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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断 20多万贫困家庭的“穷根子”
———宝丰燕宝基金会又吹响新一轮脱贫攻坚号角

2017 年刚刚完成 11.7 万家
庭的脱贫梦 ，2017 年 6 月 7 日
又启动三期助学项目，新增 12.3
亿元奖学金 ，新增资助 10.56 万
名学生完成学业。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成败系
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
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
到点上，扶到根上。 ”

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宁夏
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
在多年来持续开展扶贫帮困、捐
资助学、 赈灾助残的基础上，积
极响应国家和自治区精准扶贫
号召， 以创立的宝丰集团·燕宝
慈善基金会为平台， 因地制宜，
重点开展教育扶贫，不断创新完
善帮扶机制，探索走出一条具有
宝丰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

自 2011 年成立以来，累计捐
资 16.53 亿元，开展一系列助学、
助医等公益慈善活动。 先后实施
了一期、 二期捐资助学项目，资
助学生 11.7 万人，已有 3 万左右
孩子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2016 年
以后， 每年资助存量稳定在 9.2
万人左右， 每年毕业 3 万人左
右， 每年新增资助 3 万人左右，
每年为 9 万余个困难家庭减轻
经济负担、帮助 3 万余个家庭实
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捐建
了 9 所学校、16 所卫生院……一
个个有温度的数字，折射出宝丰
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精准扶贫
的显著成效。

不忘初心，
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其根本
价值在于能够承担更大的社会
责任，不断为社会、为更多人带
来长久的益处。

“过去，我困难时有人帮过
我，我一直心存感激。 现在，我有
能力了， 希望同样能帮助更多
人。 ”党彦宝，一个深具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家，一个热心公益事业
的慈善家，在他创业之初，就将
履行社会责任确定为企业最核
心的发展目标，他说，“只要我的

企业存在，并健康持续地发展下
去，我的公益事业就要永远做下
去。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 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将爱
心奉献给社会，捐资助学、助困、
助残、赈灾……

在践行公益慈善的过程中，
党彦宝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理
解也在逐渐衍变。 他愈发感觉
到，只有建立一种科学长效的慈
善机制， 才能让慈善事业更好
地、持续地做下去。于是，2011 年
1 月， 他与夫人边海燕共同发起
创立家族式非公募基金会———
宝丰集团·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
（以下简称为燕宝基金会），一次
性拿出 5 亿元开展公益慈善活
动，积极回馈社会。 当年，基金会
响应宁夏移民攻坚战略号召，在
5000 人以上的移民区捐建 9 所
学校、16 所卫生院， 用两年时间
完成了移民地区 35 余万群众就
医、就学基础设施建设，为移民
区群众提供了便利的就医就学
环境， 并捐助 1.5 万名家庭困难
学子。

燕宝基金会创立以来，始终
在探索、在创新，力求以更加科
学的慈善机制，惠及越来越多的
受助群体，从而使其发挥更大作
用，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

“输血”变为“造血”，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改变贫困命运，最根本的办
法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
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
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
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重要途径”。

这是照耀跋涉者不断前行
的指路明灯。 2012 年，燕宝基金
会理事长党彦宝带领团队在对
宁夏南部贫困山区进行深入调
研后发现， 过去扶贫一直沿用

“输血”式方法，贫困群体要通过
自身“造血”改变命运才能真正
实现脱贫。 贫困家庭的希望在下
一代，唯有让下一代通过学习知
识提升能力，用知识和能力走出
大山、实现自立自强，才能改写

贫困家庭的生活轨迹，进而从根
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从
2012 年起，燕宝基金会将“捐资
助学” 确定为扶贫的重点和方
向，将资金集中到被国家列入集
中连片特困区的宁夏 9 县区、5
乡镇助学项目中。

实施全覆盖无差别化资助 ，
用心呵护孩子尊严。 贫困地区的
受助孩子有一个普遍特点，越是
贫困家庭的孩子自尊心越强，不
愿被扣上“贫困生”的帽子，不愿
领取助学金。 在燕宝基金会资助
的 9 县区、5 乡镇中有 80%的孩
子属于贫困家庭。 为了保护这些
孩子的自尊心，燕宝基金会对这
9 县区、5 乡镇所有考上大学的
孩子进行了全面覆盖无差别化
资助，每人每年 4000 元，奖励四
年，连续四届;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的高职学生进行全覆盖资助，
资助三年，连续四届;对南部山区
高中学校全覆盖资助， 资助三
年，连续四届。

