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和天合
联盟的重要成员， 南航主动承担和履
行社会责任， 不断追求经济效益和社
会责任的高度统一， 将社会责任整合
到公司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之中。 南
航“十分”关爱基金就是南航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缩影， 并成为中国企
业“回报社会”的楷模。

南航 “十分 ”关爱基金会是 2005
年 5 月 13 日， 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由
中 国 南 方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资
2000 万元人民币创立的非公募性基
金会， 中国民用航空局作为基金会的
业务主管单位。 基金会的宗旨是为扶
贫济困、救孤助残、赈灾救援、抗击疫
情、 助学兴教等社会公益活动提供资
助或奖励，弘扬社会美德，彰显企业责
任，引导社会风尚。南航“十分”关爱基
金会的名称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十
分” 表示南航按照每年运送旅客数量
从每张机票款中捐出 “10 分 ”钱注入
该基金， 另一方面也代表南航对履行

社会责任、 支持公益事业的十分关注
与投入。

2005 年至 2011 年 ，南航 “十分 ”
关爱基金会已累计对外捐赠 3600 余
万，已捐助的学校共 21 所，捐助助学
金总额共计 1500 多万元 ，8000 多名
学生受到资助。用于救灾、扶贫的捐赠
款项为 2100 多万元。南航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投入公益事业的举措受到社
会各界广泛好评， 国内知名度和社会
美誉度不断提升。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 11 日，是以中国南方航
空（集团）公司为主体，联合新疆航空
公司、 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
大型国有航空运输集团， 是国务院国
资委直接管理的三大骨干航空集团之
一，主营航空运输业务，兼营航空客货
代理、进出口贸易、金融理财、建设开
发、传媒广告等相关产业。南航集团现
有员工 8 万多人，运营总资产达 1500
多亿元。

南方航空的“十分关爱”

企业名称：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公益事迹：南航“十分”关爱基金
展位号：7074

在中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看来，
无论一个企业家，还是一家企业，其最
大的职责不仅仅在于创造社会财富 ，
更在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两者并行
共进，和谐发展，才是一个优秀企业家
和优秀企业的真正所为。

正是出于这样的发展和责任理
念， 中恒集团一直以来从没有间断过
对公益慈善的支持与对社会责任的承
担。 尤其是 2008 年，与中国红十字总
会共同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中恒博爱
基金”后，通过基金的形式，有计划、有
措施、有效果、持续不断地将社会责任
和企业爱心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 ，大
度地走在了公益活动的最前面， 积极
参与社会办学、先心儿童救助、贫血儿
童救助、赈灾重建、扶残助弱、修桥修
路、支持医疗事业等各种公益活动，致
力于在全国范围以不间断的持续行动
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为和谐社会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与此同时， 中恒集团还积极利用
自身企业优势，通过提高自身“造血 ”
能力的产业扶贫方式， 加大扶贫项目
开发力度，扶持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
发展特色经济， 从根本上帮助贫困地
区的人民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

中恒集团在办企业的过程中 ，不

但不惜投巨资完善企业绿色环保设
施，近年，还大手笔捐助参与了当地打
造绿色生态城市的重大民生工程项
目，给力生态建设，承担环保社会责任
这些荫及后代、恩泽人类的生态工程，
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了大实事、大好事。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跨行业、现代化、集团化经营的上市
公司 （股票代码 ：600252），拥有制药 、
房地产、保健食品等多元产业。

至今，许淑清个人捐款 4000 万元，
属下的公司捐赠 5.3 亿多元， 公司爱心
惠及到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的落后
农村、弱势群体、贫困大中小学生、贫困
老年人和边远落后地区建设，以及各种
自然灾难的抗灾赈灾等方方面面。

中恒集团为社会公益事业所作出
的突出贡献， 赢得了各级领导以及各
地区和各级接受捐赠的慈善组织机
构、 具体受益人群等社会各界的高度
称赞和充分肯定。 多次获得中国慈善
政府最高奖———中华慈善奖， 并获中
国慈善排行榜“十大慈善家”称号。 现
在，无论是在企业经济发展，还是在企
业公益慈善领域， 中恒集团的影响力
都在与日俱增， 成为了推动社会公益
发展的积极力量以及引领社会公益慈
善的一面鲜明旗帜。

