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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金源、恒大、万达、碧桂园

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公益样本

共计捐赠约 354 亿元

4 家房企官网公开信息显
示， 成立至今， 世纪金源、恒
大、万达、碧桂园共计捐赠 354
亿元。

世纪金源集团成立于 1991
年， 为综合性跨行业国际集团，
集团以“房地产居住、星级大饭
店及文旅、大型购物中心、金融
资本运营” 等为大型支柱产业。
创业以来，累计捐赠 60 亿元。

恒大集团是以民生地产为
基础，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为两
翼， 新能源汽车为龙头的世界
500 强企业集团。目前，恒大慈善
捐款超过 170 亿元。

万达集团创立于 1988 年，现
已成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大
型跨国企业集团。 拥有万达广
场、万达影城、万达酒店、万达文
化旅游城、万达宝贝王等中国知
名品牌。 截至 2018 年累计捐赠
超过 60 亿元。

碧桂园集团作为一家自
2007 年就已在香港上市的恒生
指数成分股公司，2019 年的纳税
额已达 702 亿元，累计捐赠额 64
亿元。

创始人出身贫苦

磨难造就英雄。
世纪金源创始人黄如论出

生于福建福州连江县一个小渔
村，小时候家境贫寒。 为了养家，
刚读到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
丧失了继续念书的机会。 种种艰
难的生活让黄如论坚信———打
拼换来幸福生活。

“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
孩子， 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国家每个月的助学金，让我读完
了大学，我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
除精准扶贫外，许家印还积极捐
资助学，用实际行动支持教育事
业的发展。

1998 年，恒大集团创始人许
家印刚创业不久，就在老家村庄
捐赠 100 万元创办小学。 多年
来，许家印向河南周口捐赠累计
16.5 亿元，用于提升家乡当地中
小学教育及医疗水平等。

1958 年，万达集团创始人王
健林跟随父母来到了阿坝州的
金川县生活，小学、中学分别在
金川县东方红小学和金川县中
学度过。

1955 年，碧桂园集团创始人

杨国强生于佛山顺德， 自幼家
贫，17 岁前未穿过鞋。农民出身，
他从来不曾忘记， 小时因为贫
穷， 政府不仅免了他 7 元学费，
还给予 2 元助学金，由此完成学
业并改变了命运。 事业有成后，
他决心尽己所能帮助更多人。

重点关注教育事业

数据显示，4 家地产企业在
捐赠之初，均将捐赠领域定位为
教育并持续至今。 而在教育捐赠
的具体发力上，又将捐赠方向投
向了高校。

2003 年， 世纪金源捐资 2.3
亿元，兴建四年制本科大学福建
江夏学院(一期工程)，开启了教
育扶贫的步伐。 2009 年，捐资 1.2
亿元，兴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
纪金源学校。 随后，创建长沙市
北雅中学，捐资 4 亿元兴建合肥
市第四十八中学南校区、合肥师
范学院附属小学东校区。 2014
年，捐资 2 亿元，帮助兴建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 2015 年，捐资
1000 万元，帮助兴建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大楼； 捐资 3000 万
元，资助内蒙古希望工程“黄如
论基金”。

2019 年，恒大集团向清华大
学捐赠 11 亿元支持学校发展建
设、 教育与科研等各项工作，向
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超 1.6 亿元
帮助贫困学生圆梦，向武汉科技
大学捐赠 1.4 亿元， 向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捐赠 2000 万元， 向中
国科学院大学捐赠 5000 万元。
在广东， 恒大向暨南大学捐赠
3000 万元，向华南师范大学助学
项目捐赠 2000 万元， 通过广东
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赠 3000 万元
援建 100 所少数民族小学，向广
州市教育基金会捐赠 600 万元
资助广州市特困学生和经济困
难的在职教师。

1990 年， 万达集团刚刚成
立，捐款 100 万元建设了大连西
岗区教师幼儿园。 2010 年 10 月，
万达集团捐款 2 亿元建设成都
七中万达学校，这是当时国内中
学教育的最大一笔企业捐款。
2014 年 10 月， 万达集团捐款 1
亿元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广元万
达中学。

2010 年 11 月， 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王健林个人捐款
10 亿元建设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公园，这是当时中华慈善史上最
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

2017 年 9 月，万达集团捐资
3 亿元建设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
院， 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可
容纳 2000 名学生， 学院设施达
到国内一流大专职业学院水准，
专业设置针对万达和丹寨需要，
万达每年择优录取 50%毕业生
到万达就业。

碧桂园更加重视教育扶贫
扶智在促进扶贫、防止返贫方面
的根本性作用，通过创办免费学
校、设立教育助学基金、乡村教
师培训等举措，改变了无数寒门
学子及其家庭的命运。

目前为止，碧桂园已经创办
3 所慈善学校， 分别是国华纪念
中学、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以
及甘肃临夏国强职业技术学校。

抗击疫情身体力行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 ，4 家地产企业均积极践
行企业责任， 设立公益基金抗
击疫情。

2020 年 1 月 27 日， 世纪金
源集团响应中国侨联关于海内
外侨胞为抗击疫情捐赠款物的
倡议，通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毅然捐赠 1.2 亿元， 助力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抗击与防
控。 这笔善款将主要用于疫情所
需的各种紧急救助，为一线提供
坚强的物资与资金支持；并将持
续关注疫情发展，一部分资金对
有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以及受
困者群体，予以进一步关怀和资
助，为疫情后期问题处理或者社
会其它需要提供帮助。

