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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钱不如捐一个脱贫致富的方法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许淑清

� � 在采访许淑清时，对这位商
场征战多年的企业家第一印象，
就是那份平和从容。

许淑清给自己的下半辈子定
下了两个目标：一是做好药，二是
做公益慈善， 要求自己的企业不
仅要成为经济建设的标杆， 还要
做社会公益的典范。“你去到贫困
地区，农民可能会哭着跟你谈，但
像以往一样仅仅捐款解决不了问
题， 要带给他们脱贫致富的方
法。 ”许淑清说，“我就想，一个村
一个村地来帮扶，今年帮一个村，
明年可以帮十个。 别人看到这个
村子的人富了，也会过来学。 ”

以企业带动产业扶贫

许淑清所说的一个村一个
村地帮扶，指的是中恒集团正在
做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这项
计划也会出现在她今年的全国
人大代表议案中。

常年在各地走访，许淑清对
附近广西、广东、贵州等地的贫
困农村情况非常了解。 土地，是
农民最宝贵的财富和赖以生存
的资源， 但农民们经常会碰上

“增产不增收”，找不着市场盲目
种养导致农副产品滞销，或不懂
科学种养造成产量低等情况。

怎样才能把黄土地变成“金
土地”呢？ 每年给一些捐款是不
行的，钱花完就没了，许淑清希
望利用自身企业的便利优势，帮
助农民科学发展特色农业，搞中
草药种植，收益远大于普通经济
作物。 这不但可以实现我国中草
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带
动农民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科
学地发展种植，做到直接、有力、
双赢的扶贫。

许淑清在科研方面所下的
成本之高，让其他同行都感到吃
惊。 旗下的梧州制药的科研团队
经过多年的中药材种植研究，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大面积、多
品种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002 年，
梧州制药引入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基地为生产“第一车间”的概

念，在两广、云贵及东北等多地
建立中药材种植基地。

但农村的情况是复杂的，科
技扶贫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许淑清无奈地说起在广西遇到
过的情况，本来要三年才收获的
三七（田七），当地有人只种了一
年，就挖出来卖了换酒喝。 可见，
除了教给农民技术，还有其他更
多事情要做。

田间管理和资金短缺都是
农民遇到的问题。 为了让农户吃
上定心丸，梧州制药与他们签订
购销协议，以保底价格保证收购
药材。 有一段时间个别种类中草
药市场价格要比协议低很多，但
仍按照合同执行，增加了农民的
积极性，首先与其形成良好的合
作关系。 对于特困农户，公司无
偿提供种苗、 遮阳网等材料，并
设立专项基金，对有实际困难的
农户提供无息贷款支持，帮他们
度过最初的资金短缺期。 技术方
面则派出技术指导小组常年下
到田间地头，为农户制定全套的
实施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平均
每年为农户免费服务 8000 多人
次。

中草药种植的下一步计划
重点仍然放在中西部贫困山区，
以及黑龙江、吉林的少数民族地
区。 这也是许淑清和中恒今后的
重点公益项目。

“我深信义利并举”

许淑清是一位极具商业头
脑和发展眼光的企业家。 1993
年， 时任教师的许淑清南下广
州，白手起家，成为新粤商代表
人物。 2006 年中恒集团面临着严
重困局时，许淑清大胆注巨资入
主，使中恒集团在第二年就走出
低谷，经营转危为安，并迅速发
展成为全国优秀的民营控股企
业。

许淑清认为， 企业家和企
业，最大的职责除了创造更多的
社会财富，也更要重视对社会的
回报。“义利并举”是她一直深信
的道理，所以，她为自己下半辈

子定下了两个目标：第一，做好
药，把中恒集团梧州制药继续做
大做强，为民族医药事业和人民
大众的健康尽心尽力做贡献。 第
二，做公益慈善。 不但个人掏钱
参与社会慈善，还把社会责任和
爱心文化纳入到下属企业发展
战略之中，科学持续发展慈善事
业。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许淑清
个人向社会捐赠 4000 万元，下
属企业捐款捐物 6.8 亿元， 除香
港、澳门、台湾等极个别地区外，
他们的捐助足迹已遍布全国近
三十多个省、区、直辖市，惠及无
数先心病儿童、贫血患儿、贫困
大中小学生、贫困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 以及边远落后地区建设，
各种自然灾难的抗灾赈灾等方
方面面。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
要到全国各地出差，也常常是一
路走访考察，一路捐助。 ”许淑清
说。 与新农合相关的医药方面，
是她重点关注的。 许淑清走访发
现西南很多地区的乡村医院、卫
生院的药架是空的，医生说买不
起药，于是免费为多家卫生站提

