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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钢集团的家国情怀：

捐 5000 万元关爱退役军人

捐赠 5000 万元

日钢集团党委书记闫秀训
代表集团向中国退役军人关爱
基金会捐赠 5000 万元。 退役军
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孙绍骋
向集团颁发捐赠证书。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武警部队原上将政治委
员、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名
誉理事长孙思敬出席。 部党组成
员、 副部长马飞雄主持捐赠仪
式。

马飞雄对日钢集团支持退
役军人工作的捐赠给予肯定和
感谢。 他强调，要引导社会各界
共同关爱退役军人、支持退役军
人工作，广泛汇聚力量，为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置
司原司长、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
金会理事长包丰宇，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
益时报》社社长、中国退役军人
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京，国家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中国退
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秘书长张培
祥，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
书记、厅长时培伟，日照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树
登，京华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薛健、副总裁王立飞等共同
出席，见证了捐赠仪式。

18 岁的成人礼

闫秀训在现场表示，退役军
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过重
要贡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
防汛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中，他们坚守军人本色，以切实
行动持续发挥作用。 近年来，随
着退役军人工作发展，社会各界
关心关爱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的氛围日益浓厚。 关爱军
人、尊重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日钢集团愿意用行动践
行民营企业责任担当，让退役军

人的光荣延续绽放，让军人职业
得到切实尊崇。

建成于 2003 年的日钢集团，
目前是山东省最大的千万吨级
民营钢铁企业。 在市场形势持续
低迷的环境下，日钢集团保持了
连续 12 年盈利的良好态势，盈
利能力和外经贸水平居全国前
三，并已连续 10 年跻身“中国企
业 500 强”。

日钢集团在快速发展，用
“日钢速度” 不断为社会创造物
质财富的同时，将公益慈善理念
融入企业文化，一直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创造着精神财富。

在 18 年后的现在， 日钢集
团继续责任担当， 用捐赠 5000
万元关爱退役军人的方式，送
给自己一份成人礼。值得一提的
是，在今年的 1 月 19 日，日照钢
铁慈善基金会成立， 用更加专
业和制度化的方式做慈善，每
年将投资 5000 万元用于各类慈
善活动。

早在 2008 年， 日钢集团就
“亿“捐成名。 2008 年，汶川地震
激起全社会捐赠热情，截至 2008
年 12 月， 全国接收各界地震捐
赠款物 751.97 亿元。日钢集团在
当年捐赠 1 亿元给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用于救助灾区儿童后，
又再捐 1 亿元为灾区孩子建“安
康家园” 等， 并同时承担了 712
名灾区儿童从小学到最高学历
的所有费用。

总捐赠超 9 亿

以捐赠速度快、 数额大、持
续性捐赠等特点，日钢集团成为
当时大额捐赠企业里最有代表
性的企业; 日照钢铁的捐赠也成
为中国儿基会成立 30 年来一次
性投入最大、 时间跨度最长、救
助孩子最多的项目。 日钢集团的
捐赠壮举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巨
大轰动。

日钢集团开拓性的“亿”元
捐赠，开创了中国企业形式多样
的巨额捐赠时代。 在后续企业如

火如荼、 形式多样的大额捐赠
中，2016 年，随着《慈善法》的颁
布，中国公益事业也进入了有法
可依、规范发展的新时代。

作为大额捐赠的先行者，日
钢集团始终没有停止捐赠的步
伐，多年来在挥洒汗水炼钢的同
时，一直在播种爱心和希望。 无
论是在养老、教育、乡村振兴、医
疗健康等领域，还是在发生突发
灾难时，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
石流……， 日钢集团都没有缺
席。 2020 年，为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日钢集团捐款 3500
万元。

践行公益慈善理念已经成
为日钢集团企业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日钢集团把打造爱
心日钢、责任日钢作为企业全面
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多年来日
钢集团已累计投入超 9 亿元用
于公益事业。 日照钢铁在慈善事
业方面的默默付出，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赏。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在创
新社会治理与第三次分配的大
潮中，公益的重要作用被一次次
证明。 相信在国家“十四五”规
划，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也离不开像日钢集团这样
有责任感企业的大力支持。

统筹社会资源

“设立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
金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
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的有力抓手和
重要举措。 ”孙绍骋在今年 5月份
召开的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积极发挥关
爱基金会功能作用，服务好、保障
好退役军人，对于发挥社会力量、
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满足退役军
人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是由民政部登记、退役军人事务
部主管的基金会。 作为国务院批
准成立的全国性爱国拥军社会

组织，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始终坚持善
款善用，把重点关怀与普惠保障
相结合。

孙绍骋指出，中国退役军人
关爱基金会地位特殊、 使命重
大。 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
方向，拓宽视野格局、统筹社会
资源，大胆创新、主动作为，从完
善规章制度、 建强专业队伍、强
化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强和规范
基金会的运作管理， 高标准、高
质量推动基金会发展，引导更多
社会力量支持、参与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工作，进一步浓厚尊崇关
爱退役军人的社会氛围。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
法》中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企

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
依法通过捐赠、设立基金、志愿
服务等方式为退役军人提供支
持和帮助。

发挥社会力量

行政部门、服务体系、社会
力量是推进退役军人工作的“三
驾马车”。 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
方面，社会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目前已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协同
社会力量启动“情暖老兵·关爱
帮扶”公益行动、向中南海卫士
送温暖等活动， 在传播关爱军
人，营造良好的公益文化及理念
方面，取得很好的社会成果。

退役军人事务部在未来也
将继续加强与社会团体、 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的合作，建立
健全协同关爱帮扶常态化工作
机制， 组织动员更多社会力量，
开展更多公益活动，帮助广大退
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问题，着力
营造尊崇军人军属、尊重退役军
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在 8 月 6 日的捐赠仪式现
场，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和
日钢集团共同向全社会发出倡
议：关爱退役军人就是支持国防
和军队建设，希望全社会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以己之力，尽己
所能， 为崇军拥军发一份光，为
强国兴军尽一份责， 聚沙成塔、
积少成多， 在全社会共同支持
下， 不断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
感、归属感、荣誉感，为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徐辉）

� � 8 月 6 日 ，日照钢铁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下称日钢集团 ）在退役
军人事务部向中国退役军
人关爱基金会捐赠 5000 万
元，用于关爱退役军人。 这
是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
会自 2008 年成立以来 ，接
受到的最大的一笔捐赠。

此 次 捐 赠 的 5000 万
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
会将用于支持开展关爱退
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用
于拥军优属、服务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慈
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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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钢集团党委书记闫秀训代表集团向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捐赠 5000 万元。 退役军人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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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合影

� 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和日钢集团共同向全社会发出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