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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传化集团

项目名称：
传化·安心卫生室
传化·安心驿站
传化·善源社区

项目简介：
2016 年， 传化集团宣布，捐
出总价值 30 亿的现金和有
价证券 ，成立 “传化慈善基
金会”。 基金会以“凝聚爱的
力量 、创造公益价值 ”为使
命，相继实施“传化·善源社
区”、“传化·安心驿站 ”、“传
化·安心卫生室 ”，构建起三
足 鼎立 的 公 益品 牌 格 局 。
“传化·安心驿站 ”以 “互联
网+社区运营”，支持卡车司
机互帮互助，追求 “车安、家
安、心安”。 “传化·安心卫生
室” 实施健康扶贫行动 ，为
村民卫生健康服务 。 创建
“传化·善源社区 ”以一助一
资助方式 ，服务社区困难群
众，植根社区，助人自助。

传化集团：
三大公益品牌助推社会进步

传化集团于 1986 年创业，
2018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51.3
亿元，利润总额 26.1亿元，上交
税金 32.7 亿元。 2019 年，传化
集团分别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
第 232 位和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73位。 30多年来，围绕助
学、助老、助残、助孤、赈灾，传
化集团长期坚持扶贫救助活
动，累计捐款逾 4亿元。

早在 1995年，传化就建立
了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思
想理念，提出“企业不是赚钱的
工具， 它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重要载体”。传化的社会责
任体系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 在战略选择上按照
“国家鼓励的、行业需要的、自身
有能力做的” 要求进行产业布
局，体现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

第二，回馈社会，以积极主
动的态度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16 年， 传化集团宣布，
捐出总价值 30 亿元的现金和
有价证券，成立“传化慈善基
金会”。 基金会相继打造了“传
化·善源社区”、“传化·安心驿
站”、“传化·安心卫生室”三大
公益品牌。

传化·安心驿站

中国 3000 万卡车司机于

国于家贡献巨大， 亟待社会公
益援助与社会融入。 他们承载
着全社会 76.9%的货运量，承载
着中国 1.5亿农村人口生计。

卡车司机的生产过程呈
鲜明的原子化特征， 高风险、
高流动、高分散。 近年来，他们
基于 QQ 群、微信群，展开道
路救援、扶贫助困，形成基于
原生社会关系的公益自组织
雏形，他们亟需公益赋能。

以卡车司机群体的需求
为导向，传化慈善基金会启动
全国首个服务于卡车司机的
公益项目———“传化·安心驿
站”，以“放飞一批在路上的公
益天使”为愿景，以“车安、家
安、心安”为使命，通过“互联
网+社区运营”，配置社会公益
资源，支持卡车司机互帮互助
与社会融入，帮助卡车司机成
长为社会建设的公益力量。

项目没有将卡车司机视
作问题的制造者、 弱势群体，
而是将他们视为向往美好生
活的积极行动者和潜在志愿
者，为他们的公益成长赋能。

为此，“传化·安心驿站”
提出了“3+2”的公益目标：让
每一个安心驿站小社群，通过
传化慈善基金会三年时间的
培育，在公益理念、互助能力
上得以明显提升， 具备条件，
在所属地申请成立公益类社

会组织或加入志愿类社团；再
通过两年时间的扶持，帮助他
们成长为所属地优秀的公益
社会组织或志愿力量。

截至目前，5 万名卡车司
机注册成为安心驿站用户，累
计组建驿站 412 个，发展好站
友 2.5 万人。与此同时，推进制
度建设， 营造了安心驿站互
助、民主、和谐的良好氛围。

安心驿站日活高达 74%，
卡车司机参加线上互助 435
万+人次， 线下救助 4000+人
次，发帖 150 万+条，评论 792
万+次， 其优秀贴文已集结出
版《公路上的美丽心灵》。

传化·安心卫生室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传化
集团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专题研究如何参与脱
贫攻坚。

传化集团和刚成立的传
化慈善基金会专门组建了近
20 人的专业队伍，深入到 500
多个贫困村进行调研，了解当
地需求。

习总书记的号召，贫困地区
现实的需求，民营企业家的社会
责任促使传化集团快速形成公
益扶贫、 健康扶贫的决策，从
2018年起的 3年内， 捐赠 2亿
元，在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行政
村援建不少于 1000所“传化·安
心卫生室”， 为不少于 150万村
民提供卫生医疗服务。

在“三区三州”地区、滇贵
黔石漠化区、 罗霄山脉地区、
武陵山脉地区和秦巴山区等
国家重点扶贫区域的 11 个贫
困县（市），以国家级贫困村为
帮扶重点， 以需求为导向，遵
循补短板、 可持续的方针，项
目分别采取新建、改扩建和配
备医疗设备的形式，集中资源
打歼灭战，协助当地政府解决

村级卫生室硬件建设达不到
脱贫标准的问题。

一年多来， 项目已资助近
1 亿元， 援建了 740 所村卫生
室和 1所乡镇卫生院， 服务村
民 1160077 人， 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81495人。每所新建卫
生室平均面积增加 68 平米，病
床增加 2 张，医疗设备增加 29
件，就医人数增长 30%以上，村
民因突发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而导致病情加重的频率大大降
低。 因为传化集团的资助，11
个县（市）村级卫生室的建设已
全部达到国家脱贫标准。

在帮助村级卫生室硬件建
设达标后， 项目立即跟进村医
培训，帮助村医提高医技水平。
2019 年，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江南医院，用“互联网+”方
式，对“传化·安心卫生室”及周
边卫生室的 700余名村医展开
70余课时的远程培训。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
作为第三方，对“传化·安心卫
生室” 项目进行过程监测与绩
效评估。 评估显示传化集团依
托“传化·安心卫生室”开展“健
康扶贫行动”，聚焦了“两不愁
三保障”中基本医疗保障目标，
使企业慈善资源有效对接深度
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和国家扶
贫发展目标， 为社会慈善资源
有效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解
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样
板，具有很强的推广性。

传化·善源社区

传化集团踊跃投身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村
企结对共建新农村”。 打造“传
化·善源社区”，先后与省、市、
区的五镇五个村开展“联乡结
村”，实施常年结对帮扶；实施
“扶贫济困”，通过助医助学、尊
老扶幼、救灾赈灾等工作，累计
捐助超过 1.5亿。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