2020 年 1 月 24 日， 恒大第
一时间捐出 2 亿元现金助力武
汉抗击疫情。 3 月 23 日，中国红
十字会官网宣布，恒大已向中国
红十字会捐赠 1 亿元，设立“恒
大国际抗疫援助基金”， 支持开
展国际抗疫人道援助工作。 在抗
疫科研攻坚上，恒大也向中国医
学科学院捐赠 1 亿元用于加快
抗疫药物研发。 同时作为总协调
人，联合钟南山院士团队、哈佛
大学成立中美新冠病毒肺炎科
研攻坚专家组，5 年提供 8 亿元

经费支持科研攻关。
2020 年 1 月 25 日， 万达集

团官网公告，声明大连万达捐助
1000 万元援助武汉。 同时，自 1
月 24 日-2 月 25 日期间，万达商
管集团将对全国各地所有万达
广场的商户租金及物业费实行
全免政策。

2020 年 2 月 13 日碧桂园集
团宣布，在此前捐赠 1 亿元设立
首期新冠肺炎疫情基金的基础
上，通过国强公益基金会追加捐
赠 1 亿元，设立二期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基金。 至此，碧桂园捐赠
设立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基金
规模累计已达 2 亿元。

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

2015 至 2016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陆续发布《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
攻坚规划》 系列减贫脱贫政策，
明确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
本方略，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
开发。

在上述政策指引下，民营企
业在为弱势群体送爱心灯传统
助困事业之外，积极参与、加大
投入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
助困工作。 世纪金源、 万达、恒
大、碧桂园 4 家龙头房企，在自
身企业社会责任中都写入了乡
村振兴一块业务。

2005 年，世纪金源通过福建
省慈善总会助养 3000 名孤儿，
历年资助上万名贫困大学生，捐
款 1 亿元成立非公募基会———
福建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
专门资助患病贫困人口；捐款近
亿元用于边疆穷困山区临沧建
设万亩泡核桃基地，帮助当地农
民饲养 1000 头优良品种奶牛，
让这些缺少经济收入来源的家
庭拥有一步步致富的希望。

2015 年 12 月 1 日， 恒大集
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国
政协鼓励支持下，开始结对帮扶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无偿投入
30 亿元，到 2018 年底实现 18 万
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2017 年 5 月 3 日开始，除大

方县外，恒大集团又承担了毕节
市其他“六县三区”的帮扶工作，
再无偿投入 80 亿元， 共无偿投
入 110 亿元扶贫资金， 并派出
2108 人的扶贫队伍，与当地干部
群众并肩作战，工作到村、包干
到户、责任到人，到 2020 年底帮
扶毕节全市 100 多万贫困人口
全部稳定脱贫。

截至目前， 已捐赠到位 75
亿元，已协助毕节各级政府帮扶
90.5 万人初步脱贫， 大方县、黔
西县、七星关区、织金县已脱贫
摘帽。

2020 年， 恒大还要协助毕
节各级政府帮扶 12.5 万人稳定
脱贫。

2014 年，万达集团开始包县
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创
新推出长、中、短期结合，教育、
产业、 基金并举的扶贫模式，总
捐资投入 23 亿元，建设“产业扶
贫基金”、“旅游小镇”、“职业技
术学院”三大扶贫项目。 创造“企
业包县，整县脱贫”的精准扶贫
模式，带动全县 3.38 万贫困人口
脱贫。

丹寨万达扶贫产业基金规
模 5 亿元， 每年分配 5000 万
元。 对鳏寡孤独、重病重残等丧
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给予兜底
帮扶， 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展产业。

丹寨万达小镇是万达帮扶
丹寨的核心项目， 捐资 13 亿元
建设，建筑风格苗侗特色，配套
建设四星级酒店、 会议中心、锦
秀剧场、多厅电影院、儿童娱乐
等设施，引入丹寨特色的民族手
工艺、苗侗美食、苗医苗药等内
容， 打造一站式苗侗文化体验。
2018 年游客超 500 万人次，带动
全县旅游收入超 37 亿元， 帮助
1.28 万贫困人口增收。

不同于大多数企业捐款捐
物、间接参与，碧桂园探索出了
一条精准扶贫之路，即通过党建
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
扶贫，并力推消费扶贫，帮助贫
困地区建立可造血、 可复制、可
持续的精准扶贫新路子。 2018
年，碧桂园正式将扶贫事业确立
为集团主业之一。

2018 年 5 月 20 日，碧桂园、
国强公益基金会启动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行动，结对帮扶全国 9
省 14 县。 迄今为止，碧桂园扶
贫帮扶项目已涉及 16 省份 57
个县 (市、区 )，其中整县帮扶全
国 9 省 14 县，聚焦 33.7 万建档
立卡贫困户，推进可造血、可复
制、可持续的“4+X”精准扶贫长
效机制。

2020 年，脱贫攻坚已进入攻
城拔寨、全面收官的阶段，凝聚
社会力量、发挥市场作用更显得
尤为重要。 民营企业在探索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方面已有许多创
新实践，让贫困地区优势资源与
市场接轨， 助力贫困户精准脱
贫，不再返贫，成为民营企业的
责任与担当。

� � 由于具有行业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关联行业多等特点，20 多
年来，房地产企业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于我国
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责任理念的逐步深入，房地产企业开始参
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 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能力使其在慈善领域同
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地产头部企业，世纪金源 、恒大、万达 、碧桂园 4 家
格外引人关注，捐赠数额高、扶贫方式多、呈现效果佳成为吸睛的
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