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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
书记到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
考察扶贫开发，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理念。对企业来说，精准也就意
味着钱要花在刀刃上。

今年 3 月 3 日，碧桂园与国务
院扶贫办主管的中国扶贫志愿服
务促进会签署协议，率先在“光明
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的启动
仪式上捐赠 1 亿元，用于精准救治
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河北等省
份的农村贫困患者。这也是确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
措施之一。

事实上，围绕扶贫事业，碧桂
园已经取得显著成果。碧桂园董事
会主席杨国强在公司年报中表示：
“作为企业家，我当以产业报国；作
为乡村子弟， 更有责任振兴乡村，
积极参与扶贫。 ”

截至目前，碧桂园的扶贫之路
已走过 21 年，累计投入超过 42 亿
元，直接帮助近 20 万人脱贫。 2018
年， 碧桂园将扶贫提到主业高度，
与全国 9 省 14 县达成了“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结对帮扶”模式。 与
此同时，碧桂园还成立了碧桂园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碧桂园
集团总裁莫斌担任组长。

另一方面，将大额捐赠的用途
精准化也能够让资金发挥更大的
作用。

6 月 15 日，“雅者善助，携手乐
活” 产业扶贫捐赠仪式在海南举
行。 作为雅居乐扶贫行动的第四
站， 雅居乐集团拟捐赠 1 亿元，用
于海南 5 个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

据了解，雅居乐将在海南陵水县选
址五个贫困村庄，共同兴建美丽乡
村，推进危房改造、农业、民生等重
要的扶贫项目，并根据每个村庄的
不同需求制定具体的帮扶计划。

而在 6 月初，雅居乐已经为助
力保山市、腾冲市和版纳州的脱贫
攻坚工作捐赠共 6000 万元。 针对
各地不同情况，雅居乐最终决定对
版纳州进行产业扶贫， 对保山、腾
冲进行教育扶贫。 因地制宜制定不
同扶贫方案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
企业扶贫资金的作用。

当然，不同于其他领域，扶贫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因此对捐
赠资金的需求也更为持续。

6 月 30 日，2018 年广东扶贫
济困日暨乡村振兴“万企帮万村”
活动在广州举行。 佳兆业集团在
2017 年捐款 1 亿元人民币的基础
上，再度捐赠 1.2 亿元人民币，用于
支持省内贫困人口脱贫奔康。 根据
项目计划，佳兆业在贫困村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将于
2018 年 11 月份全部完成， 未来村
庄整体人居环境将得到极大的改
善，贫困村将成为新农村示范村。

另外在资金的使用方式上，企
业家采取的方式也更为专业，不再
是捐赠完成后再不过问，捐赠主体
与捐赠对象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2 月 24 日， 福建南安籍港胞、
中骏集团董事局主席黄朝阳宣布向
南安慈善总会捐款 5 亿元人民币，
成立南安慈善总会中骏慈善基金。
款项将长期用于慈善公益项目，积
极推动教育及扶贫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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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不同于传统的捐

赠形式，很多企业家也在积极
尝试并深度参与，希望集社会
之力共同推动教育变革。

今年 4 月 16 日，牧原股
份发布晚间公告， 公司董事
长秦英林为资助西湖大学及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筹建
及发展， 自愿向杭州市西湖
教育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所持
牧原股份市值 1 亿元对应的
相应数量股票， 捐赠的具体
股票数量以过户时的股票价
格确定。

截至公告日，秦英林持有
牧原股份 492087746 股，占公
司总股份 42.48%。以牧原股份
4 月 16 日的收盘价 51.02 元/
股计算 ， 秦英林此次捐赠
1960016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0.17%。

据了解，西湖大学是浙江
省杭州市提出筹建的一所民

办研究型大学， 今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设立，
10 月 20 日举行了成立大会。
西湖大学的定位，不是一个以
规模取胜的高等院校，而是要
培养未来的基础科研、创新公
司的民办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的创办和发展

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捐赠，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是西
湖大学的举办方及西湖大学
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 目前，
基金会有 36 名创始捐赠人
和 400 多位其他捐赠人，协
议捐赠金额超过 35 亿元人
民币。

2015 年 11 月底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 中提到，确
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的任务。 其中有多处充
分肯定了企业在脱贫攻坚事
业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 依托自身业务、
人力和资源等多重优势，深度
参与脱贫攻坚、助力精准扶贫
也是很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的突出表现之一。 尤其是
近年来企业在扶贫领域的投
入持续增加， 覆盖面不断扩
大，且力度前所未有。

