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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IN PEOPLE》

我将于 11 月 17 日出版一本新书：《Believe in People: BottomUp Solutions for a Top-Down World》, 本书由我与 Stand
Together 首席执行官 Brian Hooks 合作撰写，描述了我一生的主
要工作——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发挥自身潜能并取得成功的社会。
在大约五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想到它会在这样的环境下问
世：致命的疫情、政府控制和支出创纪录地增加，且伴随着我有生以
来所经历过最严重内乱的分裂政治氛围。不过，在这个麻烦不断的时
期出版也算是恰逢其时，因为它探讨的正是每个人如何为解决社会所
面临的重大问题尽一份力，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
书名《Believe in People》其实是对我人生哲学的总结。本书的主
旨是，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天赋来
帮 助他人改善生活，从 而 改 善 我 们 自 己 的 生 活 。 我 们 做得 越 多 ，
每个人所收获的益处也就越多。在过去的 60 年里，我一直从事商业
和慈善事业，致力于让人们成为最优秀的自己，为构建尽善尽美的社
会做出贡献。
和我以前的书一样，《Believe in People》也借鉴了在人类历史中
造福人类的科学和社会 进 步 原 则 。 这 些 原 则 改 变 了 我 的 生 活 ，
让我实现了超越梦想的成就。它们也改变了 Koch Industries，
使我们的员工能够运用自己的天赋为他人创造价值。

Charles Koch，Koch Industrie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Brian Hooks，Stand Together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之前的书介绍了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商业，而《Believe in
People》则不同，它将这些原则应用于社区、教育行业和政府等社

我们国家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他人有坚定的信念。对一些人来说，

会的方方面面。我之前的书面向的是商业企业家，但这本书是我和

这 似 乎 是 一 句 显 而 易 见 的 话 ， 但 俗 话 说 得 好 ， 行 动胜于言语。

Brian 为社会企业家而写的。

我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都建立在对人极度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什么是社会企业家？他们是这样一群人：背景各异，却都致力于帮助

正如我和 Brian 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很多“商业项目、公共政策和

他人发挥自身潜能。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企业家，每个人都能运用自

慈善性质的宏伟计划都是越俎代庖，而不是让每个人发现自我并自

己的天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并从中获得成就感。

觉地去共同努力。”结果，无数人不但没有被赋能，反而被控制和束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企业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从何做

缚。因为觉得没有人相信他们，很多人也就不再相信自己。许多人不

起。此外，很多人心怀善意，但却未能成功解决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再被贡献激励，也就是说，不再被帮助他人取得成功的愿望驱动，

（正如《Believe in People》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自己也曾遇到

从而变得消极。这就导致了各种破坏性的态度和行为。

过这种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到千千万万想要真正改变现

这种不信任带来了两个层面的危机。首先，对于那些被牵制或被抑

状的人。

制的人来说是如此。其次，对于全社会来说，则是失去了每个人都可
能做出的重要贡献。根据我的经验，那些被忽视或被低估的人，
往往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

BelieveInPeopl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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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消除障碍，让每个人都能发挥
自己独特的潜能，为他人的生活做出贡献。
那么，真正的信赖他人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要认识到每个人

Sterling 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

都有独特的天赋——所有人，没有例外。

当我们信赖他们，并支持他们大胆尝试时，他们就有机会向我们证明

对我来说，没有比 Sterling Varner 更好的例子了，这是公司历史上最

自己。根据我的经验，世上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所有人都有能力做出

伟大的成功案例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是一名油田承包商。

非凡的事情。

他口吃，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对

其次，相信人就意味着要在最意想不到、看似不大可能的地方寻找答案。

他都不屑一顾，我发现他拥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敏锐的创业意识,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他利用这些特质来激发他人的才能，
帮助我们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他的贡献使他成为 Koch Industries
的总裁。

历史的一大真理是，最接近问题的人往往是最适合解决问题的人。
相反，那些离问题最远的人往往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或者在试图解决
问题时会制造出其他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正确的知识和理解。
这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思维的区别，正如本书所展示的，
自下而上才是创造实际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

