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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善天下的扶贫新路径
———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

2014中国慈善榜之慈善家回访

� � 作为一家起源于四川的民
营企业，始建于 1979 年的宏达集
团，在历经了艰辛创业、联合发
展、改制起飞、转型重生和走向
世界等五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已
经成为一家集工业、矿业、金融、
地产、贸易和投资等产业于一体
的现代大型企业集团。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董事
局主席刘沧龙表示：优秀企业的经
营目标不仅仅是实现经济效益和
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要重视社
会效益，树立企业公民良好的公众
形象。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和责任
感，才会不断地提升和发展。

发展一方经济
造福一方百姓

“宏则龙腾沧海，达则兼善
天下”， 是宏达追求的企业使命
和存在价值。 对于二者的关系，
刘沧龙对此的解读是：要实现兼
善天下的宏图壮志，就得以达成
实力、龙腾沧海、走向世界为前
提，同时“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又是激励宏达不断
地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动力源泉。

对“兼善天下”的追求促使
宏达集团在以项目投资带动地
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
承担着社会责任。

2006 年 9 月，集团在西藏控
股设立西藏天仁矿业有限公司，
从事矿产品采、选及销售。 天仁
矿业邦铺钼铜采选项目建设，涉
及到墨竹工卡县 72 户农牧民群
众的搬迁安置。 从 2011 年 1 月
起，天仁矿业全力投入到农牧民
搬迁安置和新村建设中。

西部地区乡村环境脏乱差、
居住规划落后的状况普遍存在。
墨竹工卡县农牧民之前的住房
都是土砖木头结构， 年久失修、
破败不堪。 在农牧民新村建设
中，公司以高于新农村建设的标
准进行规划，全部采用钢筋混凝
土结构， 既保证了房屋的质量，
又充分考虑了藏区特色。 建成后
的新村被认为是整个西藏地区
数一数二的民居住宅，彻底改善
了农牧民落后的居住环境。

不仅如此，公司发现村落和外
界之间横亘着一条河流，居民出行
极为不便，如果要进城，得沿着河
岸多行半个小时的车程。为了解决
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公司主动承担
起为居民架桥修路的重任。

在农牧民新村建设和天仁
大桥建设中，公司聘请拉萨市设
计院设计师，充分听取各级政府
意见，并挨家挨户征求农牧民群
众意见，按照高于新农村建设的
建设标准，既具备藏式建筑特色
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要求，完
善了新村设计。 在建设过程中，
邀请群众代表组成质量监督小
组， 并制定了质量监督程序文
件，开展严格的监督管理，绝不

留任何质量隐患。
新村于 2012 年 7 月开始修

建，现已修建完成交付使用;与新
区配套的天仁大桥 2012 年 3 月
开始修建， 已于 2012 年 12 月建
成通车。

在新农村建设中，宏达集团
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创收致富
的造血功能， 以工业反哺农业。
一是在企业中优先聘用当地农
牧民，并为农牧民提供完善的岗
前技能培训。 初步统计，西藏天
仁矿业建成后初期可吸纳当地
农牧民 300 人就业，并逐步实现
员工本地化。 二是解决农牧民的
耕地问题。 对于搬迁农牧民的耕
地开垦，公司及时向县政府支付
耕地开垦费用，使 1001.1 亩新开
垦耕地工作进展顺利。 承担此项
任务的县有关部门组织专业施
工队伍高标准设计、 高质量施
工，确保新开垦耕地的质量。 同
时，还对今后搬迁农牧民群众的
生产结构调整做出了具体规划，
并向村集体提供启动资金 300

万元，促使搬迁群众能够通过产
业调整继续致富。

此外，公司同时配套建设学
校、卫生站、道路等其他生活基
础设施;未来计划出资 1.6 亿元，
在西藏自治区设立教育基金，捐
助贫困农牧民， 建设乡村道路，
修建基础设施，资助失学儿童重
返校园等公益事业。

