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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集团
自 2021 年 11 月被指定为

第三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以来， 其结合抖音短视频、今
日头条、 西瓜视频等特色产品，
推出 “DOU 爱公益日 ”等一系
列活动，积极探索短视频 、直播
等新的筹款和传播方式，高效连
接公益信息与社会资源，助力公
益事业发展。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始终

秉承“成为中国可持续和负责任
的企业公民典范 ”愿景，聚焦低
碳未来、教育、经济赋能三大战
略领域，发起“点滴众爱”员工志
愿者项目 。 2021 至 2025 年 ，追
加逾 2 亿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基金，全方位助力中国生态环境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德龙钢铁集团
近年来，德龙钢铁从坚持绿

色低碳、 推进智慧工厂建设、共
建“一带一路 ”、强化创新驱动 、
实施战略慈善等方面 ， 持续深
耕 、发力；在推进企业和行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探索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路径，
和员工一起参与公益，传递善意
与温暖，让社会更美好。

●东鹏饮料
从医疗援助、紧急救灾到乡

村振兴，东鹏饮料持续探索公益
之路。 2022 年，捐赠 800 万元成
立东鹏饮料公益基金会；连续三
年资助韩红爱心基金会 1500 万
元，开展 “百人医疗援助 ”；牵手
姚基金支持 110 所乡村小学体
育教育；为因疫情受困的货车司
机送出价值 2400 万元的产品。

●贵州茅台集团
在捐资助学、助力教育事业

发展方面，贵州茅台从未停下脚
步。 2022 年 11 月，贵州茅台向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1
亿元， 用于开展 2022 “中国茅
台·国之栋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公益助学活动。 自 2012 年以
来， 贵州茅台已持续 11 年每年
捐赠 1 亿元助学，捐赠规模和持
续时间超过很多助学项目。

●京东集团
2022 年 5 月， 京东集团对

外发布《2021 年环境、社会及治
理报告》， 全景展现了京东集团
上一年度在 ESG 方面的表现 。
报告显示，京东在推动高质量就
业、聚焦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2022
年， 京东集团在推动员工共富、
提升员工福利方面不断发力，如
为基层员工设立住房保障基金、
扩充员工子女救助基金规模等。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作为产业援藏和

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洋河股份
与拉萨市政府签约的拉萨朗热
酒村开工，总投资达 10 亿元。项
目建成后，将创造就业岗位 500
个，年产值 10 亿元。 公司以“梦

想文化”为主题，在公益助学、抗
疫救灾、助力航天 、乡村振兴四
大领域开展公益行动。

●联想集团
2022 年 4 月， 联想将社会

价值与技术创新、服务为导向的
转型并列为三大支柱，确保公司
能够成功穿越周期，实现可持续
发展。 在这一理念支撑下，联想
聚焦 ESG 领域， 用科技创新的
手段推进数字化、 低碳化转型，
为民生、行业和环境保护不断创
造和贡献社会价值。

●蚂蚁集团
18 年来秉承初心和使命 ，

时刻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社会
需求，致力于用科技和产品创新
解决社会问题，持续捐赠大额资
金，支持开展公益项目；建立了
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支付
宝公益”， 不断探索通过多种形
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用实际行
动回馈社会。

●美的投资
一年来，美的集团创始人何

享健家族持续实施大规模股权
捐赠。 2022 年 6 月，佛山市美的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和
的慈善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拟
无偿捐赠其持有的广州赛意信
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票
4199.04 万股， 价值近 10 亿元。
此次捐赠也为企业和企业家履
行社会责任、参与慈善事业树立
了良好榜样。

●轻松集团
轻松集团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与 200 多家慈善组织、医院等
机构在各大公益节点合作， 助力
慈善组织总筹款额超 5.6 亿元，爱
心捐助超两千万次。2022年“国际
护士节”前夕，轻松筹·轻松公益
走进多家重点医院， 慰问一线医
务人员，传递社会正能量。

