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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赞助南极科考船“雪龙号”南极
科考活动。

2006年：与团中央合作“青年建功新农
村”活动。

2007年：向西柏坡、韶山等红色革命纪念
地提供巨额保险。

2007年：为体操世锦赛中国代表团提供
8300万元保险服务。

2008年：向中国铝业预付雨雪冰冻灾害
保险赔款 6000万元。

2008年：开发环卫工人意外伤害保险，为
其工作安全提供了保障。

2008年：为汶川地震捐款 300多万元。
2009年 3月：成立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

协会。

2009年 8至 12月：“阳光保险集团杯”中
国青年志愿者歌曲征集活动评出“十佳”。

2009年 1月：认养北京 21000平方米绿
地。

2009 年：开展“大手拉小手，阳光关爱太
阳村”主题活动。

2010 年 4 月：为“4·14”青海玉树地震捐
款 1000万元。

2010年 8月：组织阳光保险博爱学校北
京夏令营活动。

2010年：在四川龙兴县博爱学校建起首
个“阳光书架”。

2010年 10月：向海南洪涝灾害捐款 200
万元。

2010年 12月：捐建福建龙岩南岩希望小
学。

2011年：北京市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正
式成立运转。

2011年 7月：阳光志愿者前往青海玉树
一学校捐赠校服 1600套。

2011年 9月：为山东与湖南两所阳光保
险博爱学校捐赠绿色电脑教室。

2011年：为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提
供公众责任险。

2011年：在西藏曲水县、云南双柏县捐建
第 15、16所阳光保险博爱学校。

2011年：启动“阳光志愿者关爱计划”，成
功为大运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活动的 2000
余名志愿者提供了保障。

2011年底：推选阳光“十大杰出阳光志愿
者”及“百名优秀阳光志愿者”。

2008中国公益五十强
2008中国金融企业慈善榜保险业突出贡献奖
2009中国节能减排贡献企业
2010中国红十字勋章
2010年最强势社会责任保险公司
2010—2011 年度公益品牌大奖
2011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杰出企业奖

企业的使命不仅仅是创富和赚钱，还要积极地创造
意义和价值，将企业经营纳入社会管理范畴，这应该是一
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商业逻辑。一个公司只有重视人与社
会因素，它的价值才越大。在基于共同理想、价值观和信
念的基础上，员工志愿行动就是开启这一生产活动的第
一扇大门。

作为企业公益慈善的一部分，更作为企业战略的一
部分，企业公民实践中的员工志愿者活动可以实现员工
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实现和身份认同，从而激发组织中每
个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自尊、好奇心和学习、工作、奉献社
会以及发挥自我价值的快乐，并将价值感和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帮助企业把更多的社会现象转化为商业机会。

在阳光保险，员工志愿行动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公民
实践的全新景观，成为“能够给人目标和方向”的新组织
范本。

3年前的 3月 5日，第 10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第 46个学雷锋活动日，由自愿从事社会公益与社会服务
事业的阳光保险系统内优秀青年组成的阳光保险青年志
愿者协会成立。协会的宗旨是：奉行“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原则，通过组织和指导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服务活
动，提高当代保险乃至金融领域从业人员的精神文明素
质，促进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的完善，为社会协调发展和全
面进步做出贡献。目前阳光保险全国系统内志愿者人数
已超过 5000 人，他们在各地组织开展了爱心支教、捐资
助学、社区服务、环保宣传、义务献血等多种形式的志愿
服务活动，不断实践着阳光的诚信关爱文化。

以志愿者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公益行动一直伴随着为
业内外高度关注的阳光保险的成长，使它也成为公司运
营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从日常生活与业务活动中的点
滴关爱到护航南极科考，从“5·12”的汶川到“4·14”的玉
树等重大灾难中数以千万元计的捐赠和志愿者的爱心服
务，从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到专门关爱志愿者的保险的
设立……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杰介绍说，
阳光并没有将其公益活动停留在“好人好事”阶段，而是

将“诚信”和“关爱”树立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两个根本理
念，以践行“共同成长”为企业使命，不遗余力地将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注入到日常管理经营之中。公益
走向充分显示出了志在高远的公司理想。阳光保险以其
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专业化的运作为后盾，保证了公
益慈善事业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从灾难救助到捐资助学，
从环境保护到扶贫济困，从扶危助残到医疗健康、体育文
化等诸多领域，逐渐形成了鼓励公益活动和强化志愿服
务的常态机制。

