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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从 1983 年创业到现在，有 37 年了，从 1983 年开始做
慈善，到今天为止，总共捐了 160 多亿元，花掉 60 亿

元了，我捐的股票还没有变现的 100 亿元在那里。
我们在十年中间总共资助大学生 22.29 万人，涉及宁夏的

22 个市县、193 个乡镇，和 2500 个行政村，总共捐助的额度有
22.83 亿元。

十多年来，共投资 280 多亿元，推进扶贫项目 90 多个，深
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1 月 20 日，国新办举行‘万企帮万村’民营企业家代表中
外记者见面会。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宁夏宝丰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彦宝，正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总裁
林印孙等在回答记者关于扶贫工作的提问时分别给出了上述
数据。

自 2015 年 10 月，中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等共同启动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以来，全国已有近 11 万家民营企
业精准帮扶 12.71 万个村，带动和惠及 1500 余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参与规模之大、帮扶范围之广、投入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 本报记者 王勇

曹德旺 160多亿、党彦宝 22.83亿、正邦 280多亿……

近 11万家民营企业投入精准扶贫行动
曹德旺：
为什么捐这么多钱

据曹德旺介绍，他从 1983 年
创业到现在，有 37 年了，从 1983
年开始做慈善， 到今天为止，总
共捐了 160 多亿元，花掉 60 亿元
了， 他捐的股票还没有变现的
100 亿元在那里。

那么，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
钱，图什么呢?

曹德旺表示：“如果没有改
革开放，就没有我福耀这个发展
的平台，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出
于对中国政府的感激和感恩，我
把我口袋里的钱跟社会来共享，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中国的文
化里面，我们受的教育，叫义利
兼济，你赚了钱，同时要承担社
会责任。 国家现在贫富两极拉开
的时候，我们作为企业家，应该
坦诚地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你
不要贪得无厌，如果贪得无厌的
话，社会不和谐的话，你生意也
难做，这是我捐赠的真正目的。 ”

回顾几十年的创业之路和慈
善之路，曹德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呢?他强调：“我感受很幸福。 我认
为做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就走到哪
里都受到人家的尊重，这是最大的
幸福，我很自豪地说，我在国内和
国外都受到各界对我的尊重，所以
做慈善我感觉到是太美的事情。 ”

曹德旺在见面会上还对年
轻的企业家提出建议： 第一，我
们不要勉强， 企业先把企业做
好，做好你当下的企业，管好你
门前的事情，是最大的善。 第二，
多施以社会微笑，能够举手之劳
解决的，尽量帮人家解决。 这些
东西能够形成，真正实现我们共
同的愿望， 人间充满了真善美，
就是这个意境。

党彦宝：十年资助大学生
22.29 万人

据党彦宝介绍，他们在十年

中间总共资助大学生 22.29 万
人， 涉及宁夏的 22 个市县、193
个乡镇，和 2500 个行政村，总共
捐助的额度有 22.83 亿元。

那么，党彦宝究竟是如何实
施精准教育扶贫，让孩子们能从
大山里走出来呢？

据党彦宝介绍， 宝丰集团在
2010年开始做教育扶贫， 并设立
了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实施教育
扶贫项目。 具体说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对宁夏深度贫困的
九个县区和五个乡镇所有的大
学生进行全覆盖、 无差别化资
助。 只要是这九个县区和五个
乡镇考上大学的， 不分贫富都
资助。

第二是把助学金改成奖学
金。“助学金”给人的感觉是家庭
比较贫困，需要帮助，但是“奖学
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奖学金
给贫困孩子解决了上学问题，也
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对家庭条
件好的孩子埋下一颗爱的种子，
让爱继续传递。

第三是持续关注被资助学
生就业问题。 在教育扶贫期间
还开办课程 ，通过宣传 ，给学
生做就业引导。 目前，资助的
学生毕业上班的已经有 12 万
人，有做公务员的，有自己创
业的，也有打工的，还有很多成
为产业工人。

正邦：投资 280 多亿元
推进扶贫项目 90 多个

据林印孙介绍，工商联号召
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正邦积
极行动，成立扶贫部，统筹全集
团的各个分、子公司，特别是在
边远地区的分、子公司，跟周边
贫困村对接，因地制宜去找产业
扶贫的结合点。 十多年来，共投
资 280 多亿元，推进扶贫项目 90
多个。