今年 5 月 9 日，恒大集团
结对帮扶陕西教育扶贫合作
签字仪式在陕西省政府举行。
恒大集团表示，将无偿捐赠 10
亿元， 用于支持陕西省 30 多
个贫困县、区的中小学、幼儿
园建设。 项目计划在三年内分
期分批组织实施。

此外，恒大集团和陕西省
教育厅合作开展的教育扶贫
工作将围绕推进该省贫困地
区教育发展水平、激发教育活

力的目标，着力改善当地教育
条件， 缓解教育资源紧缺矛
盾，推动教育精准脱贫，让更
多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

事实上，恒大集团一直在
积极助力脱贫攻坚，并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 从 2015 年 12 月
开始，恒大集团结对帮扶贵州
毕节，无偿捐赠 110 亿扶贫资
金，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到 2020
年帮扶 103 万贫困人口全部
稳定脱贫。

此前， 从没有一家企业
无偿投入如此巨量资金助力
脱贫攻坚。 据报道，2016 年 1
月 8 日， 恒大首笔捐赠资金
10 亿元到位， 成为贵州省扶
贫基金会成立以来接受单笔
最大额捐赠纪录 ；2017 年 2
月 17 日，恒大第二笔捐赠资
金 10 亿元到账；2017 年 7 月
3 日， 恒大第三笔捐赠资金
20 亿元到账 ；2018 年 1 月 9
日， 恒大第四笔捐赠资金 20
亿元到账。

截至 2018 年 9 月， 恒大
集团共派出 2100 多人的扶贫

团队，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等一系列综合措施， 帮扶
30.67 万人初步脱贫。在毕节，
恒大因地制宜发展蔬菜 、肉
牛、中药材和经果林等特色产
业，为每个贫困户配备至少两
个产业项目，并引进上下游龙
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
作社+贫困户+基地” 的帮扶
模式，建立起持久的、可内生
发展、互利共赢的市场化合作
机制。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
凯对此评价称：“脱贫攻坚是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大历
史任务， 恒大在参与扶贫方
面，做得很精准、很成功、很有
特色，具有示范推广意义。 ”

在他看来， 恒大集团率
先从单一的计划和单纯的赠
与转变为在当地党委政府领
导下的企业战略行动， 从输
血转变为造血乃至改善整个
贫困地区经济生态， 已经探
索出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
的帮扶模式， 开国内新形式
慈善先河。

另一方面，企业联合捐赠也逐
渐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今年 4 月，
中国六家民企出资 9 亿余元助力
脱贫攻坚。

4 月 18 日，中国光彩事业基金
会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中央统战
部举行。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分别
与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龙湖
集团、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亿利
资源集团、复星集团六家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 成立 6 个专项基金，协
议金额 9.335 亿元。

其中， 光彩·均瑶扶贫济困专
项基金（捐赠 1 亿元）；光彩·龙湖
教育专项基金（10 年内累计捐赠 3
亿元）； 光彩·大通健康扶贫基金
（10 年内累计捐赠不低于 2 亿
元）；光彩·万科乡村振兴专项基金

（2 至 3 年内捐赠 2 亿元）；光彩·亿
利生态职业教育和就业扶贫计划
专项基金（3 年内累计捐赠 1.2 亿
元）；光彩·复星乡村医生精准扶贫
专项基金（3 年内累计捐赠 1350 万
元）。

可以看出，这六个专项基金在
资金帮扶方向和项目设计上也各
有侧重，对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事
业来说也是一种模式上的创新。

两个月后，红豆集团与苏宁集
团在苏宁总部大楼举行了战略合
作签约暨精准扶贫基金捐赠仪式。
双方除了在智慧零售、 智慧地产+
文旅产业、现代物流等方面进行战
略合作签约外， 还分别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向江苏民营企业精准
扶贫基金会捐资 1 亿元，用于脱贫
攻坚事业。

扶贫捐赠力度前所未有

联合捐赠案例凸显

扶贫捐赠方向更加精准

10 月 20 日，西湖大学揭牌（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骏集团董事局主席黄朝阳（前排右）向南安慈善总会捐款 5 亿元人
民币，成立南安慈善总会中骏慈善基金（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8 年 5 月 9 日，恒大集团宣布将无偿捐赠 10 亿元用于支持陕西省贫困县、区的基础教育
建设（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