●水滴公司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水滴

公司旗下 水 滴公 益 平 台联 合
108 家慈善组织共创公益新模
式，累计筹款 12.54 亿元。 以“缙
情帮”为代表的水滴参与多层次
医疗保障模式，通过一站式救助
平台有效衔接政府多部门医疗
救助和社会援助。 2022 年 9 月，
其联合社会组织驰援泸定地震，
筹款近 300 万元。

●腾讯公司
10 年投入 100 亿元的新基

石研究院项目开始实施；主动联
合社会组织，公益数字化建设及
一线公益帮扶不断展开 ；99 公
益日的善意扩展至全年；在乡村
振兴、 应急救助、 数字文化、养
老、教育、数字支教、碳中和等领
域持续探索……2022 年， 腾讯
集团 “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
略全面落实。

●泰康保险集团
泰康保险集团始终坚持商

业向善 ， 已建立起具有鲜明企

业特色、专业化 、规范化的公益
体系 ， 集团及董事长陈东升累
计公益捐赠超 14.8 亿元。 泰康
坚定布局医养事业 ， 坚持用市
场经济的 方 式 方法 为 人 民服
务 ， 并依托泰康溢彩公益基金
会系统开展适老化公益项目 。
2022 年， 泰康不断在养老事业
及员工公益等方面发力 ， 产生
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魏桥创业集团
魏桥创业集团通过士平公

益基金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同
时带动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公
益。集团积极关注偏远山区的孩
子和教育问题，倡导企业全员参
与公益事业，并通过 “魏桥彩虹
之家”公益项目为孩子们提供全
面发展的教育支持。 2022 年，魏
桥创业集团宣布将向滨州理工
大学持续捐赠 20 年共 100 亿
元，为社会力量创办大学注入新
的力量。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2022 年， 无限极将使命升

级为 “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
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向
内蒙古、吉林等捐赠超 700 万元
抗疫物资；“思利及人助学圆梦”
项目资助 50 名学子接受高等职
业教育； 依托 30 家省级分公司
和 9800 多名志愿者， 为各地社
区提供帮扶。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公司自觉践行“健康中

国”和“公益中华”的使命 ，坚持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公益理
念，捐建希望小学暨发起希望教
师工程，推广母亲水窖，倡导无
偿献血，参与慈善万人行 ，支持
华文教育，推动禁毒事业 ，全力
促进“华人世界和谐共进”。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新奥集团响应“千

企帮千村”号召，以产业、就业帮
扶为手段，努力提升欠发达地区
造血能力；通过建校、励志、素质
建设等多角度，继续推动教育百
年大计实施； 积极参与赈灾救
灾、扶贫济困及推动社会文
化、体育、卫生事业发展，全
方位履行公益责任。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自 2021 年开启直播带货以

来，经过不到一年时间探索，新东
方直播卖农产品尤其是新东方旗
下直播带 货平 台 东 方甄 选 在
2022 年成为现象级事件，为企业
助力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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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还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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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秉持 “大爱利他 ”的理念 ，

旭辉多年来 持 续 投身 公 益 事
业 ，2022 年继续通过旭辉公益
基金会捐赠各界 ， 聚焦捐资助
学、乡村振兴 、绿色环保和抗疫
救灾四大领域， 为社会贡献旭
辉力量。

●辛选集团
辛选集团积极参与各类公

益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捐款捐物
超 2 亿元。 2022 年，为广西、吉
林、 四川等地捐款捐物超 3000
万元 。 辛选集团积极探索 “主
播+地标产品+IP 升级+直播培
训”相结合的助农模式 ，为新疆
哈密瓜、山西甜脆柿子等多地农
产品助销；启动“辛火计划”助力
乡村振兴，首场直播助力陕西特
产销售突破 5000 万元。

●中南集团
中南集团坚持乐善好施、守

望相助、 为善不甘人后的理念，
重点开展“同在蓝天下”“阳光圆
梦助学”“东西部扶贫协作 ”“新
农村建设”“员工救助站”五大品
牌公益项目。 34 年来，集团累计
捐赠超 10 亿元，直接解决 10 万
余人就业问题，为上百万人提供
了就业岗位。

（更多内容，请关注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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