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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康婷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公司秉承“诚实守信、求质创新、尊重
科学、稳步发展”的企业文化，发扬工匠精神，为
健康不断探索前沿科技，为美丽专注创造需求
产品。企业以护肤美容产品为主，将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产品作为诚信经营之本，而诚信乃
立业之本。康婷集团始终以诚实守信、求质创
新为基石，以高精尖技术为依托，以专业的科研
团队为原动力，以精益求精的生产要求为根本，
立足自主研发，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
多元化产品，从而打造康婷集团诚信品牌。

康婷集团分别于近几年先后走进河南信
阳、河北平泉、黑龙江哈尔滨、江西瑞金、四川汶
川、新疆和田地区，为当地学校捐款捐物，以改
善学校教学条件和生活设施，为孩子们的未来
增添新的希望。

康婷集团河南分公司自成立至今：去年 6
月 22日，携分公司爱心志愿者为平顶山市鲁山

县磙子营村第十七小学捐赠书包及现金共计
1.35万元。去年 7月 25日，康婷集团河南分公
司前往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辉县中队进行

“八一建军节”慰问，为促进军民融合、社会稳定
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年10月 17日，康
婷集团河南分公司来到临颍县瓦店镇七里头村
开展“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活动，为老人送
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进一步弘扬了中华
民族尊老、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去年 12月
20日，康婷集团河南分公司在许昌市鄢陵县只
乐镇小沟孙村开展“情暖康婷·与爱同行——强
党建、促脱贫”的精准扶贫公益活动。

康婷集团积极响应政府精准扶贫，助力精
准脱贫，康婷集团各地分公司根据总部精准扶
贫工作部署，在河南、湖北、黑龙江、福建、四川
等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康婷关爱生命、专注
健康行动永远在路上。

（李涛）

康婷生物
关爱生命，专注健康，造福人类

专版│092019年3月 15日 星期五

●● ●● ●●

驻豫直销企业依法规范健康发展，积极履
行河南社会公益活动，投身河南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公益事业帮扶”行动，用真实、真情发
展在河南，共赢在河南。在省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据不完全统计，5年来直销企业驻豫机构
共投入公益事业资金 5158万元，累计举办公
益活动 391场。2018 年，驻豫各直销企业在
河南市场举办精准扶贫、爱心助学、扶危济困
等扶贫类活动119场次，捐助金额1860万元，
值得点赞。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重要的消
费市场。据统计，截至 2018年 9月底，在商务

部公示获牌的 93家直销企业中，超过半数的
直销企业在河南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2017 年总体营收额达到了近 60亿元的市场
规模。2013年 11月 22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下发了《直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引》，
对直销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从法律、经济
和道德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原河南省工商
局按照原国家工商总局的部署和要求，迅速行
动，精心组织，向在豫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发
出倡议，提出要求。直销企业驻豫分支机构积
极响应原国家工商总局对直销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倡导，积极开展了爱心助学、扶危济困、

健康运动、义务献血、脱贫攻坚等多种形式的
公益活动。

原省工商局编辑发布《河南直销行业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2013-2018），及时总结经验，
宣传正面成绩，积极引导直销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对促进直销市场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树立
直销行业良好社会形象起到积极作用。希望
驻豫直销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河
南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在既有工作成绩的基
础上，发挥优势、凝聚力量，努力为打赢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建武）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 1994年的
侨资企业，公司总部坐落于广东省中山市，2006
年 12月 1日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开展直销业务，
销售健康食品、小型厨具、化妆品、保洁用品及
个人护理品等。本着“建立完美事业，拥有完美
人生”的企业使命，公司向社会郑重承诺“三个
不变”：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的理念不变；为
完美经销商提供事业发展机会的理念不变；坚
持在中国投资、长远发展的理念不变。

经过 20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已成长为集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实
现年销售过百亿元的目标。目前，已在中国境内
设立了34家分支机构、6家办事处、万余家服务
中心。同时，公司制定了完美事业“扎根中国，走
向世界”的战略部署，将产品销售及服务扩展至
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印尼、越南等国家。

完美河南分公司成立于 2004年 6月，是完
美公司负责河南省业务运营的分支机构，遍布
全省各地市 700余家配送服务中心，为消费者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退换货服务。完美河南分公
司锐意进取，10多年来河南市场稳健发展，同
时也一直在践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企业
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截至目前，完美河南
分公司组织公益活动近百场，涉及多方面，如捐
资助学、无偿献血、关爱弱势群体、尊老爱幼、精
准扶贫、健康运动、志愿者服务以及普法宣传等
系列活动。河南分公司多次被评为“无偿献血
先进单位”，屡次荣获“企业税收贡献奖”，2009
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促进老区建设奖”，2015
年荣获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和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颁发的“无偿献
血促进奖特别奖”。

