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做强了
要以回报社会为己任

2011 年 5 月 16 日， 江苏
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江苏中南慈善基金
会（以下简称“中南基金会”）。
成为江苏省首家设立慈善基
金会的民营企业。 该基金会是
在江苏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
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
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中南基金会的宗旨是：以
人为本、关爱民生、回报社会、
构建和谐。 重点资助重大自然
灾害救援与灾后重建、基础教
育设施完善、 优秀青少年教
育、老年群体基本生活等公益
事业。

成立几年来，中南基金会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公益服务
品牌：“新农村建设”、“同在蓝
天下”、“阳光圆梦助学”、“员
工救助站”。

新农村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援建和老
年群体福利事业是“新农村建
设”的两大主要公益项目。

中南基金会通过与中南
村委会定向合作共建新农村
项目，其宗旨是对常乐镇“中
南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
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
把中南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
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目前中南村新农村建设包括：
农民住的别墅、 村级道路、沟
河石坡、桥、涵等，至今投入近
1 亿元。

2002 年至今，每年春节基
金会都前往中南村对 70 岁以
上的老人慰问， 每年补贴 90
位老人，累计捐助超 30 万元；
2003 年至今，每年资助 800 人
大病医疗保险， 累计超 40 万
元； 基金会还捐资 1500 万元
兴建了苏中地区软硬件设施
一流的常乐镇养老院， 使 100
多位老人受益； 捐资 2000 万
元兴建了常乐镇卫生院门诊
大楼。

通过“新农村建设”对中
南村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几
年的努力后，中南村在全面建
设小康示范村的进程中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2010 年中南村
被评为全国绿色小康村，2012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 15 个新农
村建设代表之一，跻身南通唯

一的省级康居示范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先哲古语
尽人皆知，“新农村建设”在社
会发展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同在蓝天下

重大灾害的救助援建和
希望小学援建是“同在蓝天
下”的两大公益项目。 对于近
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自
然灾害，中南基金会都在第一
时间亲赴灾区进行了定向捐
赠。 自 2008 年以来， 耗资近
2000 万，在新疆、贵州、云南
和四川等受灾地区及江苏、湖
南等贫困地区兴建了二十多
所希望小学；另外，为了回馈
家乡， 捐资 1600 多万元兴建
常乐中学，捐资 200 多万元加
固平山中心小学，捐资近 2 亿
元兴建海门中南东洲国际学
校， 捐资 4000 万元新建常乐
镇中心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累
计资金超 3 亿元；另外，还采
购 100 多个图书室捐往贫困
学校。

面对不断发生的自然灾
害，中南基金会一直十分重视
救灾工作。 救灾工作不仅是政
府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共同
应对。 企业做大了做强了，要
以回报社会为己任，为社会为
国家多做贡献。 自然灾害给灾
区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 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为帮助灾区群众战胜灾害，渡
过难关，江苏中南慈善基金会
积极与各地方民政局联系，第
一时间捐出善款，用于救助灾
区受灾的同胞及灾后重建。

阳光圆梦助学

中南慈善基金会的“圆
梦” 助学活动于 2010 年正式
启动，旨在保障优秀青少年顺
利就学。

2011 年 10 月， 海门市妇
联主席姜敏、中南集团副董事
长陆亚行为常乐镇中心小学

“中南春蕾班”正式揭牌，这个
班的学生均为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生，从 2011 年至今，基金
会共资助学生 240 名，资助金
额 24 万； 多年来中南基金会
先后与海门市慈善基金会、南
通慈善总会、南通关工委等机

构合作，2010 年至今， 资助大
学生 500 余名， 累计金额 200
万元；江苏中南慈善基金会定
向向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捐助 2500 万元， 已经分五年
捐赠完成，帮助全国范围内的
贫困大学生； 捐资 3500 万元
助力于东南大学的学校建设
与人文关怀；中南另外还资助
近 70 位学生四年的学业，每
年资助每位学生 5000 元，耗
资 140 万。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 学生时期是人生最
宝贵的年华，决定着人生的发
展方向， 在以往的调研中发
现， 每一个受到捐助的学生，
都树立了远大抱负，坚定理想
信念，且把暂时的贫困作为精
神财富，把感激之情化为成才
之志，发奋读书，刻苦学习，早
日成才，表示也要回报社会。

员工救助站

2011 年以来，中南基金会
每年出资约 100 万元用于帮
助公司困难职工家庭。 2014 年
认捐出资 1 亿元捐建海门市
人民医院,分三年完成，定点建
设“中南职工医疗绿色通道”,
为员工治病、 疗养提供更完
善、 更优质、 更便捷的服务。
2017 年夏季恰逢百年一遇的
高温天气，公司深感广大一线
建筑工人的不易， 投入近 300
万资金， 采买高温慰问礼品，
慰问每一位一线建筑工人，用
实际行动表达对员工的关心
和爱护。

作为江苏省首家成立慈
善基金会的民营企业，中南在
捐资助学，抗震救灾，扶贫帮
困， 家乡公益事业等方面，累
计捐赠超过 6 亿元，连续 7 年
荣获中国十大慈善企业称号。
2014 年 10 月 28 日，胡润研究
院发布《2014 胡润慈善榜》，中
南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锦石刷
新记录，携手首富马云、原国
务院总理朱镕基首次荣登榜
单，位列 34 位。 作为南通的第
一纳税大户，2016 年中南以利
税近 80 亿元的税额为地方经
济繁荣作出杰出贡献，直接解
决各种就业人数达 5 万余人，
间接解决各种就业人数达 15
万人。

（王会贤）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苏省首家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民营企
业，在捐资助学、抗震救灾、扶贫帮困、家乡公益事业等方面累计捐赠
超过 6 亿元，连续 7 年荣获中国十大慈善企业称号。 作为南通的第一
纳税大户，2016 年， 中南以利税近 80 亿元的税额为地方经济繁荣作
出杰出贡献，直接解决各种就业人数达 5 万余人。 中南还积极参与赈
灾援资行动，帮助受灾地区恢复重建，如 2012 年，向彝灾区捐赠 200
万元、向玉树灾区捐赠 200 万元；2014 年，向海南 7.18 超强台风灾区
捐赠 500 万元等。 2017 年，中南各项捐赠累计 5202.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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