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为社会创造
物质财富的同时， 积极投身公益慈善
事业， 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建
设。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华强集团以
“致力公益事业，倡导企业责任，关爱
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 ，积
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 通过善举
感染社会，弘扬慈善精神，增强公众慈
善意识，为营造一个“互助进步、美好
和谐”的社会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近
年来， 华强集团在全国举办各类爱心
活动，播撒爱的种子。并在深圳市民政
局的大力支持下，2012 年 3 月 31 日，
由公司发起的深圳市华强公益基金会
正式成立。今后，华强集团将继续秉承
“诚信、创新、和谐、共赢”的企业精神，
提高社会责任履行能力 , 探索多样化
贡献方式 , 将华强集团的企业社会责
任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在汶川和玉树地震中， 公司积极

发动捐款救灾活动， 向受灾地区的同
胞伸出援助之手， 奉献爱心资金超过
1200 万元。 公司积极关怀灾区儿童，
举办多场心连心活动， 组织近百名灾
区儿童游玩集团主题公园。此外，公司
开展各类支边、支援灾区的活动，为灾
区、 经济落后地区提供近千个就业岗
位，切实体现公司的社会责任感。

华强集团创建于 1979 年，是一家
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大型投资控股
企业集团。 公司秉承“诚信、创新 、和
谐、共赢”的企业精神，经过三十多年
的发展，形成了以文化科技产业、电子
信息高端服务业、商业地产业、高科技
电子制造业等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格
局。目前，华强集团在国内外拥有投资
企业 70 多家，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及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 公司连续
多年位列“中国 500 强企业”、“中国电
子信息百强”、“广东省百强企业”、“中
国文化企业 30 强”、“国家重点文化出
口企业”。

华强集团爱的种子

企业名称：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理念：致力公益事业，倡导企业责任，关爱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
展位号：7118B

中球冠集团是一家集石油化工、
生态休闲、文化创意、农业观光、投资
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近年来， 董事长任文达在引领企
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富而思进，饮水思
源，坚持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通过吸
纳就业、缴纳税收、慈善公益、参与新
农村建设等，不断回馈与服务社会，并
努力通过企业发展带动行业提升 、促
进城市发展与社会繁荣。公司对社会、
个人的捐赠和资助达 6800 万元。主要
通过四大抓手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第一，积极带动农民增收。累计投
入 3000 多万元，例如每年支付给村民
的土地流转款， 以及通过举办两届三
清茶文化节为茶农带来可观的经济收
入。同时，通过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开发
为农民提供大量工作岗位。

第二，带头参与慈善事业。累计捐
款 500 多万元，例如 2009 年向萧山慈
善总会戴村分会留本冠名 2000 万元，
另外积极参与爱老扶弱， 向三头等五
个行政村 830 多位 70 岁以上老人送
慰问金。

第三，热心投身教育事业。累计捐
助 500 多万元， 例如捐资兴建萧山六
中孔子广场， 捐资成立奖学基金帮助
贫困学生。

第四，大力支持文体事业。累计投
入 800 多万元， 例如赞助首届萧山国
际旅游节提升活动影响力， 赞助由张
继刚少将导演的歌舞剧 《解放 》、赞助
2011CBA 职业联赛，向中国文联基金
捐助 200 万元创作资金、赞助 2012 萧
山区春晚，赞助 2012 萧山年历宝宝大
赛等。

第五，村企共建新农村。累计投入
2000 多万元， 例如投入 1600 万元用
于对新农村建设用地的征用， 捐资对
半山村自来水管道进行改造，另外，积
极参与千企结百村活动， 出资建设马
谷村文化广场等。

通过企业生态旅游开发， 转变农
民经济发展方式， 从由粗加工的手工
劳作为主要经济收入， 变为由第三产
业为主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配合政
府实现区域新型经济模式的转型 ，建
立现代低碳经济模式。 通过积极与贫
困村结对， 先后投入近千万元对村级
道路、自来水管网、生态公园等基础设
施进行改造， 积极参与新农村农居改
造， 打造风情小镇， 改善农民生活品
质。 先后通过捐资助校、慈善资金、文
化教育、 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参与公
益事业，先后荣获“光彩事业国土绿化
贡献奖”、“浙江省光彩之星”称号。

中球冠履行责任的五大抓手

企业名称：中冠球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理念：富而思进，饮水思源，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展位号：7091

