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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8 日， 宝丰燕
宝慈善基金会三期捐资助学项
目启动暨奖学金发放仪式在银
川国际商贸城隆重举行。 宁夏回
族自治区相关领导出席仪式，自
治区统战部、教育厅、民政厅等
有关部门、各市县区代表及教育
系统和受助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自治区相关领导在讲话中
对党彦宝和夫人边海燕多年来
心系教育扶贫事业、情系寒门学
子的拳拳爱心和高尚情怀给予
高度赞许，对向宝丰燕宝慈善基
金会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教育
扶贫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
感谢。 作为本土优秀的民营企业
家，党彦宝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不减的形势下，依然能够不忘初
心，慷慨助学，不仅是贯彻落实
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的实际
行动，也是“振奋精神，实干兴
宁”的具体体现。

教育是阻隔贫困代际传递
的治本之策，学生资助工作是推
进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 宝
丰燕宝慈善基金会自 2011 成立
以来，已累计捐资 16.53 亿元，捐
建 9 所学校、16 所卫生院， 累计
资助学生 11.7 万人，并已让 4 万
左右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成为
家庭的经济支柱。 2017 年，宝丰
燕宝慈善基金会继续启动三期
助学项目，为六盘山连片特困区
9 县区、5 乡镇和全区其它区域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孩子们新增
捐资奖学金 12.3 亿元，新增奖励
10.56 万名学生完成学业。 如此
大手笔，又一次创造了宁夏回族
自治区社会捐资助学的新纪录，
也使宝丰燕宝基金会成为全国
最大的教育扶贫基金会及 2017
年教育扶贫捐助额度最大的基
金会，为宁夏教育扶贫事业开创
了新局面。 这样的善举，帮助了
一批又一批的贫困学生求学圆
梦，充分体现了“善心善行、善款
善用、善始善终”的慈善理念，也

充分展示了党彦宝扶贫济困、助
学兴教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
样的企业家为在宁夏的企业和
企业家作出了榜样，必将带动更
多的仁人志士参与其中。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总
揽全局、审时度势，吹响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角。“精准扶
贫，找出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
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子上，
扶到根子上。 ”“扶贫必扶智，让
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
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 自治区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脱贫富民”战略，务实推进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 近年来，宝丰集
团深刻领会国家和自治区决策
部署，积极响应战略号召，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职企共赢、服务社会”为企业
宗旨，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每年拿出企业 10%的利润用于
支持“教育扶贫”为重点的公益
慈善事业，力求通过这种“造血
式”扶贫，让贫困孩子依靠知识
的力量改变命运，进而改变家庭

的命运， 真正挖断世代传递的
“穷根子”。

宝丰燕宝慈善基金会在实
施一、二期捐资助学项目的基础
上，2017 年启动三期捐资助学项
目， 新增捐资奖学金 12.3 亿元，
新增资助 10.56 万名贫困地区学
生完成学业。 今年为 9.2 万名受
助学生发放 2017 年度奖学金 2.8
亿元， 新增受助学生 2.64 万人。
自此，宝丰燕宝慈善基金会每年
资助学生保持 10 万人左右，每
年毕业约 3 万人，每年新增资助
约 3 万人， 每年发放奖学金近 3
亿元， 每年为 10 万余个家庭减
轻经济负担、帮助 3 万余个家庭
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此大规
模的捐助、 如此广的受益人群，
开创了全国教育扶贫历史之最，
为国家和自治区扶贫攻坚事业
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宝丰燕宝慈善基金
会始终本着“扶真贫、真扶贫”的
思想，不断探索科学、精准的教
育扶贫模式。 基金会不仅从经济
上给予孩子们支持，更重要的是
从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 党彦宝
和基金会人员经过深入调研发
现，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自尊心