Sterling Varner（左和左下）是公司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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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in People》为那些
正在寻找更好方法的人提
供了指引。

自下而上的模式在 Koch Industries 根深蒂固。自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以来，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创建一种企业文化，鼓励并支持每一位员
工主动做出贡献，而不是等待老板的指示。这不仅能让员工获得成就
感，还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使公司能够为自身和他人创造更多价
值。试想一下，如果社会对贫困、吸毒或教育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也采
取同样的方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更不用说以这种态度面对冠状
病毒或种族歧视了。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相信人意味着愿意与任何人团结起来去做正
确的事。
这句话出自我心中的英雄之一 Frederick Douglass 之口，是我们这
个时代最被忽视的真理之一。它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真理之一。
如果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那么将我们的天赋结合起来，我们就能

11 月 17 日开始发售。本书的翻译计划尚
未最终确定。

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得更快。这就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克服
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关键。
在上一期 Discovery 中，我已经讲述了联邦刑事司法改革的故事。

这些例子能让您对书中的内容有初步的了解。书中包含许多故事，一

它仍然是近期最重大的证据之一，证明在许多事情上持不同意见的人

些来自我的生活经历，更多来自我多年来遇到和支持过的人——从以

仍然可以走到一起，在他们达成一致的一件事情上取得令人难以置信

前的瘾君子和帮派头目，到市中心的负责人和有见地的企业家。这些

的进展。正如我和 Brian 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

例子证明了当人们被赋予力量去发现、发展和运用自己的天赋来帮助

团结在一起比分开行动取得的成就更大，尤其是当我们与那些想法不

他人（即自我实现）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同、能力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来完成手头任务的时候。”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原则代表了思维模式的转变。对我而言，

尽管目前处于艰难时期，但我仍然对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机会
做出贡献并茁壮成长的社会持乐观态度。在实现这一愿景的过程中，

它们就是一个标记，可以不断用它们来衡量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行为。

您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希望本期 Discovery 和我的新书《Believe in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也会愿意接受这些原则，这样一来，就能在社会各

People》能促使您快速踏上改变自己生活和社会本身的旅程。

个方面迅速创造出种种益处。
接下来的几页提供了几个例子，您可以通过这些例子了解“Believe in
People”所带来的改变。这些例子取自我们在 Koch 的工作经历以及
Stand Together 提供的素材。您会在社会的社区、教育、企业和政
府等各个社会核心机构找到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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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核心机构

社区
社区“应该是人们走到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在困难时期相互支持，
并在友好和充满爱的环境中发现和发展他们天赋和才能的地方。”

在许多人感到被疏远、孤独和被抛弃的时候，Charles 和 Brian 为社

FII 是一个真正独特的组织。它的创始人 Mauricio Miller 在极度

会企业家开辟了一条道路，通过支持人们帮助身边的人来改变社区。

贫困的环境中长大，该组织 20 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新的、更有效

正如他们解释的那样，不要把人看作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应该把那

的方法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的运

些辛苦奋斗的人看作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具备做出巨大改变所需

营者正是接近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它表明，解决贫困的办法

的知识和经验。

来自那些成功摆脱贫困的人。
疫情使 FII 思考如何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它的领导者与 Charles

#GiveTogetherNow
在 COVID 疫情初期，出现了大范围的动荡。在短短几周内，数以百万
计的人失去了工作。对于那些本来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群来说，
疫情使情况变得更糟，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新的或更严重的贫困威胁

Koch 创立的慈善团体 Stand Together 接洽，他们很快就共同开
发了一个名为 #GiveTogetherNow 的新项目。
#GiveTogetherNow 利用 FII 独特的技术平台，向受疫情影响最
严重的人们提供快速现金援助。注册仅需几分钟，并且只要几天就

