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桂园集团：
平常事，平常心
尽公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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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碧桂园集团积极响应党

和国家号召，自 2010 年起，派
驻扶贫工作人员驻扎帮扶点，
切实参与到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的工作当中。 2017 年，碧
桂园新增 7 个定点帮扶项目，
从广东到广西， 从四川到海
南，扶贫到人、扶贫到户、扶贫
到村，超过 6 万人受到直接帮
助实现脱贫致富。

当前，广东已经全面打响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
战，2016 年碧桂园集团及其董
事局主席杨国强、副主席杨惠
妍首年捐赠 5 亿元，全力以赴
参与攻坚战，2017 年再次捐赠
5 亿元，加大帮扶力度。

从 1997 年第一笔大额捐
款算起，碧桂园集团共为全社
会捐款累计超过 36 亿元，累
计受益人次 193878 人， 涉及
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救灾赈
灾等方面，包括创办三所全免
费学校：全国唯一全免费民办
高中国华纪念中学、全国唯一
对贫困生全免费的大学广东
碧桂园职业学院、培训退伍军
人的全免费学校国良职业培
训学校，并设立首个惠及全县
所有贫困家庭学子的惠妍教
育助学基金。

2018 年，碧桂园集团拟在
全国选择 10 个左右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结对帮
扶，因地制宜，以产业发展和就
业培训为主要措施， 助力国家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探索一条有实效、
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道路。

整县帮扶 78 个贫困村

2017 年 10 月 27 日，碧桂
园捐资约 5 亿元整县帮扶广
东清远英德市 78 个省定贫困
村， 将协助所有贫困村实现

“一年脱贫三年振兴”，并助力
英德 4 万多贫困人口 2018 年
全部脱贫奔小康。

自签约以来，碧桂园坚持
“真扶贫、扶真贫”，成立碧桂
园帮扶英德市新农村建设指
挥部，积极与清远市、英德市
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召开务
虚会、联席会，沉入农村开展
调研，制定出“先脱贫、后振
兴”的帮扶思路，即首先助力
英德市 2018 上半年实现预脱
贫，后以产业发展、就地城镇
化、 职业农民培训为重点，建
设碧桂园新农村示范片区。

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
杨国强任总指挥，全面调动集
团资源，计划采用“整体规划、

重点打造、分步实施、连片推
进”的模式，助力推进示范村
建设工作。 碧桂园在英德的乡
村振兴战略，遵循“不搞大拆
大建”、“不搞大包大揽”、“党
建引领扶贫”三项原则，坚持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企业参
与”的机制，于 2018 年 1 月 5
日设立碧桂园乡村振兴基金，
充分调动农民脱贫致富的主
观能动性；保持农村自然生态
环境、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和
优秀传统文化， 包县但不包
揽，从实际出发编制示范村整
治创建规划， 不搞一刀切，防
止村村一面；碧桂园集团党委
积极探索党建共建扶贫模式，
坚持以党建为抓手，推动集团
党委下属 101 个党（总）支部
与英德 78 个省定级贫困村基
层党组织结对，共同深耕精准
扶贫。

迄今为止，碧桂园已陆续
在粤桂川三省区开展多个类
似的绿色产业项目和新农村
示范村建设项目，通过将产业
扶贫与人才培训、 整村推进、
转移就业、驻村帮扶等有机结
合，初步打开了全面参与乡村
振兴战略的大门。

教育扶贫 21 载

1997 年初，仅有几百万身
家的杨国强走进《羊城晚报》
社，当场拿出 100 万元的支票
捐资设立“仲明大学生助学基
金”， 前提是不能让任何人知
道是他捐助的。 仲明，是他一
生敬爱的母亲的名字。 此后，
每年都有 100 万元准时汇入
助学金的账户里（2006 年开始
增加至 200 万元）。 直到 2007
年，《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以

“感动更多人投身慈善” 为由
说服了杨国强，这个保守了十
年的秘密才揭晓。 截至目前，
共有 9664 名贫困优秀学子通
过该基金获得资助。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企
业家，杨国强出生于顺德一个
贫困的农民家庭， 按他的话
说，18 岁之前没有穿过鞋。 从
一个泥水工成长为世界 500
强企业的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历尽艰辛。 作为中国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身体力行者，除了产
业报国之外，碧桂园及其创始
人杨国强更是孜孜不倦地投
身扶贫公益事业。

2017 年，杨国强、杨惠妍
父女又捐款 1 亿元启动“惠妍
教育助学基金”， 为顺德区内
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提
供帮助。 该基金的启动，在全

国开创了将助学扶贫贯彻至
全县（区）、全学段的模式。

此外，碧桂园还在清华大
学、贵州大学、深圳大学等全
国多所高校设立奖学金，资助
高校贫困学子、科研创新工程
等，如“清华-碧桂园科技创新
基金”、“一带一路·碧桂园奖
学金”等。

创办三所免费学校

从 2014 年至 2017 年，身
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国强，连
续 4 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
于加强职业教育扶贫的提案。
为推动教育扶贫事业的发展，
杨国强在提案中建议推动校
企联办，实现精准就业，国家
应当出台政策，支持鼓励有条
件的行业龙头企业办职业教
育。

不仅如此，碧桂园集团先
后创办了三所免费学校：全国
唯一全免费的民办高中———
国华纪念中学，全国唯一对贫
困生全免费的大学———广东
碧桂园职业学院，以及免费培
训农村籍退伍军人的国良职
业培训学校。

国华纪念中学由杨国强
2002 年捐资 2.6 亿元创办，招
收来自全国各地品学兼优的贫
困初中毕业生， 并提供助学金
直至学生完成大学、硕士、博士
所有学业，目前共招收 2747 名
学生， 其中已就业 1213 人，硕
士 547 人，博士 76 人，毕业学
生散布在海内外的各行各业。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则
以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内部
坚强、稳定的实习实训场所为
后盾，以“校企融合、产教联
动、工教一体、工学结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使学生能够适应
现代化生产、建设、管理、服务
一线需要， 目前共招收 1420
名贫困学子。 2017 年学院迎来
首届毕业生 290 名，就业率高
达 99.66%，平均月薪 3873 元，
超广东省 2016 年本科生平均
月薪， 其中 11 位毕业生月薪
过万。

作为全军退役士兵职业
培训和就业示范基地，国良职
业培训学校是一所为贫困地
区贫困家庭刻苦耐劳的退役
士兵设立的全免费学校，学校
给结业学员提供合适的就业
岗位，并优先推荐到碧桂园下
属公司就业。 目前已经有超过
14000 人受训后成为技能型产
业工人，部分学员月薪可达上
万元。

（张明敏）

扶贫 21 载，碧桂园集团创办三所免费学校心系教育扶贫———国
华纪念中学、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和国良职业培训学校。

自 2010 年起，碧桂园集团派驻扶贫工作人员驻扎帮扶点，切实
参与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2017 年，碧桂园新增 7 个定
点帮扶项目，从广东到广西，从四川到海南，扶贫到人、扶贫到户、扶
贫到村，超过 6 万人受到直接帮助实现脱贫致富。 2017 年，碧桂园集
团捐赠总额达到 75543 万元。

国华纪念中学

英德市树山村扶贫后修整一新的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