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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

《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
七十年来， 我们党领导人民创
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
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企业数量
总体上呈快速增长的势头。
2017 年 ， 企业数量增加到
1809.8 万个，较 1996 年增长了
5.9 倍，年均增长 9.6%。

与此同时， 我国的公益慈
善事业也经历了从复苏、 被正
名到被鼓励支持、 快速发展的
历程。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以来，年捐赠额稳定在 1000 亿
元以上。 这其中来自企业的捐
赠要远高于来自公众的捐赠。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企业
不仅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还是公益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
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与公
益行业互相促进，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了需
要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 并将
企业社会责任由捐赠扩展到为
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
影响而担当责任。

企业在稳定增长、 促进创
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
慈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并没有因经济形势的
变化而发生特别大的起伏。

2018 年以来， 在多种因素
的叠加影响下，世界经济和国际
贸易增长都在放缓，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 但在我国政府和
企业等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压力
某种程度上变为了动力。

2019 年前三季度， 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为 697798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
和餐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随着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传
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新动能引
领作用不断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与
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民营
企业密集进入一、 二代交接班
时期， 对财富传承的思考让他
们实际上加大了在包括公益慈
善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
投入。

一方面，新兴的服务业、高
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等新
兴产业在业务形态上具有参与
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服务、推动
社会发展的基因， 为了可持续
发展必然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加
大投入。

因此， 尽管面临着不菲的
经济压力和发展挑战， 企业界
在《慈善法》 所规定的扶贫济
困、助力弱势人群、救灾、促进
教科文卫体等事业发展、 环保
及其他领域上一直十分活跃。

他们积极投入减贫事业；
着力促进公众福祉； 迅速响应
救灾需求； 尽力提供公平优质
教育；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实
施创新公益项目； 搭建平台助
力公益事业发展……

他们以实际行动响应着
《决定》“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
作用， 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
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
业”“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的要求。

积极投入减贫事业

为了推进精准扶贫， 中央
政府提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
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 动员各方面力量
合力攻坚。

2019 年，我国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促进企业参与扶贫的
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动员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消
费扶贫；财政部、税务总局、国
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
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
除政策的公告》， 扶贫捐赠支
出准予据实扣除……

在政策推动下， 国有企业
积极投入到对口扶贫工作中，
同时设立了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民营企业开展了“万企帮
万村”行动，部分民企甚至实施
了包县扶贫战略。

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进入“万
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台账
管理的民营企业已达 8.81 万
家， 精准帮扶 10.27 万个村，产
业投入 753.71 亿元， 公益投入
139.1 亿元， 安置就业 66.15 万
人，技能培训 94.1 万人，共带动
和惠及 1163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减贫工作被纳入到企业的
工作重点中。在发展战略上，企
业将减贫工作上升到与业务发
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 ，从
2018 年起， 碧桂园将扶贫上升
到主业高度， 确立地产是扶贫
基石、 扶贫优于地产的“双主
业”发展模式，成立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办公室， 组建近百人的
专职扶贫队伍， 与全国 9 省 14
个县达成结对帮扶协议， 主动
承担 33.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的脱贫工作。

在组织架构上， 党建办公
室、扶贫办公室、扶贫公司这一
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减贫机构
纷纷设立。

2019 年 6 月， 顾家集团党
委正式设立扶贫办公室， 由扶
贫办公室牵头， 在杭州钱塘新
区组成“扶贫企业大联盟”，开
启了“政府牵头，企业联盟，聚
合力量，精准扶贫”的新模式。

在减贫方式上， 传统的资
助方式和创新的新模式新业态
齐头并进。 企业的帮扶方式日
益多样，从以投资项目、安置就
业、捐款捐物为主要形式，发展
到扶贫车间、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消费扶贫、智力扶贫、互联
网扶贫等新模式新业态， 而且
越来越精准。

中国航油在 2013 年至
2019 年持续帮助盐池脱贫，先
后组织实施了金融扶贫、 整村
推进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社会
事业、同舟共济等六大类 30 多
个小项建设项目。

京东金融集团通过扶贫众
筹的互联网模式， 为贫困县提
供产品包装、销售服务，以订单
形式解决贫困县产品上行问
题，帮助贫困县打造地标产品、
少数民族特色产品、 残疾人就
业帮扶产品。

2019 年， 携程壮美山河扶
贫频道上线。 携程集团输出了
资金、资源、专业人才、技术、产
品等助力贫困地区发展旅游经
济，实现脱贫目标。

促进各类人群福祉

在养老领域， 企业的关注
重点开始从偏重经济效益的养
老地产向关注老人健康生活的
社区服务转移， 着力探索中国
社会化养老新路。

以社工、 社区和社会组织
的“三社联动”为基础，香河大
爱城依托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美好社区计划” 专家团队，充
分发挥社区居民主体作用，激
发社区活力， 打造了全国首家
美好社区计划实践创新基地。

荣华乐养通过分层级搭建
大中心小散点的网格化布局模
式， 依托照护型机构的后台支
持及敷设站点的延伸， 为长者
提供一站式多维度养老服务，
成为长者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提
供者。

在妇女工作领域， 单纯的
资助开始让位于多方位的赋
能， 单一的项目实施让位于网
络生态搭建， 企业越来越多地
把受助妇女视为具有动能的独
立主体。

欧莱雅“美丽事业，美好人
生” 公益培训项目始终锁定城
乡贫困女性群体的“教育脱贫”
工作。 项目不仅为贫困妇女姐

妹传授了生存的技能， 还为参
加公益培训的妇女姐妹解决创
业、就业难题。

唯品会“唯爱·妈妈+幸福
赋能计划”积极探索“互联网+
公益”， 整合互联网服务渠道、
电话热线服务以及线下综合服
务， 通过携手公益伙伴， 在心
理、法律咨询、健康保障支持、
社会倡导等方面不断赋能单亲
妈妈群体，打造了“唯爱·妈妈+
幸福公益生态”。

在疾病救助领域， 医药行
业的表现十分突出。 从健康知
识普及、义诊筛查、培训到药品
资助、手术减免、大病救助，各
种与医药相关的公益项目被开
发出来，并不断升级换代。

爱尔眼科发起了“你是我
的眼———角膜盲症救助计划”，
推动社会各界关注角膜捐献，
参与角膜捐献， 帮助罹患角膜
盲症、 需要角膜移植的贫困病
患恢复光明。

复星集团的乡村医生健康
扶贫项目，打造了健康扶贫“五
个一”工程，开启了乡村医疗智
能化模式， 通过驻点扶贫的方
式构建“零距离”守护乡村医生
的网络。

在助残领域， 精准帮扶成
为企业的共同选择。 企业发起
的相关公益项目没有贪大求
全， 而是着眼于特定残障人士
的需求持续推进。

以听障人群为例， 辉瑞的
“美丽新声”关爱、援助贫困听
障儿童项目， 通过企业和员工
的共同努力， 资助并陪伴北京
莎利文康复中心的贫困听障儿
童，帮助无声世界的宝贝发声。

中粮可口可乐发起的“在
这里， 在乎这里———青年大学
生成长赋能计划” 则为听障类
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帮扶， 让他
们尽可能获得公平的就业指
导、培训和工作机会。

在职业关怀方面， 环卫工
等一线普通劳动者引起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放自有资源为他们提供多种
多样的暖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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