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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捐赠持续涌现 助推行业发展增速

2022 年，乡村振兴、高等教育、科学
研究及青年人才培养等，成为企业大额
捐赠主要关注点。 尽管面临生存和转型
压力，一些企业坚持创新，实现逆风成
长，并通过新的方式积极响应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

如， 自 2021 年开启直播带货后，经
过不到一年时间的探索，新东方直播卖
农产品在 2022 年成为现象级事件，引发
持续关注和讨论，也为企业助力乡村振
兴开辟了新路径。 事实上，一直以来，乡
村发展及乡村教育都是新东方关注的
重点公益领域。 此次转型，除了通过直
播带货、打造农产品电商平台等方式增
加农民收入，新东方还希望发挥自身在
培训和在线技术方面的优势，多途径推
动农业产业升级，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更多企业家已经从早期关注家乡
教育事业，开始转向支持高等教育和科
学研究，企业及企业家等社会力量创办
大学逐渐成为潮流。 2022 年，福耀科技
大学（暂名）、滨州理工大学、东方理工
大学（暂名）等三所由社会力量捐建的
大学均公布了最新进展，为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2022 年 2
月，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宣布启动“小

米青年学者” 公益项目， 计划捐赠 5 亿
元， 分 5 年支持 100 所高校的科研青年
人才；12 月， 该基金会与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签约， 计划捐赠 5
亿元，双方联合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
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重点支持北
京市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
领域的基础研究。

2022 年 11 月， 由腾讯公司发
起成立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正式
宣布落地深圳，独立运营新基石研
究员项目。 腾讯公司将在 10 年内
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
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
心基础研究、实现“从 0
到 1” 的原始创
新。 不论是
在投入金额
还是在关注
领域， 此举都值得观察
和期待。

实际上， 除上述领
域， 企业公益版图也在
不断拓展， 关注领域越
来越多元， 以往一些被
认为是小众的议题也被
提升至新的高度。

2022 年 2 月，腾讯发布《碳中和目
标及行动路线报告》，宣布开始“净零行
动”。 腾讯承诺不晚于 2030 年实现自身

运营及供应链的
全面碳中和；不
晚于 2030 年实
现 100%绿色电
力。 紧接着，阿里

巴巴（中国）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的杭州

众碳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布局技术
研发，关注双碳技术的市场运用。

2022 年 11 月， 在第二十七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被认为是中央企业
首份绿色低碳发展报告的《国家电网绿
色低碳发展报告》正式发布，向国际社
会展示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成效与贡献。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完
善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已成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企业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还
需强化责任意识，完善治理水平，

回应社会诉求， 不断推
动企业公益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迈进。

（皮磊 张明敏）

紧跟时代发展需求 公益版图更加清晰

（上接 08 版）

从捐钱、捐物到捐赠不动产，再到捐
赠股权、分红收益等，近年来企业参与慈
善事业的方式越来越多元，渠道更加便
捷畅通。

继 2021 年安踏丁世忠家族宣布捐
赠 100 亿元股票和现金后，2022 年又有
数家企业发布百亿公益捐赠计划：爱尔
眼科计划 10 年捐资 200 亿元，助力打造
可持续眼健康公益生态；魏桥创业集团
计划 20 年捐资 100 亿元，助力滨州理工
大学发展。其中，爱尔眼科将 200 亿元通
过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湖南省湘江公
益基金会进行运作，具体用于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专项基金、全球眼科科研大
奖、眼科医学院等领域。

时间跨度长达 10 年乃至 20 年，
百亿捐赠的落实更考验企业战略规划

能力。
此外，大手笔股权捐赠也是 2022 年

企业公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022年年初， 开能健康集团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瞿建国宣布将自持的开
能健康 26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捐
赠给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基金会。 捐赠
完成后， 捐赠方瞿建国持有公司股份由
38.90%减至 34.32%， 受赠方建国基金会
持有公司股份由 1.22%增至 5.8%。

2022年 6月，赛意信息公告称，公司
第二大股东美的投资拟将其持有的全部
10.54%的赛意信息股份无偿捐赠给广东
省和的慈善基金会。 截至 6 月 21 日收
盘，赛意信息股价报 23.7 元/股，总市值
为 94.42 亿元，若按此计算，本次美的投
资捐赠的股份对应市值将近 10亿元。

