 学 校 起 动 ”是 由 九 龙

仓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
年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
计划。2016年，毕马威慈
善基金通过“学校起动”
网络与明爱屯门马登基
金中学对接 。该所中学
位于香港，就读学生来
自 1 8 个 国 家 和 不 同 地
区，其中有12个为“一带
一路”的沿线国家。

毕马威是“友．向导”师
友 计 划 的 参 与 企 业 之
一，此师友计划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扶贫委
员会发起 。我们的员工
担任学生的导师，为他
们提供支持 。活动包括
全球尊严工作坊，以培
养 积 极 和 包 容 的 价 值
观、还有以趣味和互动
形式进行的金融知识工
作坊，为了让学生体验
不同的工作环境，还安
排了企业参观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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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圣诞大行动”是由南华早报和香港电台共同举办的年度筹款活动，自2015年起，毕马威慈善基金成为活
动的主要赞助方。毕马威慈善基金为“爱心圣诞大行动”共计捐出超过一百万元港元，善款用于资助非政府组
织，包括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及残疾、社区、长者、医疗和环境的项目。

2016年，我们在香港举办首个标志性城市定向筹款比赛，超过200名毕马威中国员工利用大会提供的平板电
脑，根据各种不同的问题、线索和图像去完成与慈善机构相关的任务。此比赛深受参与者欢迎，荣获“最具创意
团体筹款活动大奖”，自此成为我们的年度筹款活动，为“爱心圣诞大行动”筹得超过500,000元港元。

爱心圣诞大行动

2016

自2016年以来，毕马威中国一直为中和农信小额信贷项目提供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和农信提升能力建设，使其能够更高效的服务于客
户。除了为中和农信的财务人员提供金融知识培训，毕马威慈善基金
还协助中和农信开展“星空计划”项目，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对合作金融、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议题进行分析研究。

中和农信小额信贷项目

2018年，毕马威慈善基金加强与中和农信的合作，开展关于农村金融
供求的研究。毕马威的志愿者协助案例研究团队执行调查工作，并整
理了一本全面的案例文章来解读研究结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案例
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以及中和农信在此环境下所面
对的挑战。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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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慈善基金与国际培幼会在宁夏共同开展奖学金
计划，帮助那些徘徊在辍学边缘的贫困家庭女童重返
校园。毕马威慈善基金向宁夏一所职业训练学校捐出
了善款，用于帮助100个女孩顺利的从学校过渡到工
作环境、适应城市生活，以及保护自己免受人口贩卖、
强迫婚姻和虐待。

国际培幼会女童赋权计划2017

毕马威阅读计划 
毕马威阅读计划是一个推动可持
续发展的志愿者计划，由员工及
家属、前员工、退休员工和实习生
所组成的毕马威大家庭，目的是
通过为社区儿童捐赠图书来全面
扫盲，积极影响下一代。自计划在
中国开展以来，志愿者共捐出了
5,000多本图书、举办了46场阅读
会，并建立了两个图书馆，受益学
生超过3,000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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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
自2017年起，毕马威慈善基金与Enrich HK合作，为外来家庭佣工提供有关金融技巧和知识
方面的教育。基金会赞助了18场以英语和印尼语进行的金融扫盲工作坊，外来家庭佣工反响
热烈。为期一年的课程共有315名佣工参加，其中79名学员完成了全部课程，并于2018年10
月毕业。参与这一系列的课程后，97%的学员表示对投资风险有了一定了解。20多名毕马威
志愿者担任工作坊的培训员和协调员，协助培养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为个人财务管理提供实
用建议。

Enrich HK

长城徒步毅行挑战

2018年，毕马威和我们的全球客户，汇丰银行合作举办了首届“汇丰银行—
毕马威长城徒步毅行挑战”，目的是帮助华人社区里有需要的人士。毅行者
经历了为期五天的长城徒步挑战，为中国贫困儿童筹款，以履行我们对终身
学习的承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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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终身学习是毕马威企业社会责任四大核心领域之一。我们相信，通过对教育和终身学习
方面的投资，我们可以解决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如：收入不平等和青年失业。在
中国，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学校重建来改善农村地区的教学环境。

