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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其森：怀报恩心 医教兴国
2018 年 4 月 25 日， 泰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其森
荣膺第十五届（2018）中国慈善
榜年度慈善家称号。

近日，黄其森接受了中国慈
善榜主办方《公益时报》的专访。
通过此次专访，可以看到，泰禾
集团董事长黄其森始终秉持一
颗执着、热忱的公益心，积极投
身各类公益事业。 他身体力行，
将慈善公益目光投放到扶贫助
困、健康医疗、文化体育等更宽
广的领域， 并创下多个公益之
最。

《公益时报》：你个人对慈善
的理解是什么？

黄其森：做一些对国家有意
义的事情， 这是我对于做慈善、
做公益最朴素的想法。

《公益时报》：我们了解到你
慈善捐赠的方向主要在医疗健
康 、教育助学 、古建筑保护等方
面 ，在选择这些项目上 ，是以什
么样的标准，选择的初衷又是什
么呢？

黄其森： 我认为在医疗、教
育方面的投入， 怎么做都不过
分。 我国医疗教育跟先进的国家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虽然中国现
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老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还是存
在的，大家对健康、对教育的需

求越来越大。 可以说，温饱问题
解决了以后，大家更关心自己的
身体健康和子女的教育。 所以泰
禾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除此之
外， 中国现在还有部分贫困人
口，十九大提出要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扶贫助困也是我们选择
项目的初衷。 另外，泰禾对古建
筑的保护，更多的是弘扬、传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泰禾
一直致力发展的方向。

《公益时报 》：在 2017 年度 ，
你的捐赠超过 6 亿元，包括泰禾
在这些年当中，捐赠的总数也已
到达 10 亿元的高度。 你觉得财
富人士应如何在社会上做出慈
善方面的贡献？

黄其森 ：泰禾也好，我个人
也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还是
要感恩这个时代， 感恩这个社
会。 当我有能力了以后，多做一
些慈善，多做一些公益，这也是
应该的。 这些财富取之于社会，
我想用于之社会。 我是从福建走
出来的企业，我们的前辈像陈嘉
庚先生捐资办学，捐建了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他就是我们很好
的学习榜样。 作为福建走出来的
企业家，应该继承这种传统。 特
别是我们现在赶上了好的时代，
前十年跟现在对比，很多东西是
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感

恩这个时代，感恩这个社会。
《公益时报》：泰禾的公益理

念是什么？
黄其森： 大家可以看到，泰

禾现在不管是公益慈善，还是投
资，更多的是在医疗、教育以及
文化这些领域，大的方向趋势跟
我们国家现在所提倡的是完全
吻合和一致的，也是符合十九大
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这块泰禾做了一些前瞻性
的布局。 除了做公益慈善，我们
很多的投资，今后也会面向医疗
大健康、 教育和文化这些行业，
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打造美好
生活，能够做出我们泰禾自己应
有的贡献。

《公益时报》：能透露泰禾未
来在公益慈善方面的规划吗？

黄其森：未来我们更多的投
入还是在医疗和教育方面。 医疗
和教育能不能够有一个大的提
升，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人才的培
养。 大家都知道，培养一个医生，
在美国要十四五年，在这方面首
先还是要着重于人才的培养。 除
此之外，对扶贫这一块也会有更
多的投入。 随着泰禾企业的发
展，我们更有能力、更有责任投
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在公益慈
善方面。

（胡彬）

泰禾集团的 20年公益路

泰禾出资 3 亿元，捐建福州一中泰禾书院

自 1996 年成立以来， 泰禾
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时
刻不忘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投身
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对于一
直坚持的公益事业，泰禾集团董
事长黄其森曾在多个场合表示：
“企业不仅仅只是赚钱盈利，更
应该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履行应
尽的社会责任。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 泰禾在扶贫助困、文
化体育、教育医疗等方面公益捐
款额已超过 10 亿元。

