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善如流

自1984年以来，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通过 
“共享水资源”项目，改变了世界各地的社区。

纪念大中华区“共享水资源”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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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力

我们信守对客户、环境及公众的责任，我们的业绩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持续生产力。

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819 号中创大厦 16 楼 
邮编：200041 
www.atlascopco.com.cn

扫一扫，观看视频 
“水改变生活”

感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愿你我继续携手，为“共享水资源”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需要加入或了解更多“共享水资源”的信息，您可以联系：

- 您所在公司的人事或者传播部同事

- 大中华区共享水资源项目协调员

- 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传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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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水资源”是阿特拉斯·科普柯
集团的主要社区公益项目，由我们的
员工在自愿的基础上发起、运营和支
持。项目致力于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干
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到目前为
止，已经有近200万人得到了帮助。

洁净的饮用水 
是一项人权

1984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员工在

瑞典斯德哥尔摩创立了“共享水资

源”。从一开始，一个核心信念就

是——获得清洁的饮用水是一项人

权。如今，我们依旧秉承这个信念

从事“共享水资源”项目。 

水的获取有能力改变人类的生活和

整个社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

近200万人获得了清洁饮用水，这

要归功于“共享水资源”项目。

“共享水资源”都是由员工自愿捐

赠的，通常是以每月从工资中扣除

的形式。这些捐款随后被公司翻了

一倍，这意味着三倍的资金将用于

帮助有需要的人。

“共享水资源”与非营性利组织合

作，实际上，而这些组织将在当地

实施项目的支持工作。

从历史上看，不同项目因地制宜会

存在差异，有挖井或钻井、保护天

然泉水或建造水净化系统等。

清洁卫生方面的培训是所有项目的

一个重要环节。其目标也是始终让

当地社区投入项目的建设，以确保

其可持续性，并保障新水源将继续

运作并得到维护。

……从1990年到2015年，世界上有26亿人获得了改善的 
饮用水水源。然而，仍有6亿多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

全球约有8.44亿人连最基本的饮用水服务也得不到， 
其中1.59亿人依靠地表水。 
不安全用水、卫生设施以及手卫生引起的 
腹泻性疾病每年在全球造成约84.2万人死亡， 
其中包括36.1万5岁以下的儿童。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但仅有世界水资源的7%。 
根据世界银行发起的一份研究报告， 
在中国661座城市中，有60%的城市面临着季节性供水困难， 
其中，超过100座城市极度用水紧张。

图片来源：2016年四川布拖博日村项目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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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在瑞典的员工发起“共享水资源”项目，旨在为有需要的人们长期提供洁净的饮用水。 
阿特拉斯·科普柯以双倍于员工捐款的金额，作为认捐善款。至今从未间断，现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开展项目， 
为将近200万人提供帮助。

全球性的帮助

……到2050年，世界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能 
生活在受长期或反复出现的淡水短缺影响的地区。

1984年8月22日，“共享水资源”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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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水资源 
在大中华区

第一期项目

宁夏隆德项目

……24亿人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例如公共厕所。 
更严重的是，在2015年，超过18亿人依赖于被粪便污染的饮用水水源。 

“共享水资源” 在中国的活动始于
2004年。投资公司负责所有中国项目
的协调工作，由企业传播部和项目协
调员提供支持。每个月有超过3,000名
阿特拉斯·科普柯大中华区员工参与
捐款。

项目状态：已完成

项目时间：2009年6月~2011年7月

项目预算：129,448美元

受益人：2,500家农户、15,187位村民
受益（包括3,708名孩子）

图片来源：2011年宁夏隆德项目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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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日常的长途跋涉去挑水可以释放人们的时间，所以儿童，特别是女孩可以上学，女性可以工作。 
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全新的社会结构发展，最终改变整个社区。

第三期项目

陕西佳县项目

第二期项目

陕西西乡项目

项目状态：已完成

项目时间：2012年10月~2013年10月

项目预算：130,081美元

受益人：225家农户、1,620位村民受
益（包括586名孩子）

项目状态：已完成

项目时间：2011年9月~2012年7月

项目预算：100万人民币

受益人：788家农户、2,868位村民受
益（包括612名孩子）

流动的干净水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以前，为了得到干净的水，我们不得不每天
千辛万苦爬山两个半小时。如今，有了流动
的水源，不仅解决饮水问题，甚至今年我们
可以购买洗衣机了。非常感谢大家！

当地村民反馈 -  
张阿婆，陕西西乡县苦竹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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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的当地供水不仅可以挽救生命，还可以让人们在家附近种植庄稼， 
为家人生产食物，甚至出售任何剩余食物。

第四期项目

云南广南项目

第五期项目

四川布拖 
博日村项目

项目状态：已完成

项目时间：2014年6月~2015年11月

项目预算：127,384美元

受益人：260家农户、1,586位村民受
益（包括586名孩子）

项目状态：已完成

项目时间：2016年3月~2017年3月

项目预算：653,573人民币

受益人：1,500头牲畜、1,049位村民
受益（包括308名孩子）

我们的共享水资源项目实施后，能让
这些孩子们不需要为基本的喝水需求而徒步
许久，能让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建设教学设
施，为孩子们创造更加优质的教学环境。

