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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 宁夏宝丰集团
燕宝慈善基金会 2022 年燕宝奖
学金发放仪式在宁夏银川举行，
新增捐资 6 亿元，为 14.25 万名
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 11 年
来， 基金会持续专注教育助学，
已累计捐资 33.03 亿元， 资助
30.17 万人，为 30 多万个家庭减
轻了经济负担， 已有 17 万人走
上工作岗位。 该基金会教育助
学已覆盖宁夏全区，是全
国唯一一家对全省区大
学生进行奖励资助的基
金会，以实际行动彰显了
新时代民营企业的责任
担当。

宝丰集团作为宁夏
优秀民营企业代表，厚植
家国情怀，坚持“用心做
企业、用爱做慈善”，以燕
宝慈善基金会为平台，每
年拿出企业 10%的利润
注入基金会，长期投身以
教育助学为重点的公益
慈善事业，积极传递社会
正能量。 基金会通过实施
教育助学，发挥教育杠杆
作用，撬动青年学子的内

生动能， 帮助他们树立远大志
向，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家庭
的顶梁柱和国家富强、 民族复
兴、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

今年，燕宝慈善基金会继续
对已获“燕宝奖学金”未毕业的
学生进行奖励资助，对考上大学
的所有宁夏籍本科新生进行奖
励资助，每人每年 4000 元，直至
完成学业。 同时，基金会还将新

增资助宁夏籍 10000 名职业院
校学生及 3500 名高中新生，持
续为巩固地方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我们的教育助学不仅要继
续做下去， 而且还要做得更好，
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不负党和
政府的信任与期望。 ”宁夏宝丰
集团董事长、燕宝慈善基金会理
事长党彦宝表示。 （辜哲）

8 月 17 日
22 时 25 分 ，青
海省西宁市出现
强降雨。 至 8 月
18 日零时许，西
宁市大通县青林
乡、 青山乡瞬间
强降雨， 引发山
洪，造成泥石流，
致使河流改道漫
溢， 两个乡镇 6
个村 1517 户 6245 人受灾。

经过灾情评估， 根据受灾
地区实际需求及青海省红十字
会申请，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
急启动“天使之旅-驰援青海山
洪救灾行动”，在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温暖家园项目支持下，
从甘肃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
心紧急调拨 1000 只“赈济家庭
箱”驰援青海山洪受灾地区。 此
次捐赠的“赈济家庭箱”内包括
口罩、被子、卫生纸、肥皂、牙
膏、牙刷等防疫和生活物资，已
于 8 月 19 日清晨运抵西宁市大
通县城关镇大通一中集中安置
点， 并陆续发放至受灾群众手
中， 帮助他们解决灾后应急所

需，助力青海抗洪救灾工作。
据了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赈
济家庭箱” 诞生于 2012 年云南
彝良地震灾后救援。 该项目秉
承“一箱救灾物资，一户受灾家
庭，一周应急生活”的理念，以
家庭为单位， 配置保障受灾群
众灾后生活的必需品， 保障一
户三到五口人一周的应急生活
基本需求， 通过标准化的物资
采购和完整的发放体系为受灾
群众提供专业的援助服务。

截至 2022 年 8 月， 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已向受灾地区发放

“赈济家庭箱”240907 只， 覆盖
我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和两
个国家。 （皮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驰援青海山洪
受灾地区 1000只“赈济家庭箱”

新增捐资 6亿元，累计捐资 33.03亿元
宁夏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助 30余万名学子圆梦

”15 笔上亿元
10 笔过 5000 万元

捐赠金额在亿元及以上的
有 15 笔， 总额达 226.8 亿元，涉
及医疗、 教育和乡村振兴等领
域。 捐赠金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 (不含 )的共 10 笔，总额达
56101 万元， 其中 6 笔投向教育
领域。 无论是单笔最大捐赠金额
还是捐赠笔数，7 月捐赠都创下
了上半年以来新高。

这其中，最大一笔捐赠出现
在医疗领域。 7 月 30 日，爱尔眼
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未来
十年捐资 200 亿元，助力打造可
持续眼健康公益生态，构建一个
覆盖更广泛人群的眼健康公益
生态圈，推动系统性解决眼健康
问题。

记者了解到，200 亿元捐赠
资金将通过公司成立的两家公
益基金会进行运作：计划通过爱
眼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 亿元，支

持眼健康公益事业；计划通过湘
江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 亿元，支
持眼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

其次是高校捐赠。 河南农业
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武汉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等五所大学出现 6
笔亿元及以上捐赠。