2022 年 8 月，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李柯宣布将其持有的公司
50 万股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给比亚
迪慈善基金会，用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开展关爱血液疾病相关公益项目。 按市
值计算， 此次捐赠的股份价值约为 1.62
亿元。

分析发现， 上述捐赠受捐方均为企
业或企业家成立的基金会，这一方面大
大推动了企业公益发展，促使其更为积
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让基金
会获得了更为充裕的资金，为基金会提
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让基金会运作向
着专业化、持续化发展。

除了股权捐赠， 用商业手段解决社
会问题、 以优先追求社会效益为根本目
标的社会企业也在 2022 年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
2022 年 7 月，四川省天府股交中心

设立和运营的“社会企业板”正式开板，
旨在让以社会问题为解决目标的企业
发展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对接，这在
全国股交行业尚属首创。 天府股交“社
会企业板”将为川藏地区社会企业与全
国乃至全球投资者提供以直接融资为
主的平台和主要渠道，借助天府股交私
募证券交易场所的功能和作用，为社会
企业提供企业挂牌展示、股票挂牌注册、
股票发行、债券发行、股票交易转让、股
权估值、 协办贷款等各项服务。 截至开
板当日，挂牌企业已达 24 家，正式挂牌
企业 16 家、预核准挂牌企业 8 家，拟申
请股票挂牌的企业 6 家， 天府股交社会
企业展示专区的展示企业 105 家。

●阿里巴巴集团
2022 年， 阿里巴巴持续推

进“热土计划”，从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科技振兴、脱贫成果巩
固等方向推出 18 条乡村振兴
新举措； 通过电商架起城乡经
济桥梁、 助力增强乡村价值链
基础能力、 人才振兴助力乡村
可持续发展等措施， 不断探索
助力乡村振兴的数字经济之
路。 同年，阿里巴巴助力乡村科
学发展的 “互联网+乡村振兴”
新实践案例入选第三届全球减
贫案例。

●爱尔眼科
2022 年， 爱尔眼科发布公

益战略，计划未来十年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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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笔具有重要意义的百亿级捐
赠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爱尔眼
科持续开展眼健康公益行动 ，
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 “眶护光
明”公益救助基金，为需要帮助
的眼眶病患者群体开展帮扶。

●安踏集团
2022 年 ，安踏集团持续以

体育公益的形式参与乡村振
兴 ，助力共同富裕 。 自 2017 年
启动至今 ，安踏 “茁壮成长公
益计划 ”累计投入现金及物资
超 6.6 亿 元 ， 覆 盖 31 个 份
10000 余所学校 470 余万名青

少年 。 由安踏集团捐赠 20 亿
元建设的福建和敏医院项目
建 设 用 地 于 2022 年 获 得 批
复 ，标志着安踏集团创始人及
其家族捐资 100 亿元的 计 划
正逐步成为现实 。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秉承

“根植本土、服务本土”理念，履
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 2022
年， 发起面向全社会的第五届
公益项目征集活动， 对最终公
示的 26 份申请提供近 1000 万
元资助。 此前，博世中国慈善中
心已携手公益伙伴，在 29 个省
级行政区运作超 230 个公益项
目，累计超 40 万人受益。

●百胜中国（Yum China）
百胜中国一直秉持 “仁心

正行”的价值观，以向善之心积
极回馈社会。2022 年，通过旗舰
项目“捐一元”改善乡村儿童营
养健康， 推动乡村数字化教育
发展 ；通过 “扶业计划 ”持续赋
能地方经济， 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 此外，其还发起“万份心意，
万分感恩”爱心行动，用暖心美
食致敬一线抗疫医务人员。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泡泡玛特坚持以 “创造潮
流 、传递美好 ”为品牌使命 ，不
断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

理念与公司经营相结合。 携手
伙伴共同构建可持续绿色供应
链，支持濒危物种保护，助推脱
贫地区增收， 开发联名款公益
产品，用行动传递正能量，持续
深入慈善领域各角落。

●传化集团
传化集团在“三区三州”等

地区发起 “健康扶贫行动”，援
建千村“安心卫生室”。 截至目
前 ，其援建了 1037 所 “安心卫
生室”和一所“安心卫生院”，远
程培训村医近 5000 人次；开发
“安心医家 ”线上平台 ，探索出
村卫升级、 村医赋能增收双向
推进的健康扶贫新模式。

（下转 10 版）

2022公益企业 （按名称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