中恒集团的责任之道

企业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事迹：董事长许淑清荣获 2012 年度“十大慈善家”
展位号：7077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钢铁为主业，涉足国际贸
易、园林绿化、矿业投拓、煤化工、科技
开发、 现代农业和健康养生等多领域
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张祥青董事长和
张荣华总经理带领下， 集团积极投身
社会公益事业，奉献社会，回报社会，
捐款捐物达 3.8 亿多元。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上缴各类税金 55 亿多元，为社会
提供了 7200 多个就业岗位，安置下岗
职工 3500 余人。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企业承诺“不停产、不减员、不减薪”。
多年来， 荣程集团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事业，支持当地城镇建设、修桥铺路 、
资助贫困大学生、资助困难家庭、捐助
受灾地区， 累计投入社会公益资金达
3.8 亿多元。

2011 年 8 月 ， 由张荣华总经理
牵头发起的 “生命之树 ”公益项目成
立并开始运作。 生命之树 ，是张荣华
总经理对孩子们的祈愿和祝福 ，希
望得到救助的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
成长 ， 能抗衡人生路途中的风风雨

雨日渐茁壮 ， 能承载着父母的希冀
长成参天大树做国家的栋梁 ！ 2012
年 2 月 ，集团出资 1000 万元 ，与天
津市景华公益基金会合作成立荣程
慈善基金会 ， 统筹管理景华公益基
金 、生命之树基金 、清华祥青荣华基
金以及荣程员工互助基金等 ， 让更
多的人沐浴荣程大爱 。

多年来， 荣程集团在社会公益事
业上的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尤其
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后，荣程集团拿出
7000 万元分别建设了略阳县荣程中
学和宁强县荣程中学， 两所中学已经
于 2010 年投入使用 ， 一流的教学设
施，现代化的校园，真正为孩子们建设
了震不垮的学校。 2011 年，荣程集团
参加天津市援疆活动， 带动就业及脱
贫人员一千余人。 同年，张祥青、张荣
华夫妇及其家人与泰达心血管病医院
合作，发起了生命之树公益基金项目，
当年已救治 5 名先天性心血管病儿
童。 荣程的善举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可， 先后获得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的
表彰。

荣程集团的精钢品质

企业名称：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公益事迹：累计捐赠 3.8 亿元
展位号：7045

作为一家高度认可企业社会责任
理念的企业，方大集团一直践行“取之
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企业宗旨，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
节能减排的号召，促进节能减排，为环
境做贡献。

在助学方面， 方大集团先后向辽
宁省教育基金会、沈阳市教育局、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捐赠 2000 余万元，并与
各方开展良好合作， 在活动中积极发
挥倡导带头作用。

先后向抚顺清原县康家堡小学，
沈阳市东陵区汪家中学， 新宾满族自
治县苇子峪学校，兰炭中、小学，南钢
学校等捐赠物资。 2010 年，与抚顺市
政府共同出资建设抚顺市沈抚新城实
验小学。 在东北大学、沈阳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
设立奖教奖助学金， 用于奖励优秀教
师、优秀学生和贫困学子。

在救灾方面，2008 年， 向四川汶
川地震灾区捐款 500 万元， 并组建抗
震抢险志愿者服务队赴灾区抗震救
灾；2010 年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1000

多万元；2010 年， 向抚顺市清原满族
自治县大苏河乡平岭后村及大苏河村
捐赠 100 万元帮扶金，支援灾后重建；
2010 年，向舟曲特大山洪地质灾害灾
区捐款 300 万元。

在医疗救助方面， 方大集团与兰
州大学第二医院、兰州市慈善总会共同
成立“方威基金会·兰大二院宁养院”，帮
助甘肃省内贫困晚期癌症患者。自 2008
年 1 月 11 日挂牌开办以来， 方威基金
会·兰大二院宁养院已服务全省各地晚
期癌症患者 1038 人，出诊 700 多人次，
累计投入 450万元。 通过规范化止痛治
疗，使 94%以上的患者疼痛得到较为满
意的控制，其他患者也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缓解；98%以上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到
不同程度的改善。

此外，方大集团充分发挥人才、技
术、物资、信息资源优势，一如既往支
持预备役部队建设，在方大特钢公司、
方大化工公司相继筹建江西省预备役
师直属应急大队、师战备值班分队，辽
宁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油料营运输
加强连。

方大集团的公益经
企业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责任理念：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
展位号：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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