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２０17．12.26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专题Topic

新时代，新责任，新征程
———社会责任实践的宝丰样本
� �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2017（第七届）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 颁奖典礼及

“2017 中国公益年会” 在北京举
行，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荣获

“2017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企
业奖”，集团公司董事长、宁夏燕
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当
选“2017 年度中国公益人物”。

宝丰集团立足宁夏本土资源
禀赋，大力发展低碳、循环经济，
以绿色能源为核心主业， 能源化
工、新能源、枸杞农业、医疗、养老
等多元化产业同步快速发展，进
入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2006年，
规划投资 427亿元建设了宝丰能
源循环经济工业基地， 始终将安
全与环保作为企业的生命线，通
过集成国际国内一流的技术及装
备，形成了完整的“煤、焦、气、化、
油、电”多联产循环经济产业链，
使煤炭资源由传统燃料向高端化
工原料转变，实现高效清洁利用，
打通了“以煤代替石油”的发展路
径，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的“双赢”。

在不断创新发展的同时，积
极探索新能源与传统产业融合
发展的路径，建设 240 万吨/年煤
制烯烃项目，并创新将烯烃项目
驱动方式由传统的燃煤驱动改
为电力驱动。 项目年用电量 92
亿度， 年减少煤炭用量 570 万
吨，电力主要利用煤矿沉陷区建
设 6G 光伏发电获得， 这一创新
将每年节约煤炭资源 570 万吨、
水资源 70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1050 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
3200 吨、 二氧化氮排放 660 吨、
粉尘排放 265 吨、石膏排放 44 万
吨、废渣排放 180 万吨，将进一
步实现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宝丰集团始终将回报社会
视作企业的责任,矢志成为“社会
的企业”， 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
业。 坚持拿出企业相当比例的利
润，直接投入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生态治理和公益医疗养老。

新时代，大力发展教育扶贫

2011 年，宝丰集团董事长党
彦宝和夫人边海燕发起成立了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每年拿出
企业利润的 10%, 主攻宁夏六盘

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教育扶贫，
力求通过精准的“造血式”扶贫，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彻底挖断
“穷根子”。 截至目前，累计资助
14.36 万人，每年新增资助约 3 万
人，每年毕业约 3 万人，每年资
助人数约 10 万人， 每年资助金
额 2.8 到 3 亿元。 教育扶贫已探
索形成科学规范的长效机制。

大力教育扶贫， 党彦宝和宝
丰集团想的更多的是不仅给予贫
困孩子经济上的资助， 更重要的
是从精神上给予支持。 宁夏六盘
山集中连片特困区 9 县区 5 乡镇
80%属于特别贫困家庭，只有 20%
的家庭条件较好， 考虑到青少年
成长期的孩子自尊心比较强，宝
丰集团燕宝基金会对这些区域全
部考入二本及以上的大学生进行
进行“全覆盖、无差别化”资助，旨

在保护“80%”贫困孩子的自尊心，
让他们在平等、 无差别环境中学
习、成长，消除他们与别人的“差
异感”。同时，也激励“20%”条件较
好的孩子， 在他们心中种下爱的
种子。针对学生不愿因领取“助学
金”而被视为贫困生，燕宝基金会
将“助学金”改为“奖学金”，通过
一个“奖”字，传递一种褒扬、一种
鼓励、一种鞭策，最大程度保护贫
困孩子的自尊心， 还激发了他们
求学上进的动力， 让他们积极乐
观的面对人生。目前，已有 4万余
名受助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党彦宝和
宝丰人欣慰地看到， 年轻一代依
靠知识摆脱了贫穷， 并为后代奠
定了更高的人生起点，下一代、下
下一代将彻底改变贫困的命运。

2017 年，又启动了三期助学

项目，新增捐资 12.3 亿元、新增
资助学生 10.56 万人， 项目完成
后，将累计捐资 28.83 亿元、资助
学生 22.26 万人、帮助 20 余万个
家庭摆脱贫困。 同时，又创新实
施了“扶上马，送一程”的就业扶
贫新举措，主动联系宁夏区内各
大企业，结成“扶贫联盟”，帮助
受助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实现优
先就业。 并搭建就业、创业信息
平台，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帮助
他们尽早成就人生梦想。 未来，
宝丰集团的资助范围还将逐步
覆盖宁夏所有的贫困大学生，力
争让全区 100 万个贫困孩子圆
了求学梦、实现真脱贫。