云南忙笼村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 2018

38 39

经过我们的努力，云南忙笼村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于2017年12月投入使用，在
2018-19学年将可录取300多名学生。毕马威慈善基金一直坚守信念，让所有孩
子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我们将继续努力，为这些未来的
社会领袖做出积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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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嘉奖

I have participated in many CSR events, such as school missions, the Shanxingzhe walkathon, KFFL, living green, and teaching 
migrant children. I have learned that sharing is caring, and that it is not only knowledge that we can share but also our frame of 
mind. We share because we care and care because we shar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se programmes, I have become surer of the saying, ‘Not everyone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everyon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I will continue to do things with great love.

紧急救援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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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RMB 13,072,090  
(海地，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 
鲁甸，墨西哥, 尼泊尔, 汶川，雅安)

台风

RMB 544,423   
（缅甸，菲律宾）

水灾及季风 

RMB 942,591  
（孟加拉国, 甘肃，巴基斯坦， 

台湾，泰国）

饥荒  

RMB 440,486    
(东非)

埃博拉病毒

RMB 61,477     
(西非)

毕马威员工每年都会在公益和社区服务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主席嘉奖专门颁发给那些全心投入企业社会责任
工作，无私付出个人时间和精力，帮助他人和促进环境保护的毕马威员工和团队。毕马威慈善基金向每位获奖者推荐的
慈善机构进行捐赠。

我很荣幸得到这个奖项。从大学
开始我就参与志愿者工作。在毕
马威我参加了甘肃的支教活动，
一进到校园，孩子们就围着我问
问题，虽然我不是一名老师，但
是有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跟他们
分享，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通过参与公司组织的这些公益
活动，作为一名毕马威员工，我感

到非常自豪。同事们不但在工作上十分敬业，对社会也充
满了热情和关爱。这有助于让同事们更加投入工作，让社
区变得更美好。我鼓励大家在工作之外抽出时间，参与企
业社会责任活动。

我在南非长大，那里贫富差距非
常悬殊。我的父母常常教导我，
助人为快乐之本，让我深深体会
到帮助他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加
入公司的这些年，我非常开心有
机会参与多个不同的公益活动。

我和同事一起在香港办公室带
领绿活大使兴趣小组。我们组
织各种活动来加强同事们的环

保意识，鼓励他们多思考自己的行为会对地球造成什么
影响。这是十分宝贵的经验，因为我可以帮助大家实施变
革、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在绿色办公之外，我也希望
能够帮助同事们实现绿色生活。

Stacey Wolpert, 香港

我拥有一个美好、丰盛的人生，
因为我出生的性别、阶级、种族、
地方和时间都是我想要的，而且
我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像所有
毕马威同事一样，我有机会学习
和工作。如果那“美好人生”是一
场100米竞赛，我想我的起跑线
应该是在95米处吧。

毕马威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项
目，让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有机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我很
高兴能够见证公司在这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例如支教和医
疗活动等。很多同事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公益活动，我跟他们
做过访问，我很荣幸能够与他们同行。

我参与过很多公益活动，包括支
教、善行者公益徒步、毕马威阅
读计划、绿活行动和民工子弟教
学活动等。我了解到，分享其实
是表达关怀的一种方式，我们不
仅可以分享知识，还可以分享我
们的思想。因为关心才会分享，
同时分享才能够表达关心。

参与过这些活动之后，我更加深
信一句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
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点小事。”我会继续用爱心去做事。

共计: 

RMB 15,061,067      

徐赟姣， 上海

文梦里， 佛山 艾力再巴依尔， 北京

© 2018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 2018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共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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