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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康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6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生物科技型企业，公司始
终遵循“诚实守信，尊重科学，求质创
新，稳步发展”的企业文化，以诚信为
立业之本，以质量为企业之源，以创新
为发展血脉，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自觉履行企业义务，以优质的产品和
良好的服务回馈消费者，时刻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康婷公司在四川雅安、云南省昭通
市地震中，天津滨海新区发生意外爆炸
时，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捐物，用实际
行动支持灾区救助和灾后重建。当天

津西青区启智学校有一群重度残疾和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需要关爱时，康婷立
即启动“康婷爱心助学活动”，向学校的
师生们捐赠价值25万元的学生校服、T
恤、桌椅、电脑、专业摄像机、照相机和
一辆小型轿车，希望能够改善学生的学
习条件，并定期组织优秀员工回访启智
学校，进行爱心助教和慰问。

康婷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自 2016
年7月26日成立。2017年1月10日，
康婷·温暖传递”活动，走进“信阳爱心
助学”活动。先后走进光山县晏河乡
付店小学、新县千斤乡中心小学、商城
县观庙乡雷店小学和息县张陶乡曹林

小学四所小学，为孩子们送去了教学
设备和学习用品等价值15万元的爱心
物资，用爱温暖每一个孩子。康婷·温
暖传递将会为更多需要关爱的家人送
去温暖与祝福。在康婷·温暖传递的
路上，在让爱心与温暖永远传递的公
益文化理念指导下，康婷将计划做更
多的公益活动，并呼吁所有爱心人士
积极参与到关爱孩子、支援教育的爱
心事业中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
你我的心手相连，一起来“传递温暖”，
共同唤起更多的爱心力量参与到传播
爱心的公益事业中来，共同努力为孩
子们创造美好的未来！ （陈燕）

天津市康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电话：022-86395666

康婷生物：温暖传递 诚信经营 让爱起航

在阳光和煦温暖的三月，驻豫直
销企业履行社会公益活动中原行，
2016 年在中原大地又结出了丰硕成
果。驻豫直销企业在省工商局的正确
鼓励、引导、帮助下，2016年全年河南
公益投入累计款物1829万元，为河南
地区助学、帮困、脱贫攻坚等工作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2016 年驻豫直销企
业为河南投入1829万元的款物，值得
宣传，值得点赞！

在2016年全省工商工作会议上，
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青同志，
要求将直销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取
得的成绩，写入河南工商工作报告，这
在河南工商史上尚属首次。省工商局
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执法与指引并
举。立足业务职能，对直销企业经营
行为规范强化监管的同时，推动引领
直销企业履行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
社会责任，体现社会价值、释放社会正
能量。

2016年，直销企业驻豫分支机构
累计举行各类活动80余场，捐助总金
额达1829.36万元。爱在河南，规范经
营，汇聚力量，以大爱无限的奉献之
举，在全省 427万市场主体中带头高
扬责任之旗。

很多人知道违法传销而不知道合
法的直销。宣传规范经营的驻豫直销
企业，就是为了让合法的直销企业光
明正大地开展经营活动，同时也提醒

全省人民，清楚的认识了解合法经营
的驻豫直销企业，放心大胆地使用他
们的产品，接受他们的售后服务，以真
诚之心支持企业在河南的发展。企业
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企业
的利润来自于社会，企业的发展依托
于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可以树
立优秀的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和美誉度，更有利于企业健康

发展、可持续发展，更是落实国家工商
总局《直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引》的
具体行动。

2016年省工商局引导开展了“情
暖中原，爱心无限”全省送温暖活
动。罗麦、安利、隆力奇、宝健、中脉、
三生、康婷等驻豫直销企业，积极响
应参与履行社会公益责任中原行活
动。引领直销企业投身助学助教公