通过不断打磨、 不断优化，
正邦打造了“四提供两担保”产
业扶贫模式：提供种苗、提供饲

料、提供兽药、提供技术，“两担
保”是向银行担保给他钱，保价
回收。

“这充分解决了农民不敢
养、不会养、无钱养的问题，我们
把这个模式总结之后就去推广，
农民尝到甜头了， 快速地响应，
不断复制，不断优化，不断迭代，
越做越优，越做越到位。 ”林印孙
表示。

比如有的农户原有几十头
猪， 由正邦跟银行贷款担保，让
他把规模做起来，由原来的几十
头，变成存栏一千头，年出栏两
千头，正邦全收，确保他至少有
两百元一头的毛利，这样预计一
年纯收入 40 万元。

“扶贫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也开
心，他们赚了钱，他们幸福快乐，
我们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包括我
们的员工，都非常赞同，也愿意
投入进去。 ”林印孙强调。

万企帮万村行动
成果超出预期

像福耀集团、 宁夏宝丰集
团、正邦集团这样参与“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民营企业
还有很多。

2015 年 10 月，中国工商联、
国务院扶贫办等共同启动“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提出的
目标是力争用 3 到 5 年时间，动
员全国 1 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
与，帮助 1 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
脱贫进程。

五年过去了，实际上“万企
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的参与
度、覆盖面都超出预期。

11 月 12 日， 国务院扶贫办
党组书记、 主任刘永富在全国
“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现
场交流会暨先进民营企业表彰
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

参与行动的企业从 2016 年
的 2.65 万家增加到今年的 10.95
万家， 帮扶的贫困村从 2.1 万个

增加到 6.89 万个，参与企业遍布
全国。

参与行动的企业累计投入
帮扶资金 1068 亿元，其中产业投
入 916 亿元，公益投入 152 亿元，
平均每村 394 万元。

刘永富表示， 五年来，“万
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创新
性、实效性超出预期，有 4 个突
出成效。

一是带动了贫困人口增收
脱贫。 企业的介入，有效解决了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困难，贫
困群众直接参与生产、 加工、销
售、管理等，增加了收入，提升了
能力，激发了动力。 据初步统计，
“万企帮万村”行动累计吸纳 79.9
万贫困人口就业。

二是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 民营企业积极参加在“三
区三州”组织开展的招商引资活
动，累计签订项目 786 个，投资
金额 3727 亿元， 捐款捐物 5 亿
多元，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加快
发展。

三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万企帮万村”行动践行了
“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思想，
得到民营企业广泛响应，在全国
范围迅速有效组织实施，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够做到。

四是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
“万企帮万村” 行动是双向受益
的事业。 企业在帮扶过程中助推
了贫困地区产业升级，也拓展了
企业发展空间。 企业家在帮扶过
程中，亲身感受贫困群众的艰辛
不易，亲自体察扶贫干部的辛勤
付出，亲眼目睹贫困地区的巨大
变化，亲耳聆听广大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高度评价，实现了自我教
育和自我提升。 贫困群众在与企
业家的交往中，感受到了企业家
的奉献精神、拼搏精神，激发了
依靠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

“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政治、
经济、社会效益，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已经成为社会扶贫的

标志性品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永富强调。

还要坚持做下去

“万企帮万村”行动的目标
已经达成，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刘永富指出，脱贫攻坚只是
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巩固脱贫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
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
继续发挥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

一是确保善始善终。 国务院
扶贫办将会同全国工商联等有
关方面，一如继往做好协调服务
和保障工作。 脱贫攻坚胜利在
握，但仍不能松劲懈怠。 正在进
行的帮扶项目要保质保量完成
任务，善作善成。 已经完成的项
目要查漏补缺，巩固提升。

二是加强总结宣传。“万企
帮万村” 行动开展五年多来，影
响越来越大、 效果越来越好，涌
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和感人事
迹，探索出了一批成功经验和有
效做法， 我们要认真总结表彰，
做好宣传，不断提升“万企帮万
村”行动的吸引力凝聚力。

三是巩固拓展成果。 脱贫攻
坚成果还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只
有在未来工作中巩固拓展了，才
算真正打赢了。 希望民营企业继
续发挥优势， 在产业扶贫上帮，
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持续发
展，健全带贫机制。 在就业扶贫
上帮， 促进脱贫人口提升技能，
实现稳定就业。 在消费扶贫上
帮，实现互利共赢，打造民营企
业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新亮点。

四是建立长效机制。“万企
帮万村”行动要坚持做下去，结
对帮扶关系要保持总体稳定，
工作重心逐步转到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上来， 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 ，接续推进脱
贫地区发展， 帮助脱贫人口逐
步致富。

“万企帮万村”民营企业家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