供药品，仅广东省就有一万两千
家卫生站。 配好药后又面临医生
短缺的问题，于是继续做医务人
员培训， 目前已经培训了 8000
多名乡村医生。 其他地方听闻
后，甚至慕名来挖人。

多年来，许淑清和她的企业
在各地捐资救助了 1000 多名先
心儿童， 捐建了 10 多所希望小
学，资助过一批又一批的贫困学
子， 帮助他们完成读书的心愿，
还与一些慈善机构开展大型公
益活动，如“消除婴幼儿贫血行
动”、“学雷锋儿童少年读书实践
活动”、“留守儿童爱心包机”以
及出资举办残疾人运动会等。

2007 年，许淑清筹资捐建了
一所能覆盖广西东南地区的大
规模聋儿语训学校。“这些孩子
大都是父母外出打工，或来自条
件不是很好的农村， 寄宿在学
校， 一年一到头难得见家人一
面，甚至见我的机会还比见他们
爸妈多，身体的残缺，让他们生
性都有点孤僻。 ”许淑清说，“有
一次，一个小女孩在我准备离开
时， 怯怯地上来拉着我的手，结
结巴巴地喊‘妈———妈———’，那

一刻我眼泪直在眼眶打转。 老师
告诉我， 这孩子才来一个多月，
刚学会‘妈妈’的发音。 ”

但凡休息日， 只要不出差，
许淑清都会领几个聋儿语训中
心的学生回家，让他们感受到家
庭的温暖。 在她的带动下，身边
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纷纷参与到
这种组建“周末家庭”的公益行
动， 帮助聋儿更好地融入社会，
健康成长。

看着小朋友们快乐成长，许
淑清觉得，做善事不需要太多的
理由， 投身公益更无需豪言壮
语。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快
乐，不一定要很有钱的时候才做
慈善活动。 钱多可以多捐，钱少
则少捐。“感恩能生大爱，爱心能
生力量！ ”这是她的公益心得。

更系统科学地做公益

从中恒集团的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中，可以看到，这家地方
财税支柱企业这些年对公益慈
善的支持从未间断。

在西南旱灾、 玉树地震、舟
曲泥石流、云南昭通地震、雅安
地震、岷县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中，都能看到中恒的身影。 厚生、
仁心、济世，这是中恒集团的公
益理念。 尤其是 2008 年，中恒在
中国红十字总会成立了“中恒博
爱基金”后，通过基金的形式，有
计划、有措施、有效果、持续不断
地将社会责任和企业爱心作为
公司发展的战略。 借助自身产业
优势，赠医助药，发展贫困地区
公共卫生医疗事业是中恒的常
规活动。

而曾经有过教师经历的许
淑清， 对教育有着特殊的关注，
每年的捐赠都有很大部分投入
到教育领域。 许淑清说：这种方
式，可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性
循环的环境，使每个人既是爱的
奉献者又是爱的受益者，能让贫
困学子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感受到社会的友善，增强他们逆
境成长、成材的信心，社会才会
和谐进步。

做好产品、关爱员工，是中
恒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 而身
在常因污染被人诟病的医药行
业，中恒在环保方面所下的力气
是显而易见的。 走进偌大的厂区
时， 难以想象这是一家药厂，因
为闻不到想象中浓重的药味。 许
淑清介绍，厂区所有的排放装置
都是走地下的，其排放标准超过
了国家要求。 虽然在医药行业是
半路出家，但许淑清说自己舍得
投入， 经常参观其他企业的她，
对于自家企业各方面的高标准
很是自豪。

对于此后在公益慈善方面
的计划，许淑清说，原来做得比
较分散， 以后计划集中在科研、
教育和新农合等方面，但救灾等
重要应急救助还是会兼顾。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淑清到生产车间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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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淑清，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近几年来，她带领公司在扶贫、民生、教育、赈灾等各
个慈善公益领域共捐赠款物超过 5 亿元，她个人捐赠
也超过 4000 万元。 曾获得中国慈善榜“中国十大慈善
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