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教育事业

娃哈哈从校办企业起家，
对教育事业一直有一种特殊的
情怀， 历年来累计教育类捐赠
共 18900 余万元。 主要捐赠方
向是为全国援建 23 所希望小
学、浙江大学各类奖励基金、上
城区教育局奖励基金、 娃哈哈
慈善基金等。 仅希望小学一项，
娃哈哈就曾先后捐资 630 余
万， 解决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
施落后问题。

娃哈哈在全国共捐建了
23 所娃哈哈希望小学。 特别是
2007 年，娃哈哈迎来了二十岁
生日，为回报社会、支持教育，
娃哈哈特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捐款 500 万元， 在全国援
建 20 所希望小学。

2009 年 6 月， 为支援川、
黔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 娃哈
哈集团耗资 200 万元启动娃哈
哈“接过爱心教鞭，托起明天希
望”大型爱心支教公益行动，报
名者达到了 3526 人次，远远超
过计划招募的 100 人。

2012 年 5 月 31 日， 杭州
娃哈哈集团、 中国扶贫基金会
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宣

布， 娃哈哈营养快线一瓶一分
“筑巢行动”正式启动。 每销售
一瓶营养快线， 娃哈哈就将向
中国扶贫基金会“筑巢行动”捐
1 分钱。 本次公益行动旨在帮
助贫困地区儿童解决宿舍之
困， 发动全社会关注贫困学生
的住宿难问题。

搭建致富平台

娃哈哈成长 25 年来，一直
坚持“产业报国、泽披社会”的
理念，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投
资办厂，解决就业，并遵循“造
血为主、输血为辅”的原则，搭
建平台，以先富带后富，促进共
同发展。

至今娃哈哈已在重庆涪
陵、四川广元、湖北红安等中西
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的 16 个
省市投资 66 亿元建立了 60 余
家分公司， 累计实现利税 126
亿元、上交税金 32 亿元，直接
解决了 13000 余人就业， 间接
带动了原辅包装材料、水电、运
输等相关行业 150 万人就业，
并且带动了其他企业到西部地
区投资办厂， 帮助消除贫困走
上致富之路， 极大地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

娃哈哈的对口支援、 对口
帮扶工作受到党中央、 国务院
的肯定和赞赏，江泽民、李鹏、
吴邦国、温家宝、邹家华、习近
平等领导同志先后莅临视察，

赞誉为“对口支援的典范”。

大爱无疆

25 年来，娃哈哈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赈灾救急、扶危助困
都能看到娃哈哈的身影。

25 年来娃哈哈对社会扶
贫的捐赠累计 7670 余万元，
2008 至 2011 年累计捐赠 3200
万元。主要捐款方向为“春风行
动”、慈善扶贫捐赠、残疾人福
利基金捐赠和拥军捐赠等。 25
年来，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赈
灾救助活动中共捐赠 4500 余
万元。近四年，娃哈哈为缓解社
会公共危机捐赠 2487 万元，主
要捐赠方向为旱涝灾害、 地震
等社会公共危机。

自 2000 年杭州市第一次
举办“春风行动”以来，娃哈哈
始终如一地支持“春风行动”
的开展，积极帮助下岗职工及
特困家庭解决生活问题，先后
捐资总数逾 2400 万元。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全球经济危
机加深、社会困难群众人数增
加的背景下，娃哈哈再次向杭
州市“春风行动”捐赠 500 万
元，再次创下春风行动单笔捐
赠纪录。

娃哈哈：办企业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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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娃哈哈集团创建于
1987 年，经过 25 年发展，娃哈
哈通过不断创新，取得了竞争
优势，一直保持健康快速发展
势头。 2011 年，娃哈哈集团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678.55 亿元，
利税 123.34 亿， 集团产量、销
售收入、利税等各项经济指标
已连续 14 年登上中国饮料行
业榜首。

“办企业就要为人民大众
谋福利”。 娃哈哈在经济取得
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忘回报社
会 ，支持教育事业 ，资助公益
活动 ，帮扶弱势群体 ，响应国
家号召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
济，迄今用在社会公益事业的
费用已高达 3.1 亿元。

