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反哺式

正泰创立 28 年来，先后出
资 2 亿多元，用于扶贫济困、希
望工程、慈善救助等。

抗震救灾
2008 年汶川地震，集团与

员工共捐款物 2150 万元，支援
灾区，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华
慈善奖”、浙江省慈善总会授予

“慈善突出贡献奖”。
扶贫济困 弱势帮扶
2004 年，南存辉作为“中

华红丝带基金会”首席发起人，
捐赠 3000 万元援建“中华红丝
带家园”。

2003 年， 正泰捐资 2000
万元， 倡议发起并成立全国
首家民营企业扶贫组织———

“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
总会”，扶持乐清贫困山区和
革命老区脱贫致富。

捐资助学 文化教育
正泰捐资 1000 万元设立

“浙江省大学生助学基金”。 出
资 1000 万元， 与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共同发起设立“中国
中学生正泰品学奖”。

创业支持
2007 年， 出资 1000 万发

起“浙江青年创新创业基金”。
2009 年， 捐 1000 万元发起成
立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医疗救助
2004 年，正泰集团向卫生

部捐款 100 万元。

专业运作式

2009 年 12 月， 正泰注资
9000 万元设立浙江省内规模
最大且唯一以公益命名的非公
募基金会———正泰公益基金

会。
支持行业发展
2010 年基金会与中国电

器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共同创立“电工标准－正泰创新
奖”。 同年资助电工协会 100万
元。

2010 年基金会设立“电工
行业－正泰科技奖”，资助电工
技术学会 100 万元。

灾害救助
2010 年玉树地震，正泰集

团捐款 500 万元， 同年舟曲泥
石流灾害，捐资 300 万元。

助学帮困

2010年，基金会与杜斌丞教
育思想研究会合作设立正泰杜斌
丞奖学金。

2011 年 4 月，基金会和浙
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联合启动
“关注西部学生爱心营养餐”项
目。

保护生态环境
2010 年基金会与杭州市

环保志愿服务总队开展“绿色
出行”大型公益活动，提倡绿色
环保低碳出行的生活方式。

基金会与湖州市政府机关
部门共同开展“低碳办公”，从
水、电、油三个方面，推动全民
参与节能减排行动， 实现了节
能减排 8%的目标。

基金会资助浙江环保新闻
网，提供低碳生活信息图，倡导
低碳文化概念， 方便居民了解
周围的绿色资源和环境状况的
变化。

与安吉山川乡合作开展，
普及低碳知识和理念， 创建低
碳示范家庭项目， 引导村民实
践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的生
活习惯，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
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理念。 该
项目正在开展中。

正泰集团：把能量还给社会

成立伊始，爱心凝聚

2011 年 3 月，安徽国祯爱
心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 成立
之初首场募捐即募得善款 600
余万元。基金会从零起步，探索
前进， 认真实施年度慈善活动
计划。

“助学老区，希望升腾”：在
继国祯集团向安徽省界首市芦
村捐资 400 万元后， 国祯爱心
慈善基金会再次向芦村捐资
400 余万元， 为这个较为贫穷
的皖西北村镇新建了幼儿园和
小学教学楼， 并对学校的硬件

设施捐资改善。
“国祯学子，春晖同浴”：国

祯书院将传统文化引进芦村校
园， 并在芦村国祯学校设立了

“国祯优秀贫困生和教师助学
奖励基金”，2011 年度首期捐
赠 20 万元。

“阳光普照，家人同行”：捐
助 27 万余元帮扶国祯大家庭
中 40 名困难员工家庭。

“寒门学子，金秋圆梦”：国
祯爱心慈善基金会于安徽农业

大学启动“寒门学
子， 金秋圆梦”慈
善公益项目，首批
资助 60 人， 本年
共 计 资 助 24 万
元，将连续 4 年进
行助学。 同时还利
用国祯书院弘扬
传播优秀中华传
统文化的资源和
平台，协助安徽农
业大学对受助生
进行德行操守方
面的教育培养。 此
外，还向合肥工业
大学捐资助学 20
万元。

“敬老助老，
人间晚晴”：基金
会在“爱撒江淮，

情暖庐州———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
举办之际， 为其中的孝老爱
亲道德模范与中国好人奉献
20 万元爱心款， 以示敬重与
褒扬。

不断探索，爱心传递

2012 年，安徽国祯爱心慈
善基金会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探索非公募基金的筹款路径，

规范基金会各项管理， 扎实做
好各项慈善公益项目， 争创民
营企业非公募基金优秀品牌。

善款筹集路径计划
1、启动“国祯慈善一日捐”

活动；
2、建立国祯企业按利润比

例捐赠慈善事业的稳定机制；
3、开拓学习传统文化企业

捐赠慈善事业的新路径；
4、根据年度工作计划选择

专题， 开展专项项目推荐征集
募捐活动；

5、探索与公募基金会建立
合作机制筹集善款。

慈善公益活动计划

1、围绕国祯书院，开展文
化助贫“国祯爱心文化科普书
屋” 项目及组织开展“感恩父
母，点亮亲情”弘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活动；

2、实施“国祯爱心温暖衣
加衣”活动；

3、策划组织实施“一对一、
手拉手， 城市农村交朋友”项
目；

4、启动芦村“中华孝心村
工程示范工程”建设；

5、 继续实施 2011 年启动
项目。

安徽国祯爱心慈善基金会：相信大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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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上没有人富得可以
不需要别人的爱心帮助，也没
有人贫穷到不能给他人爱心。

我们要用行动 ， 日行一
善，让生命低谷的弱者重燃生
存的希望；

我们要用行动 ， 日行一
善，让孱弱无依的老人重拾生
活的信心；

我们要用行动 ， 日行一
善，让贫困无援的孩子重现昔
日的笑脸……

这是安徽国祯爱心慈善
基金会以爱的名义，向世人发
出的倡议。

安徽国祯爱心慈善基金
会是由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所属企业联合发起。
其发起者安徽国祯集团成立
于 1994 年， 现集团资产规模
已逾 30 亿元。 “产业报国，奉
献社会”是企业成立以来一直
贯穿奉行的宗旨。

� � “电影《阿凡达》里有一句
台词，我很认同———人的能量
都是借来的 ， 最终都是要还
的。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说，“我现在思考的，是怎样把
借来的能量还给社会。 ”

从修鞋匠到坐拥几亿美
元资产 ， 南存辉带领正泰集
团从家族企业到上市公司 ，
从传统电气到新能源 ， 从温
州走向全球 。 如今 ， 正泰集
团已成为我国工业电器龙头
企业和新能源领军企业 。 现
有总资产达 200 亿元 。

在正泰 20 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南存辉用“借来的能量”
达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南存辉与正泰集团，也一直在
思考着如何把借来的能量还
给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