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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公益事业 彰显责任担当
宝丰集团经过十余年创新

发展，成为宁夏的龙头骨干民营
企业，形成能源化工、新能源主
营业务板块，同时积极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大力推动枸杞、养老、
医疗产业和“教育扶贫”为重点
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公司总资
产达 420 亿元，员工 13000 人，进
入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饮水思源。 企业的成长离不
开社会的支持， 回报社会是做企
业最根本的价值体现。 在做大做
强企业的同时， 宝丰集团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
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最核心的
发展目标， 努力做回报社会的企
业、能够帮助别人的企业，主动参
与扶贫帮困、 赈灾助残等社会公
益慈善活动，积极回报社会。为建
立一种科学长效的帮扶机制，
2011年， 宝丰集团董事长党彦宝
与夫人边海燕共同发起成立家族
式非公募基金会———宁夏燕宝慈
善基金会，以此为平台，每年拿出
企业 10%的利润用于大力发展公
益慈善事业， 并将其写入公司章
程， 为基金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
了坚强后盾。 宝丰集团燕宝基金
会成立以来， 始终本着“善心善
行、善款善用、善始善终”的宗旨，
先后在大病救助、捐建学校（9所）
和卫生院（16 所）、捐资助学等多
个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经过
实践发现，“输血” 式无法从根本
上改变贫困，只有“造血”式扶贫
才能标本兼治。

教育扶贫，挖断代际“穷根”

用知识改变命运。 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学
扶贫、精准扶贫、内源扶贫的思
想，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让贫困地区孩子接受良好教
育， 是阻隔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 2012 年，对宁夏六盘山贫困
地区进行深入调研，董事长党彦
宝感到贫困家庭的希望在于下
一代， 唯有让他们通过学习知
识、掌握本领、走出大山，才能从
根本上摆脱贫困。 于是他，决定
将“教育扶贫”作为公益慈善事
业的重点和方向，集中将资金投
入到助学项目中，主要面向被国
家列入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宁夏
六盘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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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通过
“造血”式扶贫，让贫困家庭的孩
子依靠知识改变命运，进而改变
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从根
本上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彻底
挖断“穷根”。

既要经济上 “扶智 ”，更要精
神上“扶志”。 宝丰集团始终本着

“真扶贫、扶真贫”的思想，不断探
索科学、精准的教育扶贫模式，不
仅从经济上给予贫困学生帮扶，
更注重从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和
鞭策，努力实现“智志双扶”。 宁夏
六盘山 9县区、5乡镇 80%家庭贫
困程度高，20%左右家庭条件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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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集团从 2013 年起，对这
些区域考上二本及以上大学的孩
子实行“全覆盖、无差别化”资助。
这不仅解决了贫困家庭孩子上学
难的问题， 也最大程度保护了孩
子们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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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使那些家庭条件
较好的孩子心中从小埋下爱的种
子， 鼓励他们提升传递善心善念
善行。 正处于青少年成长期的孩
子们都很好强，不愿因领取“助学
金”而被视为“贫困生”，感到“低
人一等”。 于是，宝丰集团将“助学
金”改为“奖学金”，变资助为奖
励， 虽一字之差， 但效果天差地
别。“助学金” 只是贫困帮扶，而
“奖学金”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们努
力学习， 成长为优等生的鼓励和

鞭策， 激发了他们求学上进的动
力，引导他们积极乐观面对人生。

帮人就要帮到底。 为了让孩
子们安心上学，宝丰集团对宁夏 9
县区 5乡镇考上二本及以上大学
的孩子每人每年 4000 元，连续四
年； 同时资助 9 县区 5 乡镇的高
中生及其他县区建档立卡的贫困
家庭的中职、 高职学生每人每年
2000元， 连续三年， 直至完成学
业。 此外， 为鼓励孩子们继续深
造，对本科连读硕士、硕士连读博
士的受助学生给予持续性奖励，
每人每年分别奖励 8000 元和
16000元，让他们树立更远大的志
向，成就更辉煌的人生。

在 2014 年、2015 年，受宏观
经济下行影响，企业业绩下滑严
重，而捐资金额占到企业利润的
30%之多， 公司团队和政府有关
领导都建议减少资助人数，减轻
企业经济负担，宝丰集团坚持全
面资助，党彦宝认为帮人不能帮
到半道上， 企业的困难是暂时
的，哪怕企业发展的速度缓慢一
点， 也不能断了孩子的经济来
源，这些孩子一旦失去资助将陷
入困境，甚至面临辍学，对他们
及家庭将是沉重的打击。