益、投入我省脱贫攻坚，履行社会责
任，既恪尽了部门法定职守，又走出了
一条政企互动、奉献社会的实践之路。

春暖大地,东风又起。我们也衷
心希望驻豫直销企业，规范经营，爱
惜荣誉。靠诚信、质量、宣传把企业
做好，市场做大。只有强大的企业，
才有公益活动的可持续，这是一个多
赢的时代。 （苗爱臣 侯立宁）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于 2004 年成立并开始从事健康产
业。13年来始终以打造备受尊重的
家庭健康生活全球品牌，成为最受人
尊敬的国际化企业。目前，公司已注
册了 739 个商标、获得 86项专利、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功申报
了32种保健功能食品，推出了素养食
品、素养护理、素养家居等三大系列
产品。

从2009年起至今，三生公司每年
定期在各分公司组织开展“自律赢尊
敬，规范促和谐”系列活动，邀请当地
主管部门现场指导，通过组织员工和

经销商学习《直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指引》、签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承诺
书》《三生（中国）经销商规范经营承
诺书》等；持续强化自律规范经营意
识，不断规范各地经销商的经营行
为。

“成为最受人尊敬的国际化企
业”，这是全体三生人的共同愿景，也
是三生人不断用行动赢得尊重的精
神动力。2016 年，三生公司携手人
民公安报开展“平安共建·关爱少儿
安全健康”项目,活动已在广东、安
徽、山东、贵州、河南、陕西、重庆等地
开展。通过 7 次探访、7 次志愿者培

训，共带动数百名三生志愿者参与，
2000 多名孩子了解安全知识、掌握
安全技能。与此同时，三生仍积极参
与 扶 贫 、爱 心 助 教 等 活 动 。 截 至
2016 年年底，累计捐款捐物 7000 多
万元。

河南，作为公益开展的重点地区，
已经走过了郑州、驻马店等地，通过捐
建“三生爱心教室”和捐赠“三生安全
爱心盒子”，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成
长的课余学习活动的场所；借助“生
命水球”“逃生通道”等好玩的游戏，教
会孩子们自我保护技能，为孩子们健
康成长助力。 （席玮玮 陈辉）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服务监督电话：400-822-5588

三生：爱予河南，三生三世共携手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积
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截至 2016 年
12月，安利（中国）为社会公益事业
捐赠、赞助款项达 8.3647 亿元人民
币 ，参 与 实 施 公 益 项 目 14001 项。
从 2003 年开始，美国安利公司在全
球发起“爱心手牵手”关爱儿童公益
活动，共为1270万儿童带去了希望和
机遇，并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公益事业
捐赠 2.61亿美元，累计志愿服务时间
近390万小时。到2016年年底，安利
（中国）就此投入超过 2.6278 亿元人
民币，赞助、参与各类儿童公益活动
超过 4700 多项，受益儿童超过 430

万人。
安利河南分公司成立于1997年，

目前已设13家分公司、14家店铺，业务
遍布全省18个地市，积极致力于社会
公益事业，围绕“儿童、环保”方面开展
了多项大型公益活动。近20年，已陆
续在全省成立了14支安利志愿者服务
队，全省注册志愿者8000多人，志愿服
务达17万小时。自2006年至今，全省
共开展各类公益活动500余项，投入资
金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春苗营养计划”，安利在信阳、南
阳、三门峡共建立“春苗营养厨房”273
所，投入金额达1600万元，山区留守儿

童的营养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善。
“安利志愿者72小时计划”，为让

山区留守儿童能够提升素质教育，提升
孩子们的综合素质，“72小时计划”以
安利志愿者为主体，面向少年儿童特别
是贫困、孤残及留守、流动儿童，以“限
时、自助”方式开展的公益项目。2011
年以来，郑州、新乡、焦作、驻马店等七
城联动开展“72小时”安利志愿者活
动，活动引入“众筹”的概念，通过微博、
微信社会化媒体的传播，面向公众筹集
资源，同时有效地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
与知名度，呼吁公众关爱山区留守儿
童，热心公益。 （罗辉 庆丽）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全国服务热线：400-688-8888