正日益逼近。

能收到款。

人们从一开始就清楚，需要有所行动。但谁是最适当的人选呢？家庭

虽然最初的目标是帮助 2 万个家庭，但受 #GiveTogetherNow

独立倡议 (Family Independence Initiative, FII) 团队就是一群社
会企业家挺身而出的有力例子。

资助的家庭数量已经达到了原目标的 10 倍之多。个人和组织捐款超
过 1 亿美元，远远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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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每一美元都捐给了急需帮助的家庭。一位父亲能够购买 Wi-Fi，
这样他的孩子就可以上网课了。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用它来
支付房租，这样就可以保证她的家人有安全的栖身之地。一位失去双
亲的 COVID 幸存者得以使用这一笔款项支付丧葬费以及失业期间堆
积如山的账单。
这场疫情的性质意味着 #GiveTogetherNow 无法帮助所有人，
也无法解决近几个月来出现的所有问题。但对于那些正走在正确的道
路上、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人来说，这个项目让他们能喘口气，考虑
下一步该怎么做。
它体现了当我们自下而上寻找答案，并与那些亲身经历过贫困等重大
挑战的人合作时可能带来的成果。

Stand Together 的捐赠者社区已经筹集了超过 1 亿美元
用于 COVID 的救治工作。

HELP THE HELPERS
FII 是 Stand Together 基金会支持的近 200 个社区团体之一。

与 #GiveTogetherNow 一样，“Help The Helpers”活动的效果也远

事实证明，每个团体都能有效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改变他们的生活。

远超出了预期。在活动发起的 24 小时内便筹集到了 100 万美元。到第

当 COVID 危机爆发时，Stand Together 基金会发起了一项 250

三天，就已经筹集到了全部 250 万美元的配对资金。最后，这项活动一

万美元的募捐活动，以帮助这些团体满足不断涌现的社会需求。

共筹集了 600 多万美元，全部用于帮助美国全国各地的人们战胜贫困。

这项新活动 "Help The Helpers" 以电视剧“罗杰斯先生的邻居”中

这笔雪中送炭的资金用于为在学校吃午餐的儿童支付即食餐费；为遭受药物

的一句台词命名，对团 体 筹 集 到 的 每 一 美 元 都 建 立 捐 赠 配 对 。

滥用困扰的人提供虚拟咨询课程；分配手机和网络热点，使年轻人可以顺利

团队知道，支持那些在帮助自己的社区方面有过出色表现的团体，

上网课；以及开设金融扫盲班，帮助受影响的家庭合理利用每一分钱。

是快速行动并确保取得良好结果的最可靠方式。

教育

“教育是人们认识自身天赋、激发热情和实现目
标的主要途径。”

现有的教育体系让很多学生无法接受 K-12 和高等教育，我们迫切需要

VELA EDUCATION FUND

改变教育方式，以反映对每个学生独特天赋的信念，并帮助他们认识和

今年春天，当疫情开始扰乱全国各地的课堂教学时，大多数学校系统都

发挥这种天赋。

没有做好任何有效远程学习的准备。这场斗争持续了整个夏季并延续到

《Believe in People》为教育规划了一个方向：“考虑到每个人的独特

了本学年，促使大多数家里有 K-12 学生的美国家长转而考虑选择让孩

才能，教育应该是生活中最具个性化的部分之一。这是可以实现的，

子门在家学习。

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次要问题上，则是舍本逐末，将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学校的类型、学校的建筑、课程计划、教师的资历，这些都不如因
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个性化的方式去学习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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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 VELA Education Fund，这些家长现在有机会接触到致力
于重构和改善学习机会的教育工作者和创新者的新理念。该基金的
愿景是创造并支持创新的、非传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机会。
VELA Education Fund 的启动资金为 Charles·Koch
Institute（Stand Together 慈善团体的一部分）和 Walton
Family Foundation 提供的 100 万美元“Meet the Moment”捐
款。这两个组织还开展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为 500 个潜在的
变革性教育计划提供种子资金。
VELA 董事会成员兼 Stand Together 副总裁 Meredith Olson
表示，组织的目标是“提供本地化、个性化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帮助每个学生在这一史无前例的时刻振奋精神并继续学习。”她解
释说，VELA 的重点是努力创新或改变现有的模式。这些创新还必
须“为年轻学生提供负责任的、真实的学习体验。”
这些体验会是什么样的呢？举例来说，这些可能包括学习舱、

VELA Education Fund 的启动资金为 Charles Koch Institute
和 Walton Family Foundation 提供的 100 万美元 “Meet the
Moment” 捐款。