西藏光明行

2010 年 7 月 26 日， 装载
50 套家庭能源系统前往西藏
的车队出发后， 安装人员也于
8 月 5 日从深圳出发前往西
藏。 8 日，工作组到达乡镇，受
到乡政府的热烈招待， 有乡人
大主席、副乡长等。

当家庭能源系统抵达后，
工作人员也开始了安装工作，
并且也培训了 2 名当地技术人
员。 在一个偏远的小土坡上有
一户受援家庭， 下午 4、5 点钟
的时候，屋里就一片昏暗。 因为
藏民的房子一般只有很小的一
些格子窗，采光条件差，即使外
面阳光明媚， 屋内也难看到光
明。 当安装人员走进屋子里，只
有炉子里烧着的一些牛粪发出
点点光亮。

简短的问候之后， 安装人
员便开始工作了。 由于家庭能
源系统的太阳能板安装一般要
求地面比较平坦， 泥土不能太
松，并且还要采光好的地方，但
藏民的院子基本上都是坑坑洼
洼，石子也很多，并且不容易固
定， 安装人员就先和藏民一起
先休整地面，或锄或铲，然后从

隔壁圈子里敲下土砖， 再一起
调整采光角度， 最大限度地采
用当地充足的太阳光。

当技术人员安装完家庭能
源系统后，在 LED 照明灯打开
的一刹那， 整个屋子一下就亮
起来了！

电视机接通了。 几个小朋
友团团转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
鲜活的画面，听着悦耳的声音，
一动不动。 那是他们无法接触
也是之前没有触到的世界，新
奇又丰富。

“小孩子再也不用点着蜡
烛写作业了， 家里也可以看电
视，看新闻！ ”这是藏民最直接
的反映，而对于安装人员来说，

看到藏民脸上温暖的笑容才是
他们最开心的。

2011 年 8 月，1000 套家庭
能源系统全部捐赠西藏地区。

温暖贫困学子

2010 年初， 比亚迪基金
会开展资助贫困高中生项
目。 2011 年底已资助 78 名特
别贫困的学生， 同时召开比
亚迪慈善基金会开展志愿者
培训交流会， 为 78 名学生寻
找有爱心、有恒心、有责任心
的志愿者。

2011 年比亚迪慈善基金
会进行定向捐赠江西省万载县

高山村兴建比亚迪歧源小学，
总计 150 万元。 3 月“爱心捐建
工程”项目动工兴建，校园占地
面积 6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794 平方米，其中教学综合楼
960 平方米， 师生宿舍楼 704
平方米，厨房、餐厅、浴室、厕所
等生活用房 130 平方米， 运动
场、篮球场、直线跑道均配套到
位，是万载县目前第一所“比亚
迪歧源小学”。

抗震救灾

2008年汶川大地震， 比亚
迪在第一时间紧急捐助了 1000
万元现金，并从新车上拆下 1000
只千斤顶。随后包括公司总裁王
传福个人 150万捐款在内，共为
灾区募集 1586万元现金。

2010，青海省玉树藏族自
治州玉树县发生 7.1 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 公司立即启动
应急行动。 4 月 15 日凌晨，公
司在了解灾区情况后的第一
时间， 决定向灾区捐赠 2000
万元人民币。 并迅速在西安
就地采购 1000 套棉被以及
1000 件棉衣， 连夜通过相关
部门送往灾区， 用于灾区的
抗震救灾工作。

比亚迪：科技创新推动慈善发展
� �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由深
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捐
资设立， 于 2010 年 7 月在国
家民政部登记注册（基证字第
1075 号），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
区，是一家由民政部主管的全
国性非公募慈善机构。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坚持
“科技创新推动慈善事业发
展 ”的理念 ，基于比亚迪在新
能源产业的成果 ，开发出 “绿
色家庭能源系统”， 解决偏远
无电地区用电需求，用科技创
新给无电地区送去光明。

以“科技帮困、关爱弱小、
携手助学，用心关怀，支持与推
动企业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
进步与发展”为宗旨，比亚迪慈
善基金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用科技点亮生活， 用关爱温暖
心灵，用责任创建和谐，将慈善
落到实处；打造科技慈善平台，
塑造全新慈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