越强，都不愿被扣上‘贫困生’的
帽子、不愿领取助学金。 为此，宝
丰燕宝慈善基金会决定，从 2013
年起对被国家列入集中连片特
困区的宁夏 9 县区、5 乡镇（包括
原州区、彭阳县、西吉县、泾源
县、隆德县、同心县、盐池县、红
寺堡区、 海原县及中卫市兴仁
镇、蒿川乡，中宁县喊叫水乡、徐
套乡，永宁县闽宁镇）全部考入
大学的学生实行全覆盖、无差别
化资助。 这样不仅解决了 80%贫
困家庭孩子上学难问题，还最大
程度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让他
们摆脱心灵上的贫困烙印，能够
与其他的孩子一起在平等的环
境中学习和成长，也使那 20%家
庭条件较好的孩子心中从小埋
下爱的种子， 并将爱心传播出
去。 基金会还将“助学金”更名为
“奖学金”，虽一字之别，却彰显
拳拳爱心， 激发了学生们求学上
进的动力， 引导他们积极乐观地
面对人生。同时，为鼓励他们继续
深造、提升自我、获得更好的发展
空间，我们还将对本科连读硕士、
硕士连读博士的受助学生给予持
续性奖励， 每人每年分别奖励
8000元和 16000元， 激励他们用
知识改变命运， 让他们拥有更高
远的志向，成就更辉煌的人生。

教育扶贫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基金会一
点一滴的“爱心”和“善行”如春
风化雨， 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灵，
使爱心和善念扎根他们心中。 一
批批得到燕宝奖学金的学生们
在校期间自发成立了“燕宝爱心
社”，开展支教、环保、助老等爱
心活动，用实际行动播撒爱的种
子，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上，
记者还了解到，燕宝学生已遍布
全国 500 多所高校，资助如此之
多的学生完成学业已属不易，但
关爱并未就此止步。 党彦宝认
为， 那些受到资助的贫困生，只
有及时、顺利地就业才能彻底摆
脱贫困。 为此，他提出了“扶上
马，送一程”的“就业扶贫”新思
路。 一方面，主动联系区内各大
企业，他的想法得到了区内各大
企业的认同和支持，先期与神华
宁夏煤业集团公司、国网宁夏电

力公司、 建设银行宁夏分行、华
夏银行银川分行、黄河农村商业
银行、宁夏哈纳斯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等大型企业签订贫困地
区毕业生就业扶贫协议，共同承
担就业扶贫责任，帮助燕宝受助
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实现优先就
业、提前脱贫，通过这种方式的
引领， 带动更多企业参与进来，
不断壮大就业扶贫力量。 另一方
面，积极搭建“就业”与“创业”两
个信息平台，进一步拓宽燕宝学
生的就业创业渠道，让他们尽早
实现自我价值、成就人生梦想。

宝丰集团是从宁夏本土一
步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民营企业，
十余年来， 始终坚持扎根在宁
夏、发展在宁夏，现已成为宁夏
一家实力雄厚、举足轻重的龙头
骨干企业， 企业每年纳税 20 亿
元，拥有员工 13000 人，每年支付
员工工资 11.6 亿元，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
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瞄准“教
育扶贫”靶向，戳中“精准扶贫”
靶心， 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不遗余力奉献爱心、 回报社会，
成为自治区脱贫攻坚的中坚力
量。 特别是在宏观经济下行、企
业业绩下滑的不利形势下，毅然
坚持全面资助， 减轻政府负担，
缓解社会压力，彰显出一个优秀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和大爱情怀，为全社会树立了良
好的企业形象，有力推动了社会
和谐文明进步。

记者获悉，在扎实开展教育
扶贫的同时，今年宝丰集团又有
了新动作，将本着“高标准建设、
低成本收费”的理念，计划投资
100 亿元，大手笔建设“医、养、
教”相融合的一体化大型综合医
疗、养老项目，项目涵盖 10000 户
平价养老社区和养护院、2100 张
床位的高端三级平价医院，并配
套全龄化优质教育资源及公辅
设施。 在经营管理上，公司只收
取资金成本费用，其余全部让利
给老百姓，着力打造老百姓“进
得来、住得起”健康医养圣地。 该
项目将填补宁夏产业空白，引领
全国新型养老、 医疗产业发展，
有效缓解“看病难、养老难”等社
会问题。 （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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