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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随光泽县决战脱贫攻坚采
访团，见到南平光泽县脱贫攻坚领军人
物、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光明，他欢迎记者采访并称采访的正
是时候。其缘由是美国妄图掌控白羽肉
鸡种鸡的垄断及定价权，并且派员来进
行威胁，他果断地拒绝美方的无理要求
并赶走了美方代表。

为此圣农集团加大了对白羽肉鸡优
质种苗的研发力度，重新规划销售市场
方案，尤其是加大对当地扶贫攻坚的投
入，无废垃圾处理等，受到了国家相关
部门领导及专家点赞。

傅光明 30多年来引领圣农集团深
耕闽北，专注主业，目前公司总资产170
亿元，有 500多个生产基地和员工 2.7
万余人。肉鸡年产能达 5亿羽，居全球
第七、亚洲第一。福建圣农集团集原种
研发、饲料加工、种鸡养殖、种蛋孵化，
肉鸡饲养、加工、销售及快餐连锁为一
体的集团，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事业成功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作
为闽北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他始终信奉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近年来将主
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民企带村，助力乡
村振兴”大业中，在做大县域经济的同
时，也带动了10多万农民发家致富。

“企业做大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
任也更大了。闽北的农民很苦，农业弱
后，需要更多的大企业来带动和支撑。”
每每有人劝他把总部从山区迁移到发达
城市时，总是被他当即给予否决。他优
先流转闽赣 5个邻县抛荒闲置土地 3万
多亩，建设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并带
动了5个县运输、餐饮、房屋出租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来自帮扶的5个县农民工
占圣农公司的员工70%以上。

长期以来，光泽县城市建设落后、滞
后，城区面积仅仅4-5平方公里，城区人
口仅仅 4万多人，大部分光泽人还居住
在偏僻、贫穷的农村。他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加快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战略和县委、县政府“小县大城关”战
略，投资 30 亿元在鸾凤乡建设圣农小
镇，打造成精准扶贫的“利器”和支持光
泽县政府全面脱贫的“抓手”。“政府主导
脱贫，圣农推进脱贫，把贫困农户从深山
老林搬迁出来，安排到圣农公司务工，安
排到圣农小镇居住，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就能全部脱贫。”傅光明说。

在帮扶光泽县中坊村、十里铺村、上
屯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村后，2020年
4月 26日，他主持召开“民企带村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对接帮扶座
谈会，把原来由上屯村委经营的物流企

业收归鸾凤乡经营，帮带该乡的油溪、
高源、黄溪、双门、大羊 5个贫困村和
村财空壳村，形成鸾凤乡乡村振兴示
范带。他还表示将复制经验，向浦城
县、政和县推广“民企带村”运营机制、
模式，帮扶浦城县 3个村、政和县 2个村
实现村财增收。

傅光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是南平
市工商联主席、南平市慈善总会会长，
2008年—2017年连续 10年累计向南
平市慈善总会捐赠1亿元。他十分重视
教育，连续13年每年向南平市慈善总会
捐赠的1000万的款项中，特别指定100
万元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助学。推动市慈
善总会出资 200万元，兜底负责资助全
市400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读学生就
学。2015年起，他每年选取 10名优秀
应届贫困高考毕业生，捐助每人每学期
1万元，连续资助至大学毕业。他还资
助被中专以上院校录取的贫困学子上
学，全市共有500多名贫困学生受益。

为实施医疗保险助困工程，他一方
面出资3600万元，为6万多建档立卡贫
困户购买医疗补充保险，全额资助全市
白内障患者治疗，并为所有残疾人配备
了轮椅；另一方面，推动市慈善总会拨
出 1200 多 万 元 ，实 施 大 病 救 助 ，为
3000名特困重大疾病患者提供应急救

助。
在傅光明的带动引领下，南平市共

有 112 家民营企业和商会积极参与到
“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中来，结对
帮扶 123个村，累计投入资金 6亿余元
（其中圣农集团 3.7亿元），帮扶贫困户
3450人。2017年，圣农集团荣获全国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
企业称号。

2018年—2020年是国家脱贫攻坚
战的决战决胜时期，为助力脱贫攻坚，
傅光明董事长自我加压，加大捐款力
度,每年捐赠额由之前的 1000万增加
到2000万。

傅光明慈心为人、善举济世，已累计
为慈善事业捐赠17亿元，实施医疗保险
助困工程、养蜂产业助农工程、兜底帮
扶助学工程、充分就业助培工程、带动
农户助富工程。他常说到，“人不是为
钱而活着，是为希望而活着，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能给很多急切需要帮助的人带
来希望，我感觉很欣慰！”

（林潞 陈志鸿 文/图）

从光泽县一个村、到相邻五个县、再到一个南平市，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行动中，累计捐赠 17 亿元，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物力、