低成本微型学校、家校合作社和定制的在线学习等等。对于
VELA 而言，创意越大胆越好。
正如 Charles 和 Brian 在《Believe in People》中所说：
“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也无法预测哪种方法和模式最有效。
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应该接受
具有挑战性的独一无二的教育，成为最好的自己。”

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itiative
Charles 和 Brian 发现的其中一个大问题是教育体系中“标准化”的蔓延。
正 如 他 们 所 说 ， “ 标 准 化 可 能 对 制 造 汽 车 零 件 或 计 算 机有意义，
但在人员培养方面效果不佳”，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
“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itiative”是超越标准化的一次新尝试，
是今年夏天为应对 COVID 而发起的。在 5,500 万名美国学童今年春
季被送回家后，Stand Together 组织投资了 100 万美元，
与国家暑期学校计划 (NSSI) 合作，以迅速推出在线学习平台。
NSSI 已经将超过 1 万名在家学习的三年级到八年级学生与全国各地最
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连接起来。通过大型和小型团体教学形式，这些学生
接受了五周内容丰富的学习，并且获得了本地合作教师的个性化指导。
课程设置让人大开眼界，包括通过批判性思维课程进行的立体学习，
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尝试科学、舞蹈、瑜伽和自主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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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颠覆传统，则恰好实现了该计划的初衷。典型的暑期班课程
往往无法对教育成果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事实表明 NSSI 学生跟上教
育步伐的能力有所提高，即使需要在非课堂环境中学习也不例外。
由于学校决定今年秋季继续采用远程教学，NSSI 正在根据全年课程进行调整。
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关于教育的辩论仍在继续，像 NSSI 这样的创新计划提
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采取更多举措，提供更好、更具针
对性的教育方案。这些方案要有利于各种背景的学生、使教师能够成为最好
的教育者，并减轻家长因 COVID 而面临的沉重教育负担。

商业
“公司尽最大努力通过创新来改善生活，以更低的价格为更多的人提供
更好的产品。” 此外，“最好的公司会为员工赋能，帮助他们认识到为
客户提供的服务越多，他们自身收获的成就感和回报也就越多。”
遗憾的是，许多企业一昧追求公司福利，即不义之财，而不是为社会
做贡献或为员工提供支持。Charles Koch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创
建更好的企业文化而努力，即相信每个员工都有独特的天赋，可以用
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文化。

SkillUp
今年，许多美国员工处境艰难。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有近 1,800
万人失业，还有 900 万希望获得全职工作的人不得不勉强接受兼职。
疫情对低收入工人群体的打击最为严重。目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
80% 以上被认为是“脆弱的”。
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低成本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将使他们更有能力
找到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获得“技能提升”后（技能提升是指根据个人
能力提供额外的培训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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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隶属于 Stand Together 社区的 Charles Koch
Foundation 宣布，它将成为 SkillUp Coalition 的创始成员，该联
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专门帮助因 COVID 失去工作或工资的工人。
SkillUp Coalition 是领先的教育机构、雇主、技术开发商和专注于
就业准备的非营利组织之间合作的产物，其目标是使数以百万计的美
国人掌握新技能，帮助他们踏上前途光明的职业道路。它通过将用户
与适合其特定需求的信息、资源和培训机会联系起来实现这一目标。
SkillUp 重点为那些年收入低于 4 万美元的失业工人提供支持。在
美国，妇女、有色人种和从未获得过大学学位的人在这一群体中所占
比例特别高。他们也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
这个过程从一个网络应用程序开始，该应用程序将职业导航工具与快
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相结合。首先，SkillUp 会分析工人之前的
工作、他喜欢的工作，以及该地区正在发展的行业。然后，它可以帮
助找到与个人职业目标相匹配的免费或低成本培训项目。
这一过程并不会因为该工人被雇用而结束。SkillUp 还可以帮助工人
继续接受教育，学习更多新技能。这就是 SkillUp 方法的与众不同
之处。它不仅可以帮助工人找到工作，还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哪些工作
最有可能带来个人成就感——这是实现自我的关键。