2011年，“7·23”甬温事故现场在第一时间迎来了阳
光保险志愿者的队伍，他们在紧急成立的应急处理小组
的统一指挥下展开客户排查、协助救援和理赔出险工作。
事故发生当晚，温州血库告急，阳光保险的志愿者纷纷报
名献血。经过专业培训、身着统一服装的阳光保险志愿者
们还多点响应，为已住院治疗的伤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
咨询，并设立志愿者服务点为所有与本次事故有关的人
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其它服务。
“阳光保险博爱学校”是阳光保险长期坚持的公益项

目。从成立至今的六年间，阳光保险出资在四川、湖南、贵

州、山东、福建、云南、西藏等地援建了 16所博爱学校，让
数千名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学习。逢年过节，阳光志愿者都会有组织地前往当地的博
爱学校探望、慰问师生，将捐资助学推向深入。

而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长历程，是广大阳
光志愿者对“我是一缕阳光，温暖整个世界”美丽誓言的
不断践行。仅 2011年，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
志愿活动超过 137 次，其中包括捐款捐物 31 次、福利院
探视 16次、支持教育 26次、低碳环保 27次、义务献血 11
次等。成立六年来，阳光保险更是累计为社会慈善捐助超
过 2400 万元，捐赠物资折合 130余万元，无偿提供保险
保障超过 127亿元。

在公益慈善捐助达到空前的高度的同时，志愿者队
伍也迅速壮大，他们同样为抗灾救灾做出了诸多的努
力，灾区救援、快速理赔、捐款献血、帮助灾区人民重建
家园……阳光保险的“百名优秀阳光志愿者、十大杰出
阳光志愿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他们在
奉献社会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某个角度讲，保险营销本身就是一份传递爱心的
幸福工程，保险从业人员更是传递爱心的使者 ,保险和
慈善的本质都是集中大多数人的力量，帮助困难的小
规模群体或个人，以此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发展。
正如阳光保险一位高管所说：“保险业是基于信赖关系
而建立的买卖行为，保险机构除了提升保险产品本身
的质量以外，还应当肩负起社会责任，这样才能消除顾
客对保险行业存在的偏见，实现利民利己的双赢。”也
正如欧洲著名基金管理人所言：“企业要承担社会责
任，实际是从一个项目的战略规划和投融资就开始了。
所有社会责任计划都是有绩效的，只不过有些是无形
的、长期的回报，人们并没有发现它的转化路径而已。
例如，企业改善与消费者、NGO 的关系，最终将提高商
誉，创造新的销售机会。企业对社会环境的经营管理，
会影响到企业长期的市场价值，非财务风险与股东价
值同样密不可分。”

新商业逻辑下的阳光公益

诗人纪伯伦曾经有一句名言：“有

时候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

什么出发。”人类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什

么？当无数的企业把寻求利益的最大

化无限制放大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

新寻找回出发时的誓言，那就是———

人类的幸福。

“大义女儿”任淑芳
9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从 2002年开始，阳光人寿四

川分公司遂宁中支营业二区的任淑芳坚持照顾居住在她家
楼下儿女都在外打工的一位 70多岁的老人。洗衣服、买菜
做饭、打扫房间，帮老人洗澡……时光无声，淡然流过，留下
的是她对老人家爱的痕迹和超越血缘的亲情。

玉树地震发生后，已经个人捐款达 1万元的任淑芳迅
速组织起一批志愿者开车运载着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前往
灾区。由于道路中断，他们花 8个小时徒步走进灾区，全心
投入到救援工作中去。

“勇救落水者”戎麟
阳光人寿浙江舟山中支有这样一位“最美阳光人”，他

就是运营管理部的经理戎麟。2011年 7月 8日中午，戎麟在
回公司路上听见有人呼救命，闻声望去，只见海狮桥下有一
女子落水。戎麟立即跳入肮脏恶臭的河水中，奋力向落水者
游去。女子被救上岸后，戎麟帮转身消失在人群中。事后，有
同事问他：“河水这样脏，这么危险，为什么仍要跳入污河救
人？”戎麟给了大伙一个简单的回答：“我想，每个人在那样
的时刻，都会纵身一跃吧。”

“热血大哥”姜静敏
他坚持做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燃烧着一个不平凡

的生命。他就是被同事们称为“热血大哥”的阳光人寿河南
分公司伊川支公司的姜静敏。他坚持 18年献血 50余次，总
献血量达 10200毫升，相当于 3个成年人全身血液之和。他
志愿加入无偿献血应急流动库和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
带动所在团队集体献血，曾获“国家无偿献血特别奉献奖金
奖”；2001年底，姜静敏等 8位经常一起无偿献血的志愿者
组成了一个爱心小组，共同收养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