财力、心力，但他觉得很值。

“亚洲鸡王”傅光明的慈善情怀

本报讯 9月4日，由美国福
建联合总会驻闽办事处发起、贵
州省侨联协助推进的“精准助困
献爱心”行动赴贵州省余庆县大
乌江镇中学、红渡村小学，看望慰
问了 100 位中、小学生，并为他
们送上 100 件羽绒服，这是“精
准助困献爱心”行动第 89、90
站。美国福建联合总会常务副主
席、驻闽办事处主任庄淑好，贵州
省侨联主席吕虹，志愿者代表严

红为困难学生送上羽绒服。
红渡村，地处乌江峡谷，因红

军强渡乌江的渡口而得名。2019
年8月19日，庄淑好首次到访大
乌江镇红渡村，看望慰问50户困
难群众；同年9月10日，给红渡村
100 名学生赠送书包及文化用
品。庄淑好三访红渡村，每次从
贵阳驱车到革命老区余庆县大乌
江镇红渡村都要三个半小时，而
且都是山路，十分艰难。 （连庄）

本报讯 8月29日，仙游县大济镇举行爱
心企业家帮扶贫困大学生对接仪式，36名贫困
大学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黄加成、深圳仙游商
会会长王伟领等33位爱心企业家的结对资助，
每人现场获得1万元资助金。至此，该镇已连
续5年发动爱心企业家挂钩建档立卡贫困户大
学生，每年资助每个学生1万元，直至帮扶大学
生就业为止，累计发放助学金176万元，共资助
寒门学子176人次。

近年来，大济镇古典家具产业蓬勃发展，当
地企业家自2016年实施精准扶贫起，坚持每年
秋季开学前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今年秋季开
学前夕，镇党委政府获悉今年全镇37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新生急需再帮扶，
积极联系热心公益的爱心企业家与他们结对助
学，获得33位爱心企业家积极响应。连续5年
都参加结对助学的全国劳模、龙虎山古典家具

有限公司黄加成说：“教育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
希望，出身寒门的贫困大学生在成才路上需要
社会的帮扶和关爱，我认为企业的发展依赖于
社会，应该用经营的成果来回报社会。”

5年扶贫助学路，如今第一批的爱心种子
陆续发芽，并以自己的能力回馈社会。在结对
助学现场，毕业于莆田学院、现就职于厦门市长
庚医院的林晓娴，毕业于厦门华夏学院、现供职
于鲤城街道民政办的黄燕姐，毕业于陕西理工
大学、现就职于郊尾镇政府的李海山等3位当
年受助完成学业的寒门学子，而今走上社会后
也来热心助学，演绎了出现了爱心接力的感人
场面。他们各自捐献1000元分别挂钩资助大
济社区陈芯怡、蒲山村苏自强、汾阳村李勇烁等
3位小学生。林晓娴表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助学中，让寒门学子
收获到更多的爱。 （陈国孟）

本报讯 9月 7日上午，南靖县金山镇举
行 2020年秋季奖教助学发放仪式，为优秀学
生发放奖学金。

今年，金山镇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中考全
县前 300 名 33 人；高考考上 985 院校 4 名、
211院校 14人，其他本科院校 26名，其中吴
俊坚以 700分漳州市理科状元的成绩被清华
大学录取。据了解，当天共表彰学生 86名，

发放奖学助学金14.55万元。
金山镇党委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在金山

商会、外出乡贤、外出干部、金山籍企业家以
及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金山镇奖
教助学促进会。自 2017年 6月份成立以来，
收到捐款 272万元，共资助和奖励学生 756
名共计89.48万元。

（温欣 吴国富 黄炜真）

仙游企业家“金秋助学”爱心种子发芽
当年受助完成学业 而今也来接力助学

86 名学生分享奖学助学金 14.55 万元

今年漳州理科状元花落南靖金山镇

本报讯 8月 29日，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
学院“山海之约”师生实践队自主设计并建成的

“山海之约-海洋文化创意空间”，在宁夏隆德县
好水乡中心小学揭牌。

据介绍，海洋文化创意空间的筹建得到学
院师生和厦大校友的关注，收到爱心款 4万余
元以及书籍、标本、玩具等爱心物资。空间主要
以传播海洋科学文化为主题，集科普、阅读、创
意手工、探索实践等功能于一体，涵盖海洋科普
长廊、DIY创意手工坊、图书屋、仿真海洋沙池、
海洋生物标本展示、LED视频教学等六大功能
区。

空间的揭牌标志着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与
好水乡的“山海之约”携手共进新征程的开始。
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面脱贫攻坚决胜之
年，学院积极发挥专业所长，坚持“教育扶贫、山
海同心”，借助该空间将厦大优质的教育资源不
断地输送到好水乡，在教育“扶贫”“扶智”“扶
志”上做出海洋人的独特贡献。 （梅康 许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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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侨胞情系革命老区
三进贵州红渡村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