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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捐赠 16.53亿元的宝丰能源近日上市

投资百亿打造“医养教”融合产业模式
2019 年 5 月 16 日， 宁夏宝

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简称“宝丰能源”， 股票代码
600989）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成功上市。 宝丰能源本次公开发
行 7.33 亿股， 发行价格每股
11.12 元， 募集资金 81.55 亿元，
刷新宁夏企业上市募资规模纪
录。 而作为这家国内最大的高端
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制造领军
民营企业董事长，党彦宝却有着
另一重身份。

1973 年，党彦宝生于宁夏盐
池县，是全国劳动模范、优秀民
营企业家， 多届中华慈善奖、中
国十大慈善家获得者。

在经营好企业的同时，党彦
宝身体力行做慈善。 2011 年，他
与夫人边海燕共同成立家族式
非公募基金会———燕宝慈善基
金会，并担任理事长。 基金会对
宁夏贫困地区大学生进行持续
性资助，直到完成学业。 党彦宝
还积极响应国家加快“医养结
合” 发展的决策部署， 投资 100
亿元，以公益理念创新打造出养
老、医疗、教育相融合的新型产
业模式。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树实业报国时代典范

党彦宝情系家乡建设，心系
西部发展，二十余年来积极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
发等重大战略部署，坚持守法经
营、创新发展，运用独特的经营
理念、凭借专业化的团队迅速带
领企业在西北大地异军突起，发
展成为以能源化工、 新能源、枸
杞农业等产业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企业集团。

宝丰能源将发展经济与履
行社会责任并重并举， 秉持绿
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
家级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
建成产业链十分完善的能源循

环经济基地，上一生产单元的产
品直接成为下一生产单元的原
料，树立了全国能源化工制造业
和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标杆，助
推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降低我国高端化工产品
的对外依存度、助力国家能源战
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司员工达 15000 人， 每年
新增解决社会就业 3000 人，年纳
税约 30 亿元， 位居宁夏纳税企
业前三、 民营企业第一， 连续 6
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成
为宁夏乃至中国西北欠发达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创新教育扶贫模式
做慈善文化的引领者

扶贫必先扶志、扶贫必先扶
智，让贫困地区孩子接受良好教
育，是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途径。

为建立扶贫长效机制，2011
年党彦宝与夫人共同成立家族
式非公募基金会———燕宝慈善
基金会，本着“善心善行、善款善
用、善始善终”的宗旨，致力于教
育扶贫为主的公益慈善事业，对
宁夏贫困地区大学生进行持续
性资助，直到完成学业。

基金会不断探索更加精准、
科学的教育扶贫模式， 不仅给予
孩子经济上的资助， 更注重精神
上的鼓励和鞭策。 还对宁夏贫困
地区考入大学的大学生实施“全
覆盖、无差别化”资助，并将“助学
金”改为“奖学金”，不仅解决了贫
困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还最
大程度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让
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在平等、无
差别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

截至目前，党彦宝的企业和
基金会每年资助学生约 10 万
人， 每年新增资助约 3 万人、每
年毕业约 3 万人、 每年捐资约 3
亿元， 每年为 10 万个家庭减轻

经济负担，每年为 3 万余个家庭
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累计捐资
16.53 亿元、累计资助 16.99 万名
大学生， 资助学生覆盖全国 500
多所院校，已有 7 万余名受助学
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家庭
经济支柱。 这一项目也因此成为
国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教
育扶贫项目。

医养教融合“惠民生”
打造公益事业样板工程

在扎实开展教育资助的同
时，党彦宝为当地老百姓“养老
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所深深
触动，致力于改善宁夏及西北地
区医疗、养老公共设施相对落后
的现状， 他积极响应国家加快

“医养结合”发展的决策部署，投

资 100 亿元，以公益理念创新打
造全国养老、医疗、教育相融合
的新型产业模式。

建设 10000 户 20000 张床位
的高端平价养老社区，其中建设
8500 套 17000 张床位的养老公
寓，主要为健康型老人提供居家
养老。

建设 2100 张床位的高端平
价综合三甲医院， 首创将 1500
套的养护院设置为医院的科室，
为失能及临终关怀型老人提供
专业化服务，推行预防医学和健
康管理，为养老社区老年人及社
会百姓创造优质便捷的保健医
疗环境。