（王俊棚）

完美 用爱心编织美丽事业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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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于 1996 年 8月成
立, 注册于深圳市, 注册资本8000万元，是一
家集医药、物流、直销、电子商务、加盟连锁、国
际贸易于一体的综合企业。2000年获得国家
医药电子商务平台资格证,成为国家首批 8家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单位；于同年获得国家药品
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资格证,是国家第二批9
家药品零售跨省连锁的试点企业；2003年获得
国家第三方医药物流配送资格证；2007年 1月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直销经营许可证。目前，
在国内拥有 12家分公司,600余家专卖店, 销
售规模和服务范围不断扩大, 赢得社会的广泛
认可和行业机构好评。

近几年，康力公司开始根据历年公益捐赠
情况梳理并完善“仁心”公益体系，提炼公益使
命、公益愿景以及公益特色。继2015年完成针

对天津塘沽事故组织的公司及全体员工进行捐
赠外，于 2015年 11月 2日，向新疆慈善总会捐
赠价值 100万元奶粉；2016年 1月 12日，向沈
阳儿童福利院捐赠价值100万元的澳大利亚出
产的“好尔康”婴幼儿配方奶粉；2016年 1月 14
日向甘肃定西贫困地区捐赠价值300万元的婴
幼儿配方奶粉；2016年 1月 15日向德州市儿童
福利院捐赠了价值 100 万元的婴幼儿配方奶
粉；2016年 1月 19日，向许昌博爱儿童康健园、
现代聋儿康复中心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婴幼
儿配方奶粉；2016年 4月 26日向河北廊坊残联
捐赠价值118万元澳大利亚出产的“好尔康”婴
幼儿配方奶粉；2016年 12月 26日，向宁夏吴忠
福利院孤残儿童捐赠价值100万元的澳大利亚
出产的“好尔康”婴幼儿配方奶粉。

（康力宣）

康力医药
初入河南向残障康复中心捐赠100万元

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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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科技集团位于苏州国家高新区浒墅关工
业园内，是一家集科技研发、智能制造、国际合作、
品牌推广、互联网营销、绿叶惠购APP平台建设
于一体的现代化集团企业。总投资7亿元建成的
绿叶总部化妆品产业园，占地面积72亩，总产能
达8万吨/年，整座车间通过ISO9001认证及国际
GMP认证，拥有10万级和万级洁净标准的生产
车间。生产线采用德国IKATO、法国KALIX、瑞
士ABB机器人等先进生产设备和质量控制系统。

公司目前已建立起四大科研中心——总部
科研中心（苏州）、上海张江高科博士后工作站
（上海）、欧洲联合研发中心（瑞士）、江南大学联
合研究中心，形成四大中心协同发展的完善科研
体系。其中欧洲联合研发中心是与国际化妆品
企业意大利 INTERCOS集团、瑞士国家生物护
肤研究中心——瑞士CRB联合成立，致力于民
族精品日化的研发。自成立以来，绿叶始终把产

品质量视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务，严格遵守、认
真执行行业法规和企业规章，积极推行各项权威
管理体系认证、ISO22716认证、GMPC欧盟质量
体系认证、ISO14001 OHSAS 18001等。

2014年 8月 27日，经苏州市民政局审批，
绿基金成立，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为宗旨。绿基金先后捐赠公安部中
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中国警察协会，江苏
省、浙江省、湖北省、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
全国各地公安局大病特困基金会和见义勇为基
金会，捐赠助力河北省助残脱贫，四川九寨沟地
震灾区以及河北、宁夏等地精准脱贫。在湖南、
广西、云南、贵州、山东各省份建立六所绿叶小
学，资助北京大学贫困学生、甘肃和江苏贫困学
生累计 1800余名，捐助慈善总额达 6000余万
元。目前，绿叶公司刚进驻河南，公益活动正在
逐步展开。 （姚先一）

绿叶科技
用爱弘扬民族品牌 缔造创新产业

绿叶科技集团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400-677-6677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健”）成立
于199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健康理念传播及营养
保健、美容护肤、日化用品、健康家居等领域的产品
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香港独资企业。2008年，宝健
亚太营运总部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成。
2016年，宝健投资20亿元，在“京津冀一体化”核
心地带建设“宝健新城”，预计将带动千人就业。