Center for Advancing Opportunity
2017 年，Koch Industries、Charles Koch Foundation 和
Thurgood Marshall College Fund 联合创建了 Center for
Advancing Opportunity。今年夏天，该中心与盖洛普民意调查公
司合作，发布了关于“The State of Opportunity in America”的最
新报告，对脆弱社区面临的一些最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
报告反映，该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就是“找出创业和就业增长的障碍”。
报告发现，脆弱社区成员面临的最普遍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提供职业发
展机会的工作”。在许多地区，受访者表示，现有的工作岗位都位于偏
远地区，这使得就业机会更加遥不可及。
报告还发现，在 COVID 之前，脆弱社区的失业率已接近 17%，而全
国的失业率仅为 3.5%。虽然黑人居民和西班牙裔居民比其他人更有可
能制定创业计划，但报告也表明，他们缺乏实现创业梦想所需的资源。
在疫情期间，这些障碍无疑更加严重。
Center for Advancing Opportunity 和 Stand Together 社区正在
将这些调查结果传达给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他们还将把这份报告提供给
全国各地的商业领袖，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帮助更多人获得发展。这样
的关注和行动，对于实现《Believe in People》中提出的目标至关重
要：“构建每个人都有公平机会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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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政府

政府
“政府尽其所能树立公正的行为准则，以实现个人的成功和幸福。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政府……为其他机构提供发挥其作用所需的空间，
同时培育互惠互利的体系。”
一个犯有同样罪行的失业父亲则会被判刑入狱，有时将会面临极为漫
长的刑期。
在保证人人都能得到公平审判的制度下，99% 的案件都以认罪协议
结束，而对于那些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人来说，这往往是不智之举。
换言之，他们无法为自己争取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确保每个人都享有有效的法律咨询，对纠正这种不公平现象至关重要。
奇怪的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有时使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例如，在堪萨斯州，州法令第 712 条规定，禁止持有受限堪萨斯州律
师执照的内部律师提供无偿法律咨询。这意味着，数百名为堪萨斯机
构工作的律师和堪萨斯律师协会的成员不能向他们雇主以外的任何人
提供咨询或法律服务。
“ 这 条 州 法 令 具 有 破 坏 性 ， ” K I I 的 总 顾 问 R a y G eof f roy 说，
“因为它不允许我们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相反，我们应该把各种组
可悲的是，如今的政府常常无法发挥其重要作用，因为它已沦为
部落主义的牺牲品，最常见的表现是分裂的党派之争。党派之争

织聚集起来，汇集我们的法律资源和其他比较优势，然后创建一
个善行义举的信息交换所。”

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对那些倾向于另一政治阵营的人的信任。构建

2018 年，Koch 加入了 Kansas Legal Services 和其他一些组织，

一个基于信任的社会需要用伙伴关系取代党派之争，这样人们就

向堪萨斯州法律审查委员会请愿，要求修改州法令第 712 条。

可以共同努力，消除不公正现象，并为每个人赋权。

（2017 年，Kansas Legal Services 为 9,000 多名有需要的客户
提供了帮助，但不得不拒绝 1 万多个类似的请求。）这一努力取得

落实咨询权

了成功，现在，持有受限执照的内部律师也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无
偿法律服务。到目前为止，Koch 已经与 Kansas Legal Services

政府的转型不是靠其自身就能实现的。当人们团结在政府之外，

合作，为 44 个人处理了 89 起案件。

抛开分歧，在双方同意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时，这个过程就开始了。

在亚特兰大，20 多名志愿者正在与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改善整个

在讨论堪萨斯州及其他地区的刑事司法改革时，Koch

社区的生活。例如，Michael Davis 长期担任普通执业律师，他帮助

Industries 和 Stand-Together 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要解决的

佐治亚州司法项目的一名客户获得了对过去罪行的赦免。客户 Gwen

一个问题是，缺乏平等获得法律咨询的机会。

Boyd-Willis 现在可以接触到更多工作机会，成就感大大提升。

在我们的国家美国，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如果被卷入刑事司法
案件，有罪的富人往往能比无辜的穷人拥有一个更好的处境。一个
因非暴力犯罪而被抓的富家子弟可能会得到缓刑或者只是警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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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h 现在在美国和英国有大约 100 名法律志愿者，他们正在为人