近年来， 佳兆业踊跃参与深圳市
红十字会等各慈善机构的公益活动 ，
并为“广东扶贫济困日”等主体公益活
动捐出善款， 以扶助有需要的贫困人
士。

在慈善方面， 佳兆业积极倡导并
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去年 5 月，佳兆
业发起成立深圳市佳兆业公益基金
会。该基金会旨在资助优秀公益项目、
促进社会平等和谐。 自该基金会创立
至今， 其善行的足迹已遍布深圳市各
大街道办及周边地区。

在教育方面，为帮助灾区完成校园
重建计划，佳兆业于 2011 年开展“重筑
希望·助学玉树关爱计划”，并设立“深圳
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佳兆业玉树助
学基金”， 资助哈秀乡中心寄宿学校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生重返校园。

佳兆业还在 2011 年度内数次向
各级教育基金会捐助款项， 以帮助当
地优异学生完成学业。

在文化方面， 佳兆业携手香港各
界文化促进会， 资助其加强香港及外
界包括中国内地、西方的文化交流。

在医疗方面， 佳兆业与深圳市关
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携手成立 “深圳市
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佳兆业白衣天
使关爱基金”，为最需要帮助以及有着
突出贡献的医护人员给予关爱和支
持。

此外，2011 年，为支持第 26 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 佳兆业向深圳市相
关组织捐献款项， 用于植树造林并改
善城市环境。

一直以来， 佳兆业致力于专业的
城市运营， 参与并推动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把一块块偏僻之地、旧城改造之
域改造成为舒适幸福的小区， 不断改
善人居环境并提升城市价值， 为我们
所涉足区域及领域的经济增长、 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

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 佳兆业始
终牢记作为企业公民的责任， 踊跃参
与公益慈善活动， 并透过持续奉献于
教育、文化、医疗、环保等公益事业中，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佳兆业
不断改进客户服务， 并积极协助员工
规划职业生涯，提升员工价值。

佳兆业五大领域布局 CSR

企业名称：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责任理念：践行企业公民责任，持续奉献于教育、文化、医疗、环保等公益事业
展位号：7113

十多年来， 随着林国芳创办的富
安娜公司的发展壮大， 林国芳及企业
投入做公益慈善的项目越来越多 ，形
式丰富多样， 在时间和空间都在往纵
深推进。 在 2010 年广东省首个“扶贫
济困日”上，林国芳及夫人陈国红以个
人名义捐赠 7000 万元，定向用于陆丰
市文化中心、 陆丰潭西镇卫生院的建
设， 这是该次活动中个人捐赠最高的
一笔善款，受到省委书记汪洋的赞扬。
2011 年 6 月 30 日，广东省第二届“扶
贫济困日 ”上 ，林国芳再次捐助 1000
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等， 成为该活动
中深圳市捐赠额最多的个人。

2011 年 6 月中旬，富安娜还倡议
发动该公司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加
盟”到公司的慈善行列中来，与公司员
工共同一对一地资助 82 名广东陆丰
市的农村贫困孤儿， 让孩子们找到新
的家，资助人负责其基本生活费用，一
直到 18 岁上大学后继续资助。

至今，林国芳及其带领的富安娜
公司的公益捐款已超过 1 亿元，大到
数千万元建医院，小到为家乡捐资购

路灯及缴纳电费 ， 为 75 岁以上老人
每月发放生活费 1 万元等等 ，主要用
于扶孤助困，赈灾及落后地区的教育
及卫生等方面。 多年来，由于在慈善
方面的持续投入和努力，富安娜公司
从高级管理人员到基层员工，都已经
形成较浓厚的做慈善公益事业的氛
围。 在公司内部，员工们经常发起对
于困难职工的捐助活动，累计捐款达
数十万元。

富安娜的及时捐助，极大地改善了
定向捐助地区和个人的生活面貌。 陆丰
市文化中心、 陆丰潭西镇卫生院的建
成，直接改善人们的文化、医疗需求，受
到社会的一致称赞。 对上百名农村贫困
孤儿的资助，解决了孩子们上学的燃眉
之急，儿童得以健康成长。 在广东省“扶
贫济困日”活动中，林国芳及富安娜两
次捐款达 8000 万元， 用于新农村建设
等， 受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赞扬，为
表彰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和富安娜公司
对广东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省领导还
给林国芳颁发了扶贫济困日的最高荣
誉奖———“红棉杯金奖”。

富安娜的全员慈善
企业名称：深圳市富安娜家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事迹：创办人林国芳及其公司累计捐赠超过 1 亿元
展位号：7088

41版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暨高端论坛特刊

２０12．7．10 星期二 责编：吴燕辛 美编：段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