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世纪九十初开始，恒安便在
中西部投资设立数十家分公司 ，解决
内地上万人就业。 与此同时 ，恒安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 光彩事业 ，
站在扶贫助弱的最前沿，恒安及其股
东已累计捐款五亿多元，推动社会和
谐发展。

2010 年 5 月，恒安集团捐款 1 亿
元成立恒安慈善基金， 并为青海玉树
地震灾区捐款 500 万元， 为闽西北洪
水灾区捐款 1000 万元。

20 多年来，恒安集团在首席执行
官许连捷的带领下， 恒安集团在捐资
助学、抗洪救灾、扶贫济困等慈善义举
中捐款超过 5 亿元， 其中许连捷个人
的各类捐款超过 2 亿元 。 2005 年和
2006 年，许连捷连续两届被中华慈善
总会授予“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

在许连捷看来 ， 慈善不是有钱
人的事 ，而是有心人的事 。 “企业做
大做强了 ， 更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 。 ”许连捷说 ，慈善是企业社会责
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企业应该充分
发挥资本优势 ， 通过支持慈善事业
的发展来回报社会 。 随着企业的壮
大 ， 恒安集团在慈善事业的投入也
逐年增加 。

1997 年， 恒安集团出资 1000 万
元设立 “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
暨恒安自强奖学金”，迄今已资助了数
千名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恒安集团还把慈善文化融入企业
的战略发展之中， 引导企业把善举当
成常态。 2005 年，恒安集团围绕共建
和谐社会、回报社会、回馈消费者的主
题，在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举行各种回
馈消费者的活动， 回馈总价值超过亿
元。 同时，恒安捐资 100 万元，与共青
团福建省委等单位联合推出大学生创
业实践的奖励计划； 捐资 100 万元与
福建省委文明办等单位共同实施城市
文明社区建设的奖励计划。

恒安集团：把善举当作常态

企业名称：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公益事迹：捐资 1 亿元成立恒安慈善基金
展位号：7055

奇正藏药 1997 年创办于西藏林
芝， 是中国光彩事业落地西藏的首个
项目，专注藏药产业，致力于传统藏药
的传承和创新， 创立中国外用止痛药
品市场第一品牌，在安全、功效和质量
方面挖掘高原药物的特有潜力， 使产
品不断进入主流市场、大众医疗机构，
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2011 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89 亿元，同比
增长 50.72%；实现利润总额为 2.03 亿
元 ，同比增长 16.68%；其中药品销售
收入突破 5.1 亿元 ,药材销售收入 2.78
亿元。

2011 年，奇正藏药秉持“共识、共
创 、共担 、共享 ”的经营主旨 ，通过以
“主体归位、利益内嵌”为导向的变革
规划，在组织管控、管理创新、营销变
革、核心药品业务模式与渠道创新、药
材业务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实现了企
业战略目标， 缔造员工与企业共同奋
斗、共享成功的制度基础，员工实践了
企业“向善利他，正道正业”的价值坚
守。

奇正藏药凭借传承与自主创新的
优势能力，主导产业升级，致力于贯通
种植、研发、生产、销售环节，针对重大
治疗领域、 特色治疗领域以及保健养

生领域进行战略布局。 以利润中心和
资产周转率为绩效管理核心的新事业
体管理模式； 初步建立聚焦西北部药
材全产业链品牌经营的业务发展战
略，公司 3 个基地共 65 个品种获得美
国、欧洲有机认证，提升了公司高端药
材资源供应商的品牌价值。

奇正藏药 2011 年度志愿维护自
然和社会生态资源的和谐共荣， 通过
技术革新与管理创新继续创建传统医
药新一代绿色制造流程， 实现环境友
好。

奇正藏药 2011 年度持续通过专
项基金实施公益项目， 回报社会和产
业，全方位地承担社会责任。

奇正藏药秉承“向善利他，正道正
业”理念，创建了民族药企业和谐经营
的模式，名列 2004 年中国民营企业纳
税百强第 66 强，连续数年成为政府表
彰的纳税诚信企业， 通过产业发展带
动当地经济的进步 ， 获得全国十大
“扶贫状元” 称号、“全国关爱员工的
优秀民营企业家”、“首届全国优秀社
会主义建设者”、“首届中国十大民营
女慈善家 ”、 “全国十大光彩人物 ”、
“光彩事业特别贡献奖” 等诸多荣誉
奖项。