安利：爱在河南 永续经营 服务不变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健康理念传播及健康领域产
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大型港资高科
技健康企业。通过提供营养保健、美
容护肤、日用护理、健康家居等多元
化的产品与健康服务为国民提供全
方位的健康保障，满足国人对健康的
全面需求。

宝健公司每年将企业应纳税所得
额至少1%、宝健的员工和全国代理商
承诺自愿捐出个人收入的 1%持续投
入到“宝健自主基金”，让希望工程成
为企业的股东，创行业先河。同时持

续带动着逾10万“1%爱心志愿者”坚
持做这件好事，至今已累计捐建 105
所宝健希望小学和农民工子弟学校遍
布全国，帮扶超过12万名青少年与弱
势群体重拾梦想。

宝健荣获“希望工程25年杰出贡
献奖”等殊荣。

2006 年，在新乡团委支持下，宝
健捐建新乡封丘县大马寨宝健希望小
学，让孩子们从鸡舍中回到宽敞明亮
的教学楼就学。

2013年，在中牟团委支持下，宝健
捐建郑州中牟县板桥宝健希望小学，

有力支持了该校的扩建改造。
2014 年，在新乡市、辉县市工商

局竞争执法科支持下，宝健捐建新乡
辉县拍石头乡黑沟水宝健小艳希望小
学，极大地改善了这个三县交界茫茫
深山里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2016年，在省工商局竞争执法处
倡导的“直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原
公益行活动”和安阳、林州工商局支持
下，宝健确定捐建安阳林州市东港镇
杨家寨宝健希望小学项目，给这个受
水灾最严重地区孩子们的就学带来帮
助。 （雷明忠）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宝健市场服务监督电话：400-091-9666

宝健：爱有起点，没有终点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国家批准
的可以从事直销的企业。北京罗麦
科技有限公司立足公司长远发展，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
一套完善的人事管理、生产管理、质
量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信息管
理等综合管理体系。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大事记：

1.2017年2月初，北京罗麦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得知鹤壁市鹤山区
姬家山乡大山深处的蒋家顶村交通不
便，群众生活困难。公司了解情况后，
给该村捐助20万元脱贫帮困资金，造
福百姓。

2.2017年 3月 10日，罗麦启明公
益基金会为南阳唐河两所小学捐助
电脑价值 6万元，图书价值 20万元，
总价值26万元。

3.2014年 9月 17日，经郑州市中
原区委组织部批准，成立中共北京罗
麦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支部委
员会。

4.2016 年累计向河南省内中小
学校捐赠图书价值1100多万元。

5.向兰考县部分小学提供价值31
万余元的课桌椅、向开封市祥符区彭

蓉仙希望小学提供8000元的书架、向
南阳镇平雪枫中学和商丘虞城三庄
中学捐赠120万元的教学设备、向周
口吉鸿昌小学捐赠14万余元的校本
课程、向三门峡市卢氏县久富村 5名
贫困大学生提供 2.5 万元的助学资
金。

6.2016年至今，向河南省内贫困
县提供 65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包
括：向鹤壁市蒋家顶村提供 20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向三门峡市卢氏县久
富村提供 15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向
沁阳市感化村提供 30万元专项修路
资金。

7.向河南省内的部分孤寡老人
提供价值 7 万余元的爱心善款，包
括：向漯河市临颍县李化宇村敬老
院提供价值 5.4 万元的轮椅和生活
必需品、向郑州市中原区部分孤寡
老人提供价值 1万多元的生活必需
品等。

8.向河南省内部分抗战老战士
和武警官兵送去了 3万余元的爱心
关怀，包括：向驻郑部分抗战老战士
进行慰问，并提供价值 2万余元生活
必需品、向辉县市武警中队官兵捐
赠价值 1.3 万元的物资、向信阳市商
城县部分抗战老战士捐赠 6000 元
现金和部分生活必需品。 （李涛）

南京中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脉科技）始创于 1993年，见
证中国保健行业20余年发展历程，是
一家布局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保健服
务三大领域的健康企业。长期以来，
陆续研发生产了中脉远红、有乐、颐
芯、颐佳、颐萃、颐爱、颐净等多个品牌
几十种产品。由于这些产品性能优
秀，质量过硬，客户信赖，获得保健功
能达标认证，通过欧盟CE认证。