考察团寄语 -  
赵霞，埃地沃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在访问的行程中，我看到建造的储水
池，它直接供水到每户村民家里，解决村民
的用水困难；我看到了新建造公共厕所，这
在改变着当地的社区环境；我看到了新建的
学校浴室，这让孩子们打完篮球后可以痛痛
快快地冲去一身的汗水。

考察团寄语 -  
陈伟强，广州凌格风压缩机有限公司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这个项目可以帮助
到那么多人们。通过能够获取干净安全的水
源，当地人不必再大老远去打水，从而改善
生活水平；孩子们的生活也因干净的水得以
改变。我们将继续通过共享水资源项目帮助
更多人获取洁净的水。

管理层心声 -  
Francis Liekens，副总裁 

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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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手册的所有事实都与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有关， 
当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 

共享水资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
动，不仅仅是给需要的地方带去洁净水源，
更是一个公司爱的体现。

考察团寄语 -  
陈星，阿特拉斯·科普柯（无锡）压缩机有限公司

因为你和我的一点努力，会帮助更多
的人饮用到干净的水源，尤其是当地的小
朋友，更让他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爱，
大爱无疆！

考察团寄语 -  
徐兰，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

工业技术业务领域

我们所开启的每一个共享水资源项
目，犹如一把利刃、一条有力的臂膀，正在
披荆斩棘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点一点拉出
痛苦的泥潭。

考察团寄语 -  
张广程，博莱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第七期项目

四川布拖 
扎台村项目

云南 
红河项目

第六期项目

四川布拖 
黑门子村、 
噶锅村项目

项目状态：进行中

项目时间：2018年4 ~12月

项目预算：975,587人民币

受益人：589位村民、141名小学生和
幼儿班孩子以及8位老师

项目状态：进行中

项目时间：2018年4 ~12月

项目预算：890,000人民币

受益人：六所少数民族学校的2,721名
学生和163位老师

项目状态：已完成

项目时间：2017年4月~2018年3月

项目预算：661,594人民币

受益人：181家农户、918位村民受益
（包括543名孩子）

布拖扎台项目现状：水管流不出水

布拖扎台项目现状：被污染的饮用水

云南红河项目现状：排队取水的孩子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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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衣捐助

随着“共享水资源”在中国的第五期
项目临近尾声，2016年9月，11位阿
特拉斯·科普柯大中华区员工前往项
目实施地布拖博日村进行考察。眼见
着冬天的脚步渐近，尤其在布拖年平
均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加上博日村
海拔2903米，往往在10月最低气温就
降到5度以下。看着孩子们身上单薄的
外套，有些甚至还光着脚丫，考察团
的成员们深深地觉得，除了水，我们
还能做得更多。

大中华区企业传播部在收到考察团的反
馈后，于10月向所有阿特拉斯·科普柯
中国的公司发出号召，所有员工都可以
将冬衣捐赠给布拖博日村的村民们。

这是第一次尝试以捐赠衣物的方式来
帮助当地村民，并收获了让人惊喜的
反响。随后在第六期项目以及日后更
多的项目中，我们继续组织更加多样
的捐赠活动，切实帮助当地村民改善
他们的生活。

捐助时间：2016年11月

衣物包裹：73箱衣物

受益人：博日村145户村民，益吉村63
户村民，俄青小学108名学生

捐助时间：2017年11月

衣物包裹：120箱衣物

受益人：嘠锅村和黑门子村共180户村
民；博日村27户村民；碾岩村70户村
民（平均每户至少5-6人）

73
箱衣物

120
箱衣物

村民非常感谢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朋友
捐赠的爱心衣物，让很多人有了暖和的衣服
过冬。如果下次还捐赠衣服的话，村民希望
可以有跟多适合孩子穿的衣服，也希望都是
厚衣服，因为布拖的冬天和夏天都很冷。

- 当地村民反馈

非常感谢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的同
事们在寒冬到来之际及时给博日村村民送去
温暖的衣物。事实上，当地在每年的11月
初就已经入冬，体感寒冷。有冬衣裹体的村
民心中将感念你们送来的温暖！衣物都很干
净整洁，村民们打心眼里感谢阿特拉斯·科
普柯的员工们的爱心！我仅代表博日村，特
此感谢你们的馈赠！

- Siri Holmebakk，互满爱人与人中国项目总监

来自公司外部的捐赠

“共享水资源”第一次收到 
来自外界的捐赠，无锡锡梅路工厂

总经理Eric Langmans先生代表 
我们无锡公司和整个阿特拉斯·科

普柯为韩先生捐出的360件全新 
的棉衣颁发了证书 

感谢其对我们公司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