新时代， 积极承担社会公
共服务设施的责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当前，
医疗和养老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主要是公共设施资源不足，看病
难看病贵、养老难养老贵等社会
问题突出。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
区，公共设施更加不足，医疗、养
老发展水平更加落后。 尊老养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按照国
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宝
丰集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情系
民族养老事业，心系民生健康福
祉，拿出企业部分利润，按 4 年
投资 70 亿元， 建设公益性养老
和医院项目： 其中投资 35 亿元
建设 10000 套高端平价养老社

区，主要为健康型老人提供居家
养老，并为失能及临终关怀型老
人提供专业护理，只收取运营成
本，收费低于政府养老机构收费
标准，让老年人真正能“进得来、
住得起”， 缓解社会压力和政府
压力。 投资 35 亿元建设 2100 张
床位的高端三甲综合平价医院，
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选聘一流
的医务人员，创造最好的就医环
境，但比公立医院收费低，让老
百姓既能看得起病，又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服务。 致力打造西北
乃至全国健康公益项目示范基
地，为“健康中国”助力。

新时代， 积极履行产业精
准扶贫的社会责任

宝丰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号召，2013 年起，在
银川黄河东岸 16 万亩荒漠化
土地上，治理土壤、修复植被、
涵养生态， 借助宁夏枸杞特色
产业优势，种植 10 万亩优质枸
杞， 把寸草不生的荒地变成了
充满生机的枸杞园， 在枸杞上
方规划建设 3G 光伏发电项目，
把取之不尽的光能转化成了电
能。 枸杞产业采取“企业+贫困
农户及下岗职工” 合作经营的
模式： 公司负责土地平整、种
植、水电、肥料等全部经济性投
入； 贫困农户和下岗职工负责
田间管理和采摘； 公司以高于
市场的价格回购、加工、销售。
通过技术培训、产业带动，帮助
贫困农户掌握一门产业技术、
变成产业工人，提高生存能力，
实现“造血式”扶贫。

直接带动约 1.7 万户 8 万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奔小康。 在这片曾经的荒地上，
宝丰集团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建
设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以特色产
业促进脱贫攻坚的绿色发展之
路，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作为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宝
丰集团将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 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并与当地民营企业一起互助
提携，充分展现新时代宁夏民营
企业的新作为，将宁夏社会经济
发展推向前进。 （辜哲）

� � 每年我国大约有 2600 万吨
旧衣服，如何让这些旧衣得到更
好的安放？ 2017 年 12 月 11 日，
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家衣
善”公益项目与万科 V 盟共同发
起的公益子项目“V 盟衣善”在北
京暖心启动，一场“旧衣情深”的
暖冬行动拉开序幕。 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中国华
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何继宁出
席活动。

“V 盟衣善”作为“一家衣善”

公益项目的延伸，是基于万科社
区、面向万科业主，倡导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公益理念的公益项
目，将按照“一家衣善”项目工作
模式，在万科社区设置旧衣回收
箱体，引导业主参与闲置物资捐
赠、循环再利用，对利用价值高
的旧衣物，统一进行清洗、消毒、
整理后直接转赠给对应帮扶地
区； 对不符合转赠标准的旧衣
物， 会制作为其他产品重新利
用，相关收益所得全部进入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一家衣善”专
项基金，用于项目自循环及扶贫
项目的开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作为将环保与慈善相结
合的创新型公益项目，“一家衣
善”将低碳环保、精准扶贫相结
合，建立公众随手捐赠闲置衣物
的渠道，倡导公众形成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积极打造废旧衣物
循环回收再利用体系，推动实现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刘肖
表示，期望通过“V 盟衣善”提供
一个参与公益的平台，在万科社
区设置旧衣回收箱体，引导业主
参与闲置物资捐赠、 循环再利
用，从身边点小事做起，传递爱
与温暖，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
动“V 盟衣善”项目，万科业主代
表讲述了自己的公益故事，并对
活动开展充满期待。

据悉，为提高业主参与的积

极性和项目透明度，“V 盟衣善”
开发了追踪公示机制，每一位捐
赠的业主都可以通过手机实时
了解衣物处理进度，知道自己捐
赠的衣服去哪里了。“V 盟衣善”
项目首期在万科北方区域 9 个
城市 60 余个社区项目中落地，
对应帮扶 12 个周边贫困地区。

来自全国妇联、 中华侨联、
儿基会、侨基会、万科 V 盟的代
表及媒体记者、万科爱心业主等
100 人参加启动仪式。 （徐辉）

“V盟衣善”旧衣回收助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