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22．1.4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

关于河仁慈善基金会：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是河仁

慈善基金会创立的初衷。
中国传统水文化内涵丰

富， 源远流长。 2011 年 5 月 5
日， 由我将家族所持的 3 亿股
福耀股票捐赠， 创立了河仁慈
善基金会，此项捐赠被誉为“中
国股权第一捐”。 河仁慈善基金
会成立十年以来， 累计捐助项
目 233 个， 捐助金额 31 亿元，
公益项目遍及我国西藏、新疆、
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
宁夏、重庆、福建、江西等十多

个省区市及邻国尼泊尔， 涉及
扶贫济困、 奖教助学、 公共卫
生、文化传承、赈灾济贫、扶老
助残、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其
中资助中西部地区的善款占总
捐赠款 45%以上。

2020 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
情在我国多地暴发， 河仁慈善
基金会先后向湖北、 福建两省
共捐赠 1.4 亿元，用于支持两省
抗击新冠疫情。 2020 年入夏以
后，长江流域进入汛期，洪涝遭
害频发， 基金会用减持股票所
得共 14 亿元捐给福建、 湖北、

贵州三省， 主要用于抗疫、扶
贫、救灾、医疗、教育、扶持小微
企业等项目。

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开
启了中国慈善史上融资渠道的
一个先河，成为全国第一，也是
唯一由国务院审批，以金融资产

（股票） 创办的全国性非公募基
金会。 从成立当日市值 35.49 亿
元，到 2021 年 7 月 12 日，市值
仍保持 131.05 亿元的良好态
势。而基金会所助推的该探索模
式在五年后即被正式写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为中国慈

善事业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其意义远超河仁慈善基
金会成立本身。

“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
深”，汇聚滴水善举，滋养世间万
物，传递一份爱心，激发向上向
善力量。

福耀集团董事长，河仁慈善基金会创会人、第一理事长曹德旺：

为转型中的企业家们带个好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
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
义的财富； 只有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的企业， 才是最有竞争力
和生命力的企业。 当前，中国已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 我们必须将企业的发展同
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未来紧密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深入践行企业责任， 竭尽所能
“为党分忧、为国尽责、回报社
会、造福民生”。

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宝丰将
始终以“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企
业”为使命，坚守实业报国，厚植
家国情怀， 坚持用心做企业、用
爱做慈善， 努力在推动绿色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
裕的新征程中， 扛起时代责任，
展现企业担当。

第一， 扛起绿色发展责任，
助力国家碳中和。一个企业只有
紧跟时代大势，与国家发展同频
共振，才能保持基业长青。 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国家能源
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能
源企业更要肩负这一历史使命，
争当绿色发展的排头兵、碳中和
的领跑者。

宝丰一直专注于发展现代
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并积极推
动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高
端煤基新材料、光伏发电、太阳
能电解水制氢等领域，走在了行
业前列， 实现了绿色高质量发
展。 目前，每年纳税 30 多亿元，
员工达到 2 万人，积极为拉动地
方经济、促进社会就业、填补产
品进口缺口、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贡献力量。

进入“碳中和”时代，我们将
抢抓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
署，立足能源革命，强化科技创
新， 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
级， 促进现代煤化工高端化、多
元化、低碳化、智能化发展，持续
提升产业链、 价值链现代化水
平。 同时，全面进军绿氢、光伏、
储能全产业链等新兴产业新赛
道，努力实现新能源、高端制造
业集群发展，着力打造国际一流
的科技型绿色高端智能制造企
业， 引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未来五年，我们力争产业规
模、工业产值、纳税总额、员工人
数实现几何式倍增， 用 20 年率
先在行业内实现“碳中和”，在高
质量发展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 扛起乡村振兴责任，

踊跃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必然选择，也是民族复兴的
关键性工程。企业要努力在促进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中当先
锋、做表率。

多年来， 宝丰始终高度关
注农村发展， 以多种形式深入
参与家乡建设。 先后为当地移
民安置区捐建了九所学校和 17
所卫生院；主动参与“万企帮万
村”行动，在乡村绿化、亮化、道
路建设、安全饮水、农机配置等
方面提供支持， 改善乡村生产
生活条件。 同时，我们积极融入
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将生态治
理、 发展特色产业与带动农民
增收有机结合，创建了“农光一
体化”发展模式，既守护了绿水
青山，又繁荣了乡村经济，每年
还可提供约 10 万人次的劳务
用工， 为每个家庭年收入可增
加 4 万多元， 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致富。

今后，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
扩大，我们将接续投身“万企兴
万村”行动，持续助力乡村经济，
改善乡村面貌，解决更多的农村
劳动力就业，为逐步缩小城乡差
距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添
新力。

第三， 扛起共同富裕责任，
让公益慈善更有力量。实现共同
富裕，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努力和奋斗。企业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公
益慈善促进共同富裕，既是应尽
的责任，也是时代的要求。

宝丰于 2011 年成立了燕宝
慈善基金会，10 年来，我们始终
本着“善心善行、善款善用、善始

善终” 的使命， 每年拿出企业
10%的利润， 积极投身教育助
学、抗击疫情、救济救灾、环境保
护、 粮食安全等公益慈善事业。
其中， 教育助学已累计捐资
25.83 亿元、 资助了 25.67 万名
学子求学圆梦， 已有近 15 万人
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为数十万家
庭减轻了经济负担，成为全国规
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
最长、 受益群众最多的助学项
目。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助学”的
杠杆撬动作用， 激发内生动力，
从今年起，我们对全宁夏考上大
学的孩子全部进行资助，每年捐
资约 6 亿元、资助 13.45 万名学
生，力争为国家和地方培养更多
的优秀人才，努力推动地区均衡
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目前，我们
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面向
全省区大学生实施全覆盖资助
的企业。

与此同时，我们本着公益理
念，投资 100 亿元，打造了包括
万户居家式养老社区、大型三甲
综合医院及一站式优质教育资
源的“医、养、教”相融合的创新
型康养基地。我们的项目已基本
建成， 明年将整体投入运营，全
面发挥社会效益。我们将努力把
项目经营好、运行好，为宁夏及
周边地区群众提供多层次、多样
化的优质医疗、养老服务，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

公益慈善，永无止境，任重
道远。我们将秉持“用心做企业、
用爱做慈善”的初心使命，与广
大同仁携手奋进， 以实际行动，
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共同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

担起新时代企业责任，让公益慈善更有力量

� � 感恩党与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我提供了发展平台， 是时
代的潮流把我推向今天的舞台，我为此感恩不尽。 社会给

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更认为这是社会对我的鼓励与鞭策。 寄希望再
接再励 ,做得更好，为国家治理、社会分配的转型企业家带个好头 ，
成就示范的楷模。

过去均已成为历史。 毛主席曾经说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 这才是正道。

2021年，我们迎来了党的百年华诞，中华民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在此进程

中，广大企业、公益组织、爱心人士积极响应、勇于担当、赤诚奉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宝丰也是参与者之
一，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