23年来，凭借着优质、安全的健康产品和
专业的服务，“宝健”商标被认定为“北京市著
名商标”；2018 年，宝健获得“全国质量诚信标
杆典型企业”“2015～2018全国质量检验合格
信得过产品”等称号。

2000年，宝健在业内率先向消费者承诺了
“7日无条件退货”，随后又陆续推出“60日无因退
换货服务”及“保质期内质量换货”的保证，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完善的“退换货制度”高于国标。

宝健创新性提出3个1%公益理念：每年至
少捐出企业收益的 1%，代理商自愿捐赠收入
的 1%，员工自愿捐赠个人收入的 1%，投入宝
健自主基金。现已累计捐建遍布全国的 107
所宝健希望小学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帮扶超过
15万名青少年与弱势群体重拾梦想。

宝健自主基金在河南累计投入150万元捐
建三所希望小学，并持续关怀着每所小学的孩子

们。自2015年学校落成，宝健爱心志愿者连续
4年前往新乡辉县拍石头乡小艳宝健希望小学
与孩子们共度儿童节，累计捐赠近20万元的助
学物资；连续4年前往郑州中牟官渡镇板桥宝健
希望小学看望孩子们，累计捐赠近30万元的助
学物资；自2006年落成起，宝健爱心志愿者们已
是持续13年前往新乡封丘大马寨宝健希望小学
看望孩子们，累计捐赠近80万元的助学物资。

宝健始终相信，有宝健人的地方就有希
望，有宝健人的地方就有爱心在传扬，爱成就你
我，爱汇聚力量。未来，宝健将为祖国的公益事
业继续贡献力量。 （卢丽娜）

玫琳凯是全球知名的美容品牌和直销商，
业务遍布全球超过 40个国家和地区。1995
年玫琳凯进入中国，经过24年的发展，玫琳凯
中国已经成为玫琳凯全球最大的市场。为了
给中国女性带来更贴心周到的美丽体验，玫琳
凯在中国推出了“美丽到家”服务，通过美容顾
问为消费者带去专业的护肤美容方案、个人彩
妆指导、不同场合的妆容造型建议、免费产品
试用和产品专送服务。

自 2001年以来，玫琳凯携手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共同创办了“玫琳凯女性创业基
金”。18年来，基金通过提供小额无息循环贷

款的方式，助力下岗女工和贫困妇女创办个体
企业，以“授人以渔”的公益方式，让每一位期
望脱离贫困的女性拥有改变个人和家庭境遇
的机会。截至目前，“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已
经在全国投入 1000万元循环本金，帮助超过
8万名女性成功创业，实现了创业梦想。玫琳
凯自 2001年开始资助“春蕾计划”，累计捐款
1200万元，让众多女童不必过早地背起生活
重担，从而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拥有
更多改变人生的机会。

玫琳凯设立了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微笑
百分百”公益项目，发售了以“微笑”命名的唇

膏，承诺每售出一支唇膏，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捐出20元，专项用于为贫困地区唇腭裂女童提
供修复手术。截至2017年末，已经通过提供免
费修复手术帮助了河南、贵州、河北、四川、广西
等地的719名唇腭裂女孩重拾笑容。

自 2015年 11月起，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
持续捐助“为生命加油”项目，救助白血病患
儿，为中国儿童白血病治疗科研项目提供支
持。组织员工与销售队伍共同参与该项目捐
赠达 7万多人次，累计为项目募款 200万元，
帮助2800名患儿纳入项目的救治范围。

（周耀强）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无限极（中
国）”）是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旗下成员，成立
于1992年，总部位于中国广州，是一家从事中
草药健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大型
港资企业，旗下雇员超过 4700名。目前已成
功研发生产出 5大系列、6大品牌共 154款产
品，并已在中国内地设立30家分公司、30家服
务中心，拥有超过7000家专卖店。

无限极（中国）目前拥有广东新会、辽宁营
口两大生产基地。新会生产基地累计投资额
超过3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300亩；营口生
产基地首阶段总投资 15亿元人民币，初步规

划占地面积500亩。
规范经营是无限极（中国）长久以来坚持

的原则与法宝，坚持遵守商业道德和法律规
定，致力维护行业秩序，维护企业之间合理有
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觉接受政府监督，
抵制行业内不正当经营行为。2017年 6月 16
日，无限极（中国）把这一天定为“无限极规范
经营宣传日”。

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无限极（中国）
始终坚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持续聚焦健
康、品质、员工、伙伴、环境及社区六大责任
领域，开展创新责任实践，努力为企业和利