打造全国最大的教育扶贫项
目。 宝丰集团开展教育扶贫已有
6个年头，截至 2016年底，已累计
捐资 16.53 亿元， 资助学生 11.7
万人， 其中已有 4 万余名学生毕
业走上工作岗位， 成为家庭的经
济支柱。 燕宝慈善基金会资助的
学生遍布全国 500 多所院校，每
年资助保持 10 万人左右，每年毕
业约 3 万人， 每年新增资助约 3
万人，每年发放奖学金近 3 亿元，
每年为 10 万余个家庭减轻经济
负担、 让 3万余个家庭实现新的
经济增长点。是全国规模最大、覆
盖面最广的教育扶贫项目。

在实施一、二期助学的基础
上，2017 年， 又启动了三期捐资
助学项目， 新增捐资 12.3 亿元、
将资助 10.56 万名学生完成学
业。 三期项目完成后，捐资累计
28.83 亿元、 资助学生 22.26 万
人， 将帮助 20 余万个家庭摆脱
贫困。

资助学生完成学业不是扶
贫的终点。 只有让受助的学生尽
早就业，才能真正脱贫。 宝丰集
团主动联系宁夏区内各大企业，

结成“扶贫联盟”，帮助受助学生
在同等条件下实现优先就业、提
前脱贫；同时积极搭建就业创业
信息平台，进一步拓宽受助学生
就业创业渠道，帮助他们尽早实
现自我价值、成就人生梦想。

宝丰集团得到了国家 、宁夏
回族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的高度认可。 宝丰集团燕宝基
金会先后荣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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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也连续荣获“中华慈善奖”“中
国十大慈善家”、“全国脱贫攻坚
奖奉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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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会议
上对宝丰集团大加褒奖：“宁夏
有个宝丰集团，拿出 16.53 亿元，
资助 11.7 万贫困学生上学，这在
全国都不多见，确实不简单。 ”9
月 9 日，全国政协办公厅组织中
央主要新闻单位采访团赴宁夏，
将“燕宝模式”作为扶贫先进典
型进行宣传报道。

产业扶贫戳中“靶心”

宝丰集团响应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号召，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将恢复生态植被、改善生
态环境作为重要内容，大力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对宁夏黄河东岸
滨河新区红墩子区 16 万亩荒漠
化的土地进行生态治理，同时利
用宁夏千年特色产业枸杞，种植
10 万亩枸杞。枸杞种植的同时综
合利用土地资源，在枸杞上方建
设 3GWp 光伏产业示范园，创建

“一地多用、农光互补”的特色产
业发展模式。

在规划建设 10 万亩优质枸
杞基地， 致力打造枸杞研发、种
植、加工、营销一体化绿色产业链
和全国枸杞龙头企业的同时，积
极响应响应国家关于“贫困地区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战
略号召，枸杞采取“企业+贫困农
户及下岗职工”的合作经营模式：
公司负责土地平整、水、电等全部
经济性投入； 贫困农户及下岗职
工不用承担投资风险， 只负责日
常田间管理和采摘； 企业以高于
市场的价格对农户采摘的枸杞进

行统一回购。按每户管理 6亩地、
每亩产量约 400 斤、 每斤回购价
50元计算，每户每年收入约 12万
元，项目可直接带动约 1.7 万户 8
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可让贫
困农户掌握一门产业技术、 变成
产业工人，提高生存能力、增加经
济收入，实现长远发展。

解决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的同时， 宝丰集团响应
国家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光伏扶
贫”战略号召，还将 2G 光伏规划
为产业扶贫项目， 每年从光伏发
电收入中拿出 2.4 亿元对 8 万无
劳动能力贫困人口进行补贴，保
障其具有稳定、持续的经济收入。

“医养”公益项目惠及民生

宝丰集团在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健康持续发展，扎实开展
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的同时，不断
延伸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宝丰
集团响应国家推进“医疗卫生与
养老服务”结合发展的号召，本着

“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服务、低收
费运营” 的公益理念， 投资建设
10000套养老设施， 涵盖 8500套
17000 张床位的高端平价养老公
寓和 1500 套 3000 张床位的爱心
养护中心；建设 2100 床位的高端
三甲综合医院；并配套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一站式优
质教育资源。在经营上，企业只收
取运营成本， 养老公寓按每平米
每天 1.05 元的低标准租金收费，
低于政府机构养老收费标准；医
院参照公立医院标准收费。 用心
打造百姓“进得去、 住得起”的

“医、养、教”相融合的大型综合公
益项目，将有效缓解“看病难、养
老难”等社会问题，填补宁夏乃至
全国新型医养产业空白。

宝丰集团通过实施教育扶
贫、枸杞、光伏产业扶贫、医养公
益项目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
宝丰特色的精准扶贫新路子，彰
显出一个优秀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的责任担当和大爱情怀，为全
社会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有
力推动了社会和谐文明进步。 未
来，还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不断探索、深入实践，努力为
国家和自治区公益慈善事业再
建新功。 （辜哲）

2017 年 8 月 18 日，党彦宝理事长向受奖励学生发放燕宝奖学金� � 2013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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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19 日，燕宝慈善基金会成立暨慈善捐赠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