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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领 14 元助学金
到投 110 亿元扶贫
许家印扶贫情怀树立中国企业榜样

“不脱贫不收兵”的承诺

动他，成为他笔下的素材。许家印
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但他并未如莫
言一般诉诸文字，却用实际行动做
出回应。
在贵州大方县，恒大 3 年内投入
30 亿元，
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
业扶贫、
教育扶贫等一揽子措施，
已实
现 8 万多贫困人口初步脱贫。2017
年，
在大方县扶贫取得初步成效后，
恒
大又承诺承担毕节市其他 6 县 3 区的
帮扶工作，再无偿投入 80 亿元，加上
投入大方的 30 亿元，恒大将投入 110
亿元的扶贫资金。

恒大 2108 人的扶贫队伍出征扶贫前线

企业榜样

不断增长的捐赠数字，是恒大和
许家印一直坚持的扶贫初心。这种初
心，
源于他对于贫困有着的深刻体会。
2017 年 5 月，在恒大集团帮扶
乌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壮行的大
会上，许家印首度披露了童年的贫
寒以及成长经历，他从小尝遍生活
的 苦 楚 ，吃 着 地 瓜 和 窝 窝 头 长 大 ，
靠 着 国 家 每 月 14 元 的 助 学 金 读 完
了大学。童年时的经历往往会成
为一个人看待世界的基础，童年的
贫困，使莫言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
特别深刻的作家，每段贫苦都能打

恒大恒心

扶贫情怀

从小苦出身，最懂穷人苦

这几天，一条消息在网络被刷屏：恒大向贵
州毕节市再度定向捐赠 20 亿元。从 2015
年开始，恒大就在毕节开启扶贫事业的征
程，两年多来，恒大已在当地累计无偿投入
40 亿元，总捐赠金额已高达 60 亿元，而这
还只是开始，总计 110 亿元的扶贫资金正
在陆续到位，并承诺“不脱贫不收兵”。许
家印和他身后的中国恒大，正树立出新时
期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的中国企业榜样。

因为对贫苦感受颇深，让许家印做出
了“不脱贫不收兵”的承诺。出身贫寒，深
刻体会寒门不易，功成名就之后的许家
印，没有忘记曾经的贫穷，也没有忘记用
自己的能力、资源和善良回馈社会，这也
正是许家印知恩图报、饮水思源、回报社
会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
许家印个人的价值观和饮水思源，也
影响着恒大在扶贫道路上的坚持，和对扶
贫的恒心。恒大通过做大产业，成为一家
万亿级的企业，而恒大在毕节“不脱贫不

收兵”的承诺和不计回报的投入，让它成
为一家受尊敬的企业。
正如许家印所说：
“ 没有国家的恢复
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 14 元的
助学金，
我也读不完大学；
没有国家的改革
开放政策，
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
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
该去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应该回报社会，
我
们必须回报社会。我们帮扶毕节市，是我
们回报社会最好的平台，也是我们回报社
会最好的机会。
”

大国崛起需企业家责任意识觉醒
许家印和恒大对扶贫的恒心，和回
报社会的责任观，也恰好是当前中国所
处大国崛起时代应该具备的企业家责任
意识觉醒。
负责任的大国需要负责任的企业家。
历史经验证明，
大国的崛起，
都会伴随着企
业家责任意识的觉醒。而当下的中国正恰
逢这样一个时代。国际地位的与日俱增，
企业在全球话语权的强化，国民价值观念
与财富观念的转变，
时代与大局的呼唤，
无
不呼吁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转向，从
这方面来看，
恒大无疑是先行者。
更让人欣慰的是，
“ 恒大模式”正在
被广泛复制。两年多过去，在慈善和公

益事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
企业家的身影，去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的《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2017）》中，恒大帮扶大方县的“政企合
力整体脱贫攻坚”模式入选扶贫蓝皮书。
“‘恒大模式’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扶
贫领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短短数十年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来说，以先富带动
后富，以市场经验带动区域发展，以企业
家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以企业之力参与国
家建设，有着极其特殊的中国式意义。”分
析人士指出，包括企业该如何回馈社会、
企业思考如何铸就自身的伟大，恒大都树
立了中国企业的榜样。 本报记者 陈辉

云南省信用企业公示
云南省企业信用促进会现将 2017 年度认定的信用企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一周，公示期结束后，将无异议的信用企业向社会公告。监督电话：
0871-64105438
昆明傲远管业有限公司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耀邦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耀龙供用电有限公司
云南杰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理世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明超电缆有限公司
云南沙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云龙县宝丰黑羊箐茶厂
云南中润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普尔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北方驰宏光电有限公司
昆明耀龙塑胶有限公司
云南安化有限责任公司
国营云南安宁化工厂
呈贡隆盛基制砖厂
云南国通电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昆明天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昆明珍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多宝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金柯制药有限公司
大理辉煌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三江并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欧迈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玉溪中汇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良盛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宇恬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爱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康立信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联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盈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耿马鑫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云县力元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白塔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易门天汇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驰翔俊彤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临沧恒丰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双江茂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智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崇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建投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有限公司
云南辛盛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端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兴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汇耀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富锦肉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双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艺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昆明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信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西亚恒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昆明云安恒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山川园林有限公司
盛云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启创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中冶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云南瑞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师宗彩湖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专家技术园艺有限公司
云南鸿誉植物开发有限公司
瑞丽市宏业路桥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昆曼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树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昭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宝瑰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自然谷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鑫港道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滇源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云县瑞达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云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碧艺晖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自动化成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宣威市必昌矿业有限公司
云南保全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星飓力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兰坪百川民族文化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中致远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个旧市云新有色电解有限公司
云南省禄丰金恒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民航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汝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诚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弥勒市红阳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喜玛特商业有限公司
普洱合力茶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国营石山农场
云南小谭客莱谛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楚雄欣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临沧源鑫电力有限公司
云南滇意矿泉有限公司
云南升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瑞园花卉产业有限公司
昆明力飞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麻栗坡县建筑工程总公司
马龙县康德圣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丽江丽明生态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中意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昆明中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东昌农林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红塔包装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良迅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
云县惠民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舜喜再生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富民县梓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见米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普洱市天成旅游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滇王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盛大金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欧罗汉姆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滇中立恒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禄劝金航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达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瑞丽市景成地海温泉度假中心有限公司
昆明开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俊发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建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俊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俊友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胚胎工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科睿科技有限公司
沧源县垠光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洲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日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美年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云南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云南林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金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铂骏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理铂骏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建投嘉昱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普洱众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鼎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微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中云力奥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云南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宁米合商贸有限公司
寻甸县振焜科技养殖有限公司
云南红林盛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奥普迈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浩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粼波商场
云南永秀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兴达水电消防安装有限公司
彝良县原生态天麻种植专业合作社
华宁瑞仁医院
通海秀山医院
云南中冠建材家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雄汇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庆希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云南省个旧绿水河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昆明杏林大观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源瑞制药有限公司
南涧彝族自治县仁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鑫悦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邦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造建地基基础有限公司
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云南诚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东远民间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塔迪兰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罗平县锌电公司
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呈钢钢铁有限公司
怒江昂可达农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九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众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昆明新知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有限公司
云南晖鸿消安工程器材有限公司
云南瀚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桂丰机械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
云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网信物业服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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