2014年7月11日，中脉科技出资
人民币 5000万元发起设立了中脉道
和公益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2016

年 8月 29日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已
更名为“中脉公益基金会”。中脉公益
基金会通过对弱势老人、贫困儿童、社
会发展等三个领域的慈善救助及捐
助，让他们有机会享受到公平的教育、
养老、医疗、安全和社会关怀等权利。

2016年6月28日，中脉公益基金
会向新郑市城关乡敬楼村孤寡老人、贫
困退伍军人、贫困党员、贫困家庭及孤
儿赠送了生活用品、健身器材、图书及
孤儿教育基金等，为他们送去生活上的
帮助和精神上的关爱。此次活动中，中
脉道和公益基金会向敬楼村的孤寡老

人及伤残军人送去粮油被子等生活用
品，为当地的老人们送去了关爱。基金
会还帮助村委会建立中脉朝阳书屋并
捐赠一批图书，同时为孤儿捐赠教育基
金和运动服，捐助一批健身器材，希望
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和运动条
件。共计捐赠物资及现金14万元。

为因各种突发性灾难或疾病而导
致的困难家庭排忧解难，2016年中脉
道和公益基金会“家基金”在河南郑
州、南阳、平顶山、林州、焦作向困难家
庭共捐助30余万元现金，帮助这些家
庭渡过难关。 （唐卫国 耿孟云）

南京中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客服电话：0371-86586200

中脉科技：付出爱心 收获幸福 共赢河南

真诚奉献 大爱河南

2016年履行社会公益责任驻豫优秀直销企业形象展示

为1829万元助学帮困脱贫资金点赞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0371-56159200

罗麦科技：千万元公益爱心润河南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是国内著名的日化产品、保健品的
研究、开发和产销基地，主要经营化妆
品、家用洗涤品、养生保健品、家具、房
地产、物流等八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

2016年 1月15日，“科技兴教 力
奇助学”隆力奇河南分公司向南阳市
镇平县王岗乡阳安寺蒙古族小学爱心
电脑捐赠公益活动，现场捐赠20台电
脑及爱心书包等学习用品,共计10万
元；2016年2月，“关爱聋哑儿童·传递
人间真爱”公益活动（登封站）和捐助贫
困儿童公益活动（平顶山鲁山县背孜
乡希望小学）捐赠书包、羽绒服、大米、

食用油、蛇油膏、护手霜、洗发露等物资
共计5万余元；2016年 3月 4日，向商
丘市睢阳区李口镇小吴庄小学现场捐
赠电脑、爱心书包等学习用品,共计10
万元；2016年 5月 20日，隆力奇河南
分公司携手“麦田计划”向信阳市贫困
小学捐赠隆力奇健康包公益活动，现
场捐赠隆力奇健康包,共计 5 万元；
2016年隆力奇作为赞助单位，全程支
持的“忠诚颂·感恩父母”系列大型公益
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市、许昌
市、濮阳市、信阳市、南阳市等多地全面
展开，现场捐赠美手美足套装共计300
多套，每套价值2380元，共计70多万

元；2016年 12月，“科技兴教 力奇助
学”封丘县蔡寨学校爱心电脑捐赠公益
活动，现场捐赠20台电脑、80个书包文
具盒等物资,共计 10万元；2017年 3
月，“隆汇爱心，情暖湖阳”隆力奇河南
分公司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大桥符小
学爱心捐赠公益活动，现场捐赠30台
电脑组建电教室。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和竞争日
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隆力奇将凭借
独特的文化力量带领民族品牌，通过
创新与实践和投身公益活动的完美结
合，用“中国智造”的强大动力，勇闯国
际市场，去实现百年品牌目标。（刘兵）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0371-55358889

隆力奇：卓越创新 爱融品牌

2016年8月,省工商局召开驻豫直销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优秀单位表彰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