奇正藏药的文化情结

企业名称：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理念：向善利他，正道正业
展位号：7078

西藏珠峰冰川水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作为一家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西藏
本土民营企业， 不仅在努力发展成为
“民族产业，世界品牌”，同样关注企业
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正所谓“饮水
思源”，西藏珠峰冰川水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是位于西藏日喀则定日县珠峰自
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的一家本土民营企
业。我们遵循国家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遵循“高原环保，生态雪域”的理念，并
感恩大自然的给予和政府以及相关部
分的长期大力扶植。同样，“珠峰冰川”
项目的运营更离不开辛勤工作的每一
位员工。 “珠峰冰川”雇佣的绝大部分
（85%） 员工为定日县内农牧民的孩
子，并先后安排到广州、北京等地培训
和学习。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企业在发
展的同时更应懂得感恩， 履行相应的
企业社会责任。“西藏珠峰冰川珠穆朗
玛环保基金会” 的成立是西藏珠峰冰
川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的一大起点， 我们将从销售的每
瓶珠峰冰川矿泉水中提取 0.05 元长
期资助环保和公益事业， 将企业发展

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可持续发展。
西藏， 因其独特的生态和人文环

境而吸引了国内外许多旅游和探险
者，也普遍受到国内、国外环保组织和
人士的关注。因此，西藏的生态环保工
作尤为重要， 关系到我区的生态环保
形象。

我们为作为第一家提倡和实践“企
业社会责任”的西藏本土民营企业而感
到自豪。 我们将遵循经济效益、环保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公司先后安排了 131 名当地 （定
日县）农牧民子女到广州、北京等地培
训和学习。 现在这些农牧民子女是公
司的主要生产和管理力量。 他们的就
业对解决当地青壮年就业、 提高经济
收入来源、 改善生活条件起到了明显
作用。

公司注资发起成立的西藏自治区
珠峰冰川珠穆朗玛环保基金会是独立
法人、 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公司捐资
400 万元， 并从销售的每瓶珠峰冰川
矿泉水中提取 0.05 元长期资助环保
和公益事业。

珠峰冰川矿泉水：饮水思源

企业名称：西藏珠峰冰川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益事迹：捐资成立西藏自治区珠峰冰川珠穆朗玛峰环保基金会
展位号：8163

陕西荣民集团组建于 1999 年，组
建 12 年来，先后成功开发了“榆林荣
民购物商厦”、“榆林荣民世纪金华购
物广场”等十几个经典楼盘，累计给国
家上缴税费总额 20 多个亿，为下岗职
工和城镇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岗位 7 万
多个， 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
1.53 亿元，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2010—2015 年 ， 荣民主要实施
“加工兴村”工程，目标是变“穷坑”为
“幸福家园 ”； 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从
2015—2020 年，主要实施“村貌提升 ”
工程，目标是变农村为现代化小城镇。
从而使海则梁新村建设走上了规范
化、科学化的创建之路。

现已投资 8000 多万元， 用于帮扶
帮扶海则梁的新农村建设。 先后投资
5000 多万元，实施了“油灯变电灯”、“旱
地变水地”、“土路变油路” 等强基工程。
首先投资 80 万元， 从保加利亚引进了
辣椒新品种、新技术种植专利，又连续
每年投资 100 多万元，帮助村民建起了
100亩优质辣椒育种基地， 培育出了独
具海则梁特色的辣椒支柱产业，创出了

“一定” 牌辣椒品牌。 2001 年一次投入
100多万元， 帮助村里修建了一所全新
的二层全制式“光彩小学”，不仅解决了
邻近 8 个村 300 多个孩子的“上学难”，
而且早在 3 年前就使这些孩子上学实
现了“零负担”。先后投资 200多万元，建
设了一所农民培训中心。 先后投资 600
多万元，在村里修建了一所设备先进功
能齐全的“荣民光彩医院”，并为村民建
立了“医疗档案”，发放了医疗服务卡，实
行一年一次的免费体检， 从 2009 年开
始，每年投资 100-150 万元，村民看病
享受“全免费”，实现了医疗“零负担”，这
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全镇 12 个行政村上
万人的看病难问题。 在海则梁村大力推
广以地膜田为主的 “白色革命”， 投资
2300 万元，扶持村里建起 2850 座大棚，
平均每个大棚每年收入 1.5—2 万元，仅
此一项就可为全村人均增加收入 5000
元左右。 近年来，我们还投资 500 多万
元，对村里一处清代文物古建筑进行了
全面修复，成为周边集会和文化物资交
流的好场所，也引来了一些外地的游客
的观光。

荣民用爱心搭建“幸福家园”
企业名称：陕西荣民集团
公益事迹：累计捐赠 1.53 亿元
展位号：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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