配套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全
龄化优质教育资源，方便老人带
孙子上学，有效改善养老社区年
龄结构，激发老年人活力，并减

轻子女压力。
养老、医疗设施及服务标准

高于同行，但只收取运营成本费
用， 收费低于同行业同等标准，
努力让老百姓能“进得来、住得
起”， 缓解老龄化社会压力，为

“健康中国”助力。
党彦宝用自己的善行善举

诠释着新时代民营企业家“胸怀
天下、与民同富”的道德情操和
人生追求。 他以一颗情系百姓的
拳拳赤子之心感动和感染着每
一个善良的人，更赢得了各级政
府的高度评价和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先后荣获中国消除贫困
奖捐赠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脱贫攻坚奉献奖、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华慈善
奖、 中国十大慈善家等多项荣
誉。 （益文）

5 月 20 日，《公益时报》记
者于陈一丹基金会处确认，腾
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再次捐赠
腾讯股票， 价值逾 40 亿港元，
已于去年完成捐赠流程并成立
慈善信托。 该信息是在第三届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期间陈一
丹做公益分享时透露。 据统计，
陈一丹公益慈善捐赠总额已近
百亿港币。

陈一丹是中国互联网公益
领创者及著名教育慈善家，他于
2016 年捐赠 25 亿港元设立全球
最大规模教育奖一丹奖。“在一
丹奖的探索过程中我看到了很
多来自全球包括中国的提名名
单，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可以为

中国做更多具体的事了，希望能
让中国教育在全球对话交流中
得到更大的推动，所以在去年我
再次决定做了一笔捐赠。 ”

陈一丹此前曾多次表示 ，
“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靠教育”，教
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教
育也是使人向善、向上的根本力
量。 据介绍，这笔巨额捐赠将专
注于支持教育公益事业。

在这笔捐赠的推动下，陈一
丹基金会成为一家专注于教育
的公益机构，立足于“深耕教育
研究、推进教育实践、倡导终身
学习”这一使命，聚焦推动教育
发展。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该笔
捐赠未来用途主要有两方面：一

是推进全球优质教育项目的有
效对接，包括一丹奖的获奖项目
和提名项目的对接，尤其是在中
国的落地；二是继续支持对中国
教育发展及中国教育创新有开
拓意义的项目， 探索普适的模
式，包括对公益民办大学武汉学
院的继续支持。

陈一丹基金会负责人还表
示，在科技浪潮之下，更需要让
教育关注人，让人们找到更好的
教育， 从而成就为更好的自己。
因此，倡导终身学习观念，鼓励
与之相关教育创新与实践也将
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基金会将
投入资金支持学习社区建设，与
伙伴及公众共同探索、共同创造

新的学习模式。
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教育界

诺贝尔奖”的一丹奖，其在国际
范围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目前
第三届评选也接近完成。 对于外
界关心的落地推广话题，陈一丹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与一
丹奖基金会共同合作推进一丹
奖优质项目的有效对接，尤其关
注真正能服务中国社会需要、推
动中国教育发展的有效落地，不
追求数量和速度， 优先关注质
量，对接效果。

陈一丹 1998 年和马化腾等
人一起创办腾讯公司，2013 年宣
布卸任， 全力投身公益事业，专
注于教育公益。 其在教育界的探

索完整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及教育研究前沿，包括分两期捐
赠 20 亿人民币举办武汉学院，
2016 年捐赠 25 亿港币设立一丹
奖，带领腾讯基金会与政府合办
公立非公办改革学校———深圳
明德实验学校， 并在 2018 年捐
资 1 亿支持创办西湖大学，2019
年支持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发展等一系列项目。

慈善研究专家表示，陈一丹
的一系列巨额捐赠不仅是聚焦
公益力量办学、 提升教育水平、
培养人才，还把财富转化成国家
和社会的软实力，这将有力带动
社会各界投身慈善公益，推动中
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再次捐资 40亿
聚焦教育公益事业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彦宝（左）在上市当天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