类似墨竹工卡县这样的项
目，在宏达还有很多，刘沧龙表
示：开发一方资源，发展一方经
济，造福一方百姓，是宏达一直
秉持的投资理念。 近 10 年宏达
集团已累计为社会公益事业、新
农村建设等捐赠现金 7 亿多元，
其中为西藏、青海、四川甘孜和
阿坝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抗震救灾
等捐款近 2 亿元。

塑造企业文化
追求和谐共进

宏达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

宏达的企业文
化是分不开的。

早在创业
初期，刘沧龙就
坚持倡导“认真
做人， 认真做
事” 的行为准
则，把它写在厂
门口，并且总是
率先垂范，这句
朴实的话后来
成为了宏达的
企业精神，是原
汁原味的宏达
文化。 他说：要
当一个好干部，
至关重要的一
条就是“先做
人，后做事”，万
事德为首。

经过三十
多年的发展，宏
达的企业文化
被浓缩为一句
话：宏则龙腾沧
海，达则兼善天
下。“优秀企业
在立足自身的
同时，更应兼济
社会。宏达集团
铁肩担道义，积
极参与公益事
业，用行动倡导
诚信公平；只有
根植沃土、致富
思源，方能促社
会、企业与个人
和谐共进”成为
宏达履行社会
责任的标准。

在此基础
上宏达全力倡
导践行了“十大
社会责任”：改
革创新，做大做

强；创富纳税，诚信守法；提供就
业，关爱员工；品牌塑造，团队成
长；环境友好，节约资源；反哺农
业，共创和谐；扶贫济困，热心慈
善；义利兼顾，德行并重；修身立
业，传承文明；百年发展，基业长
青。

宏达在 30 多年发展中，坚
持做到了“一无四不”。 一无：没
有一个合作者因为与宏达合作
而受到坑害，损失利益；四不：指
宏达绝不拖欠员工工资、供电局
电费、银行利息，从未有过一笔
逾期贷款。

在抗击“5·12”汶川特大地
震中，刘沧龙积极响应党和政府
号召，不等不靠，坚定信心，应对
挑战，攻坚破难，坚持“不停产、
不减产、不裁员、不减薪、不欠
薪"五个不的社会责任，在自身
受损极为严重的情况下，5 月 13
日率先捐款 510 万元支持抗震
救灾，当年 9 月底受灾企业全部
恢复生产，且产能基本达到了震

前水平。
秉承“宏则龙腾沧海，达则

兼善天下”的企业使命，在企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刘沧
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 他通过资金扶持、项
目带动、就业培训、公益捐助等
形式， 在西部地区投资兴业，带
动和促进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同时积极参与光彩
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事业，反哺
母亲产业，关注三农问题，投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和基础教育建设事业。

参政议政
推动社会变革

经营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同时，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
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沧龙还
积极通过提案议案等方式参政
议政， 表达企业与民生的诉求，
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变革。

作为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十年间刘沧龙先后提交
21 项议案和建议， 内容涉及三
农、民生、就业等社会热点，也涉
及创业、民间投资、民企发展、中
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等议题。 其
中，全国社保一卡通、鼓励民间
资本投资、 保护中小企业发展、
开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济绿
色通道、稳定农副产品价格保护
农民种粮积极性、 鼓励全民创
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和促进素质
就业等议案和建议，分别由国家
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
以及全国人大财经委等部委立
案、调研和承办。

2013 年 3 月，刘沧龙成为全
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其《关
于提高汽柴油质量标准的提
案》、《关于磷石膏综合利用和环
境保护的提案》、《关于促进我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提案》、《关于
建议全国人大对〈信托法〉进行
修改的提案》以及《关于促进实
业报国、产业兴国的建议》等提
案受到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并
作回复。

2014 年的两会，刘沧龙提出
了《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参与农村
土地流转的建议》、《关于加快在
西部地区试点设立民营银行服
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建议》、
《关于完善制度建设调整监管理
念促进证券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建议》等提议。

其中鼓励信托公司参与农
村土地流转的建议，建议尽快出
台具体政策，鼓励并引导农户在
自愿基础上，与信托公司之间形
成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发展多
种形式的土地规模化经营，一如
既往地表现出他对三农问题的
关注与责任意识。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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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沧龙，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第十
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
川省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多次荣登中
国慈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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