支持教育，
不遗余力捐资兴教

教育事业，一直以来为泰禾
所重视。 20 多年来，泰禾通过设
立奖学奖教、 助学助教金等方

式，不遗余力捐资兴教育才事例
不胜枚举。

早在 2001 年，刚创立不久的
泰禾集团就向福州三中捐资
3500 万元，兴建办公楼———奥林
匹克大厦。捐资 300万元人民币，
设立“福州一中泰禾奖学金”；捐
资 350万元人民币，设立“福州三
中泰禾奖教金”；捐资 300 万元人
民币， 设立“福州大学泰禾奖学
金”；捐资 300 万元人民币，用于
福州市钱塘小学校舍修缮。

2016 年 11 月 12 日，泰禾正
式向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捐赠
3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全面支持
仓山区教育事业发展。 该笔善款
将专项用于奖励仓山区优秀学
生和优秀教师，以及支持仓山区
区属中小学、幼儿园建设。

2017 年 5 月 14 日， 泰禾出
资 3 亿元，向福州一中捐建福建
省内首个现代书院———福州一
中·泰禾书院。 此次捐资也创下
了国内基础教育（中小学）领域
最大单笔公益捐款纪录。

心系公益，
助力社会事业发展

除了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黄
其森本人及其所创立的泰禾集
团也将慈善公益目光投放到扶
贫助困、健康医疗、文化体育等
更宽广的领域。

2016 年 10 月 29 日， 泰禾
集团支持清华大学医学管理研
究院建设的捐赠仪式在清华大
学隆重举行。 泰禾向清华大学

捐赠 2 亿元， 用于支持该校医
学管理研究院的教学、 研究与
发展。

2017 年 5 月，泰禾在同济大
学设立了规模 2 亿元的“同济大
学泰禾医学发展基金”， 这是目
前为止同济医学教育史上的最
大单笔现金捐赠，专项支持该校
国际化卓越医学人才的培养。

同年 8 月 3 日，泰禾宣布向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捐赠 1
亿元，用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
救助、移植管理分配系统开发以
及移植医学研究工作。 此次 1 亿
元捐赠也创下了中国器官移植
最大单笔公益捐款纪录。

同年 12 月 26 日，福州市扶
贫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泰禾集
团董事长黄其森任基金会副理
事长，并被授予了“扶贫慈善企
业家”称号。 截至去年底，该基金
会已筹集到企业家捐出的爱心
善款 7000 万元。 其中，泰禾集团
捐赠的 1500 万元将全部用于

“精准扶贫”领域。

恢复传统，留住最美乡愁

2016 年 7 月，台风“尼伯特”
肆虐福州，给闽清、永泰等地造
成严重破坏。 灾情发生后，泰禾
集团立刻采取行动，除了率先向
两地紧急捐赠 200 万元的救灾
款物外， 还先后组织由员工、业

主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深入受
灾严重的乡镇和村庄发放救灾
物资，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9 月 6
日，泰禾集团正式宣布捐资 5000
万元全面修复在台风中受损严
重的全国最大古民居宏琳厝。 这
笔捐资款项作为专项资金，用于
修复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宏琳厝
主体建筑，包括宏琳厝主体建筑
的清淤止损、测绘、设计、施工、
监理等工作。

作为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
建筑文化的品牌企业，泰禾集团
将慈善公益的目光投向古民居
的保护上，身体力行，用实际行
动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

除了在集团层面不断推动各
项公益事业外，长期以来，泰禾集
团的员工也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
动。 慈善公益理念早已融入了泰
禾人的血液之中， 成为泰禾集团
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泰禾集团成立了由
高管、员工和业主组成的泰禾志
愿者协会， 持续开展“护苗行
动”、“文化行动”、“暖冬行动”等
一系列公益行动， 受到了员工、
业主、市民的密切关注。

2017 年 8 月，泰禾集团正式
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会员。 未
来，泰禾表示将持续关注社会公
益慈善事业，联合更多的慈善力
量，将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到底。

（胡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