值得一提的是，牧原股份董
事长秦英林向母校河南农业大
学捐赠 10 亿元。 该笔捐赠用于
共建农大牧原畜牧产业联合研
究院，提升养猪业全产业链发展
水平，推进猪肉产业链上下游信
息化、人工智能和产业互联网发
展，助推河南农业大学创建世界
一流农业大学，夯实河南农业基
础，支撑产业发展。

高校以外， 还有 3 笔亿元
捐赠投向教育领域， 分别是达
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福建省
泉州市惠安县教育发展捐赠授
牌大会上认捐 1 亿元， 陕西大
德投资集团向陕西省慈善协会
捐赠 1 亿元， 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计划持续三年向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捐赠共计 1 亿元的
现金及物资。

另外， 根据广东省扶贫基金
会发布的 2022 年“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认捐情况统计，有 4 笔亿
元及以上大额捐赠，包括：深圳市
同心慈善基金会首席理事长李贤
义以个人名义捐赠 2 亿元； 星河
湾集团有限公司认捐 2 亿元；杨
国强、杨惠妍、碧桂园集团共同认
捐 2.2亿元；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认捐 1亿元。

再有是助残领域。 鸿星尔克
宣布从 2022 年到 2024 年向福建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 1 亿
元款物， 用于帮助困难残疾群
体。 值得一提的是，鸿星尔克向
该基金会捐赠并非首次。 双方从
2013 年开始合作，鸿星尔克已向
困难残疾人家庭捐赠累计 1.8 亿
元物资并发放完毕。 这也是鸿星
尔克继去年 7 月宣布捐赠 5000
万元驰援河南后，再次因为捐赠
上热搜。

63 笔千万元捐赠
总额超 10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捐赠金额在
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不含)的
共 63 笔， 总额达 101635.64 万
元。 其中，16 笔发生在 2022 年广
东扶贫济困日暨全社会助力乡
村振兴活动，总额达 28127 万元；
35 笔千万元捐赠投向教育领域，

总额达 56700 万元；5 笔捐赠投
向抗疫领域，总额达 6272.64 元；
7 笔捐赠投向其他领域， 总额达
10536 万元。

可以看出，教育领域尤其高
校捐赠， 再次成为主要捐赠方
向，尤其高校大额捐赠整体呈上
升态势。 其中，围绕一些百年名
校的校庆活动也产生了多笔大
额捐赠， 不乏亿元及以上捐赠。
值得关注的是，7 月有 3 笔亿元
捐赠捐给农林类院校，且捐赠人
均来自农业企业。

数据显示，除去爱尔集团向
医疗领域注入的 200 亿元捐赠，
剩余捐赠资金里，投向教育领域
的捐赠达 50 笔， 金额约 27.6 亿
元，占比 64.9%；投向乡村振兴领

域的捐赠达 23 笔， 金额约 11.8
亿元，占比 27.6%；剩余捐赠投向
扶老、助残等领域。

此外，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
动和泉州市惠安县教育发展捐
赠授牌大会的成果来看，由地方
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的捐
赠倡导活动具有较大潜力，能很
好地调动捐赠人的积极性。

据《公益时报》分析，2022 年
1 月到 5 月， 大额捐赠总额徘徊
在 14 亿元以下， 直到 6 月首次
出现明显回升。具体来说，6 月的
捐赠笔数相比 5 月大幅增加，捐
赠总额达 5 月的两倍；相比 6 月
的 51 笔捐赠和近 30 亿元捐赠
额，7 月的捐赠笔数及总额也大
幅增长。

7月大额捐赠：

捐赠笔数及捐赠总额均刷新上半年纪录
■ 本报记者 吴丽萍

据统计，2022 年 7 月共有 88 笔来自企业、个人的千万元及以
上大额捐赠（含承诺捐赠），总额约 242.6 亿元。 继 6 月明显

回升后，7 月大额捐赠的捐赠笔数和额度均大幅上涨，打破了上半年
以来的纪录。

用途方面，除去爱尔眼科计划向医疗领域注入的 200 亿元，剩余
捐赠资金里，投向教育领域的捐赠达 50 笔，金额约 27.6 亿元，占比
64.9%；投向乡村振兴领域（均发生在广东扶贫济困日 ）的捐赠达 23
笔，金额约 11.8 亿元，占比 27.6%；其他捐赠投向了抗疫、扶老、助残
等领域。

7 月 6 日，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向母校河南农业大学捐赠 10
亿元（图片来源：河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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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驰援青海山洪受灾地
区“赈济家庭箱”起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