全面覆盖无差别化资助不
仅解决了 80%贫困家庭孩子的
上学难问题， 还最大程度保护
了这些孩子的自尊心， 让他们
摆脱心灵上的贫困烙印， 能够
与其他的孩子一起在平等、无
差别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也
使那 20%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
心中从小埋下一颗爱的种子，
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感受到被
帮助的幸福，从而推己及人，将
爱的种子传播出去。

“助 ”学金变 “奖 ”学金 ，一
字之别彰显爱心 。 燕宝基金会
资助的学生遍布全国 500 所高
校， 正处于青少年成长期的孩
子们都比较好强， 不愿意因领
取“燕宝助学金”而被视为贫困
生。2013 年，在党彦宝理事长的
倡导下， 燕宝基金会将“助学
金”更名为“奖学金”，肯定了孩
子们努力学习的成绩， 将资助

变为鼓励和奖励， 激发了学子
们求学上进的动力， 引导他们
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

为保证与被资助学生的无
缝衔接， 燕宝基金会专门建立
了助学系统， 每年在宁夏教育
部门的组织下， 学生通过基金
会助学系统申报， 经与毕业学
校和录取学校核实后， 基金会
为学生办理特制银行卡， 每年
定期将本年度奖学金直接汇入
卡内，实现奖学金点对点发放，
让学子们更直接、 更便捷地获
取奖励，安心上学。

播撒爱的种子，传递善心善
举。 燕宝基金会在资助学生的同
时， 给予他们更多精神上的关
怀，采取不同方式跟踪受助学生
的学习成长情况， 广泛开展爱
心、诚心、责任心、感恩心教育，
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成才。 基
金会一点一滴的“爱心”和“善
行”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孩子们
的心灵，善心在他们心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很多学校受助的
孩子们自发成立了“燕宝爱心
社”，开展支教、环保、助老、教育
等爱心公益活动。

目前，燕宝基金会的教育扶
贫项目已发展成为全国资助数
量最多、覆盖面最广的慈善助学
项目之一，得到了国家、自治区
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
可，先后荣获“中国消除贫困奖”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全国
先进社会组织”等国家级及自治
区级 30 多项殊荣;党彦宝理事长
也连续荣获“中华慈善奖”“中国
十大慈善家” 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接见。

持之以恒，
跑好精准扶贫接力赛

善心善行， 永无止境。 2017

年，在已实施第一、二期助学项
目的基础上，燕宝基金会将全面
启动三期助学项目，计划新增捐
资 12.3 亿元， 新增奖励资助
10.56 万名学生， 届时累计帮助
20 余万个家庭阻隔贫困的代际
传递，彻底改变贫困命运。

三期助学项目主要对被国
家列入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宁夏
南部山区 9 县区、5 乡镇（包括原
州区、彭阳县、西吉县、泾源县、
隆德县、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
区、 海原县及中卫市兴仁镇、蒿
川乡，中宁县喊叫水乡、徐套乡，
永宁县闽宁镇）考入二本及以上
的 50000 名大学生实施全覆盖
奖励资助;对 9 县区、5 乡镇及川
区城市家庭贫困、农村家庭贫困
的 40000 名高职、 中职学生和
12800 名高中生进行资助;同时，
为鼓励受燕宝奖学金资助的本
科生及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对
本科连读硕士、硕士连读博士的
进行持续奖励。 让他们通过努力
学习，依靠知识改变命运。

随着燕宝基金会资助的学
生陆续毕业，帮助和引导学生就
业创业也提上了基金会的议事
日程。 目前，基金会正在筹划与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及各企事业
单位联合，积极为受助毕业生搭
建就业信息平台和创业信息平
台，为受助毕业生提供就业和创
业咨询服务，指导和帮助他们尽
早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将充分发
挥各企业高管、宝丰集团中高管
人力资源优势， 为学生就业、创
业提供专业的指导及辅导，帮助
他们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提升
个人成长空间。

坚持将公益慈善事业持续
做下去，这是宝丰集团对社会作
出的庄严承诺，也是燕宝慈善基
金会矢志不渝的责任担当。

党彦宝说， 做公益慈善，我
们永远在路上…… （辜哲）

2013 年 8 月 28 日，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二期助学项目启动仪式上，党彦宝理事长和边海燕理
事为学生代表发放“燕宝奖学金”

2014 年 8 月 25 日， 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二期助学项目启
动仪式上，党彦宝理事长和边海燕理事为学生代表发放“燕宝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