旨在帮助那些被捕或定罪的青少年删除犯罪记录。(所有州都允许

们提供广泛的无偿法律支持，包括处理中西部无罪项目 (Midwest

清除一些青少年犯罪记录，但是各个州的流程因所涉及的信息而

Innocence Project) 的案件筛选，这可能需要长达 100 个小时

异。)

的工作，最久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这些律师正在通过解决刑事司法系
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来防止他人的人生被摧毁。
Koch 以外的律师事务所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同样令人振奋。今年 7
月，Barnes & Thornburg 国家律师事务所效仿 Koch，宣布将与
Koch 合作，并在未来三年内提供 10,000 小时的无偿法律援助。
KII 总法律顾问 Ray Geoffroy 称这一承诺“既令人振奋鼓舞，又极
具感召力”。

Koch 还与 Stand Together 支持的组织（如 Youth
Entrepreneurs、Rise Up for Youth 和其他变革性社区团体）
合作，寻找其他能从这一努力中受益的人。
这些举措将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美
国向前发展。在《Believe in People》中，Charles 和 Brian
讲述了 Van Jones 的故事，他曾经带头抗议现在的 Stand
Together，但近年来却一直与 Stand Together 合作。
Van 在 2018 年历史性的刑事司法改革——联邦《第一步法案》

崭新的计划

通过后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开始一起努力，让其他一些人

我们还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帮助确保“人人享有正义”？

获得自由，而实际上，我们当中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也获得了一些

在威奇托，Koch Companies Public Sector 正在帮助 Kansas
Legal Services 开展“Juvenile Clean Slate Project”项目。该项目

自由。”
Van 说，这种自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能够“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
国家，并且做更多的善事”，这是每个人都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我们必须以伙伴关系取代党
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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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h 正在制作的历史画板系列最新版本现已
面世。它庆祝了见证 Koch 最新的、至关重要
的互利良性循环扩张的十年，这个技术驱动
的循环始于十多年前的数据分析产品开发。

Building H opens on the Wichita campus. It features many
innovative Koch products made by Guardian, INVISTA, Molex,
FHR and Georgia-Pacific. Even its landscaping benefits
from advanced Koch Fertilizer products.

2015

2013

Charles Koch’s newest
book becomes an instant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The seminar network founded
by Charles Koch changes its
name to Stand Together.

Purchase of Molex for $7.1 billion, the third-largest acquisition in Koch’s history
(after GP and Infor). Molex heralds the expansion of Koch’s newest and
critically important virtuous cycle of mutual benefit, which is technology-driven.

2018

2017

Koch acknowledges the unprecedented rate of change by making a major update to its
corporate Vision. “To succeed in this new world, we must have a heightened sense

of urgency and the commitment to continually transform our performance.”

新的画板可以定制尺寸，适用于办公室、
会议室和走廊。也可以订购全套。

In keeping with its new Vision,
Koch commits more than $26 billion
to technology-related investments,
including EFT and i360 in 2016,
followed by Infor — Koch’s secondlargest acquisition ever. Infor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uppliers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oftware.

Launch of Koch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led
by Chase Koch. Its first investment is Insightec,
developer of a surgery-free treatment for
brain disorders and other ailments.

As part of it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a new name),
Koch Engineered Solutions invests in robotic actuator and gear
technology, and high torque density motors.

Opening of the Mark Arts campus in
Wichita, named in honor of artist and
longtime arts patron Mary R. Koch.
Acquisition of Guardian Industrie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s of coated, value-added glass and automotive trim.

《发现》 电子版已更新，您可以在台式
电脑和移动设备上阅读，体验更方便。

2019

David H. Koch, who retired as
a KI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 year earlier, dies at age 79.

请联络 joli@kochcreativegroup.com
了解详情。

注意安全。
保持明智。
有关 COVID 和工作场所的最新信息，
请访问 Koch.link/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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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机会。
一网打尽。
Koch.link/Care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