“好汉哥”薛玮
2009年 8月 16日下午 3时许，阳光产险上海市分公司

客户服务部员工薛玮目击三名扒手抢劫一路人钱包后夺路
而逃。曾在海军特种部队服役的薛玮当即全力追赶犯罪嫌
疑人并以一敌三制服了对方。

薛玮性格豪爽、为人侠义，作为一名查勘定损员，只要
接到报案，无论事故大小，无论白天黑夜，他始终坚持在最
短的时间内赶到第一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严格按照快赔
流程处理案件。当客户对理赔流程有不解之处时，他总是耐
心倾听，认真解释，为客户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草根科学家”王柏荃
洗浴间里神秘“带电”，三名专业电工无功而返，谁能揭

秘？停车场中，所有车门无法遥控打开，谁能解决？他是电子
技术迷，众多谜团被他迎刃而解。他是陕西电视台《都市快
报》栏目的“首席军师”、“草根科学家”———他就是阳光人寿
陕西分公司的王柏荃。某国家级考试期间，他应有关方面邀
请用自己研究出的方法搜查出多名使用无线电作弊的不法
分子；他定期捐助白血病患儿；他是西安市红十字户外救援
大队成员，多次参加实况救援。

“朴实阳光人”郭晨刚
“人人都可以做好事，不求至善，只求为善。”这是阳光

保险集团十大杰出志愿者评选组委会给予阳光产险沧州中
支车商团队团队长郭晨刚的评价。他是“爱心车队”志愿者，
连续两年顶着如火的骄阳为高考的学子保驾护航。他是热
心助人的实践者，路遇车祸，不顾个人安危撬开车门救出被
困司机。他既是慈善捐赠的行动派，不管在何时何地，他都
在点点滴滴地付出关爱，又是无偿献血的拥护者，用鲜血为
生命护航。

“竹筒女孩”刘没男
2008年 5月，刘没男在第一时间报名并很快被批准作为

志愿者参加汶川地震后方伤员护理。刘没男的主要工作是对
在重庆的受伤孩子进行日常护理并照顾他们的生活。她常常
与他们聊天、讲励志的故事，让他们不再孤独，感受家的温暖。

刘没男加入阳光人寿天津分公司后，每周都会参加慈
济会的志愿者活动，定期去福利院看望孤儿。她还被大家称
为“竹筒女孩”，因为她有一个“竹筒计划”———每天省下 5角
钱，放入竹筒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筑梦师”段国锋
现就职于阳光保险集团财务部的段国锋，出生于东北

一个贫困的小乡村。15年来，由于他的帮助，数十名上不起
学的农村娃走进了课堂，谱写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新篇章。

段国锋回家探亲时经常去村里的小学给孩子们讲故
事，讲他的小学同学读卫生学校毕业后自己开诊所、中学同
学学习技术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员……通过一个个的小故
事，他告诉孩子们不要想着用现金回报，而应该专注、努力
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爱心大哥”芮金海
建立纯民间的绥化市爱心传递志愿者服务队并任常务

理事；资助因见义勇为而受伤瘫痪的青年完成颅骨手术；发
现并救助以乞讨为生的智障女孩一家；筹集 9262元创业款
帮助自强不息的残疾青年开设报刊亭；他是无偿献血志愿
者服务队队长，个人献血量相当于全身血量轮换 5次；他组
织成立稀有血型捐献者联谊会———他就是阳光人寿黑龙江
分公司职团业务部职团专员芮金海，被授予绥化市“十大杰
出志愿者”荣誉称号、黑龙江省“助残爱心大使”荣誉称号。

“阳光哥嫂”李文山、王金梅
从“富甲一方”的企业主，到加盟阳光，完全是因为对阳

光的博爱理念的认同。李文山、王金梅夫妇俩坚持资助广西
28名贫困生，为每人提供 500元/月的生活补助；曾经营几
乎完全公益的养老院，为 200位老人提供福荫；15年义务献
血 20000多毫升、血小板 47个单位，献血证能装满一编织
袋；他们带领爱心人士为孤儿村做义工，出资为眼疾孤儿做
手术。汶川地震、玉树灾区……哪里需要帮助，他们就会伸
出援手。他们来自阳光人寿辽宁分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他
们是公益事业的草根代表，无私奉献的杰出志愿者。

公益档案

公益荣誉

阳光保险评选出的首届“十大杰出志愿者”是该企业超过 5000名志愿者的缩影。这些默
默无闻的草根英雄扎根于全国各地，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漠北冰域到南海琼州，都有他
们无私奉献的身影。

公益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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