益相关方做实事、创价值。2017 年无限极
（中国）还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重点聚焦“健康”“人”“地球”和“社
区”四大领域形成 SDGs 行动框架。目前公
司在中国内地捐建 21 所无限极小学，还开
展了“无限极行走日系列活动”“养生文化进
万家”等公益活动，并捐赠 2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开展了“思利
及人助学圆梦”等多个项目。截至目前，无
限极（中国）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价值超过
2.2亿元人民币。

（李杨 志明）

5158万元公益捐助款物背后的故事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400-800-1188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400-008-9888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400-0919-666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运营、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多元化高新技术企业。2007 年获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直销经营许可
证。2013年年初，罗麦科技实现了集团化运
作，旗下拥有 13家子公司，同时在全国 27个
省市设立罗麦科技分公司。罗麦科技产品涉
及人们生活的很多领域，已开发出“罗麦”系列
保健营养食品，“仙肤莱”系列高档美容护肤
品，“诺斯邦丽”系列洗涤用品，“蓝黛尔”系列
个人护理用品，“健立洁”口腔护理产品，“璀
璨”“麦之澜”系列日用品。

2015年 1月，由北京罗麦集团创始人汪静
董事长发起，经国务院批准，“启明公益基金会”
正式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为国家一级基金
会。2016年和2017年，罗麦启明公益基金会向
河南省捐赠物资达1900多万元。罗麦科技河
南分公司在服务好河南市场的同时，持续对教育
扶贫的关注和爱心投入，2018年罗麦启明公益
基金会捐赠河南图书累计价值近300万元，连续
河南地区公益投入款物累计2200多万元。

2017年启明公益“心连心”帮扶项目现金
资助爱心款3万元。2017年向河南南阳等26
所中小学捐赠图书价值280万元。

2018 年向洛阳、平顶山、信阳等 12所中
小学捐赠价值120万元的图书。

2019年启明公益基金会规划捐助公益项
目 1000万元，配合河南省市场监管局精准扶
贫项目，延续对教育扶贫的关注和爱心投入，
让“中国航天启明图书室”落户更多需要帮助、
贫困偏远地区的学校，继续在政府精准扶贫中
发挥作用。

罗麦科技将一如既往地以公平、和谐、稳
健的可持续发展为方针，认真履行各项承诺，
担负起对社会、对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责任，力
求企业与社会和谐统一，繁荣发展。 （金盼）

依法规范促发展 大爱河南赢未来

2018年履行社会公益责任驻豫优秀直销企业形象展示

罗麦科技 河南公益投入最多的企业：2200万元

无限极 爱和服务无极限

宝健 诚信经营 情溢河南 共建未来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800-820-1655
网址：www.marykay.com.cn

玫琳凯 感恩社会 创造价值 践行可持续发展之路

时间追溯到 2014年，南京中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出资发起的中脉公益基金会在民政
部正式注册成立。成立以来，牢记初心，致力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传递公益正能量，先后成
功运作“朝阳计划——青少年健康守护行动”

“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中脉慈孝行”“家
基金”“我爱我女性健康工程”等多个颇具社会
影响力的品牌公益项目，为中国公益事业长足
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家基金”汇爱成河，携手中脉志愿者走进
河南，通过资金救助属于国家认定的残疾、重

大疾病以及遭受重大变故的个体，帮助他们改
善现状，中脉已为家基金项目捐赠累计超过
4000万元。到今年 2月底，“家基金”项目已
救助1046个重疾家庭，救助总金额超过3400
万元，救助范围覆盖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其中河南省内已获得救助的重疾家庭
达97例，全国排名前列。

中脉河南志愿者大事记：2017年9月，中脉
志愿者代表林美君女士带领一众志愿者来到河
南南阳时店村探望家基金受助人时小强，送去慰
问品，帮忙做农活，亲手为小强制作清流食，在力

所能及范围内为小强一家带去温暖和关爱。
2018年 1月，中脉志愿者代表吴海燕女士带领
公益志愿者来到河南周口郭楼村探望家基金受
助人、患尿毒症的杨某，他每周需要做3次血液
透析，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原本困难的家庭雪上加
霜，家基金及时救助，当地乡政府与村委特地向
中脉家基金和中脉志愿者赠送了锦旗。2018年
8月，中脉志愿者代表蒋秋燕女士带领公益志愿
者来到河南商丘邓庄村探望家基金受助人郭
某。郭某年仅31岁，却承受着肾衰竭的折磨，志
愿者们通过帮扶，共同撑起爱的家！ （何泽承）

南京中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服务监督电话：020-36156999

中脉科技 中脉公益基金会携爱弘扬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