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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先行

邱贵平

傅光明：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自觉和冲动

民企力量

圣农的“圣”是顶礼膜拜，纯洁无瑕的意思；“农”则
是人类的本源，文明的命根。圣农不提倡个人崇拜，圣农
人顶礼膜拜的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农”既然是人类
本源文明的命根，自然也是圣农人的本源和命根。圣农
的崛起，得利于圣农人的勤劳智慧，也得利于光泽良好
的生态环境。光泽的好山好水养出了好鸡，圣农人对光
泽的天地同样充满了感恩。

长期以来，圣农始终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
当地的环境，没有污染周边一块土、一潭水，为企业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傅光明立足和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致力于企业、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环境保护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关键来抓，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对企业可能
造成污染的地方，提出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采取
切实有效的方法，通过有机肥厂、污水处理厂、废弃物厂
以及鸡粪发电厂等资源再利用环保工程，预防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环保工程既增加
了企业的利润来源，又对生态进行了有效地保护，走出
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破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势不两立”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难题。圣农由此被福
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评为“循环经济示范企业”。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多年
来，傅光明不断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为
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和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为消费者提供
安全可靠的产品、同经营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关
注环境和社会公益事业、诚实守信，体现了一个企业家
的价值取向和长远追求。

员工是企业宝贵的财富，为了感谢和激励员工，圣农
每年都要对优秀员工进行表彰。2004 年开始，公司又出
台了新的奖励方案，除了扩大奖励面和提高奖金额，还设
立了“特别贡献奖”：每两年向做出重大贡献的员工颁发
象征圣农最高荣誉的“圣农鼎”，获奖者可获得期权 50 万
元人民币、医疗费用全部报销、每年一周的带薪旅游假
期、每年 5000元人民币的旅游费用、“终生荣誉员工”称
号及其相关待遇的奖励。

对于那些为圣农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员工，傅光明始
终铭刻在心，从 2004 年开始，每年组织连续工龄 15 年以
上的员工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旅游，同时为他
们增加工资。

2007年，圣农又专门为员工子女设立了奖学金，凡工
龄满一年的在册正式员工，其被大专以上院校录取的子
女，每人每年补助 1000 元。愿与公司签订三年就业合同
的员工子女在其上学期间每人每年补助 1500 元。

傅光明还不遗余力地改善员工福利。住的方面，实行
免费住宿，双职工还可享受夫妻房，2012 年开始，公司将
分批、分期在县城建造员工宿舍，让员工住得更好、更方
便、更舒心；吃的方面，三餐一律免费，每餐一荤二素一
汤，可保证人体每天正常所需的营养，逢年过节加餐；行
的方面，有专车接送员工上、下班，连远在乡镇的季节工
也有专车接送。员工享受法定节假日和“五保一金”。在偏
僻的养鸡场，员工的住宿由场部免费提供，伙食由场部食
堂统一提供，还为各场配备了液化气热水器和卫星接收
设备以及电视机。为解决饲养员子女就学难题，公司还和
鸡场附近的学校建立共建关系，确保每个饲养员子女都
能就近入学，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将从追求“国强民富”转型为

“民富国强”，圣农也将从追求“企强工富”转型为“工富企
强”，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让每个
圣农人获得更高的收入，过上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生
活。

企业发展无止境，回报社会同样
无止境。圣农对社会的回报，并没有停
留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而是涵盖到社
会各个层面。“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
会是企业的依托，企业只有反哺社会，
向社会感恩，才能获得社会提供的更
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傅光明认为，企
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圣农能有今天
的发展，离不开党的好政策，离不开全
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致富当思源，圣农
有责任为国家、为闽北经济发展及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尽心尽力。

近年来，圣农各项公益捐款累计
超过 3亿元，主要用于建设希望小学、
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
业、改善教育工作者工作和生活条件、
支持当地乡村道路建设、支援消防部
队建设、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等。

2010 年 4 月 20 日晚，在由中宣
部、民政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红十字
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
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现场，傅光明捐
款 500万元，献上圣农人对灾区人民的

深切关怀和浓浓情意。
2010年 6月 19日，光泽发生有史

以来最大洪灾，在企业自身受到严重
损失和生产自救任务繁重的情况下，
傅光明还以低于银行最低利息的方
式，借出 3000万元帮助当地受灾企业
恢复生产，同时捐出 7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作为对县工商联会员企业的
慰问金，600万元用来帮助受灾户重建
家园。2011年底，傅光明董事长又伸出
援助之手，为光泽县内资金紧缺、发展
潜力良好的小微企业设置了 2000万元
的“圣农扶持小微企业过年关”专项贷
款。充分体现了傅光明董事长爱国爱
乡、深耕本乡本土“福建精神”以及一个
大企业家的大爱情怀。

2007 年 12 月、2009 年 5 月、2010
年 4月、2011年 7月，傅光明四次向南平
市慈善总会捐赠总计 4000万元巨款，为
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树起道德标杆。傅
光明的高风亮节，无可争议地证明了慈
善已经成为圣农的企业文化和精神动
力。而傅光明热心公益事业的善举和义
举，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高度评价。

傅光明是农民出身，虽然他早已
成为闻名全国的大企业家，却一直以
“农民企业家”自居，心里始终装着农
民，在政协和人大会议上，不遗余力
地为农民增收致富建言献策，并身体
力行。他认为，企业要想更好地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就必须充分尊重农
民，理解农民，圣农作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只有与农民和
谐，才能够和谐发展，也必然和谐发
展。

圣农 28 年如一日地立农村、干
农业、带农民，为解决闽北欠发达地
区的“三农”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农为本”已经成为圣农的一大特
点。公司通过“公司垣基地”方式，或将
农户转化为产业化工人致富，或让农
户依托圣农肉鸡加工龙头优势，发展
肉鸡饲养及玉米、黄豆饲料原料种植
致富。圣农还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企
业，为农村和农户带来先进的生产技
术工艺及经营管理知识，从而提高了
农户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了农业经
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目前圣农共带

动 3万余户农户增收致富，农户人均
增收 1500—2000元/月。事实证明，圣
农已经成为促进农户增收，加快农村
建设小康社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龙头支柱。

2010年“6·19”洪灾后，傅光明董
事长到光泽县灾情最重的司前乡实
地考察，当他得知司前中学大桥是上
个世纪 60年代建造的，现因年久失
修成了危桥，严重影响司前中学 700
余师生和碗厂村的鲍家、划斜、同家
等 3 个村民小组 300 余群众的出行
安全时，当即拍板捐助 100万元用于
司前中学新大桥建设，同时，对从举
安村到大竹自然村的公路由 3 米宽
扩建到 4.5 米宽所需资金给予补助。
根据具体情况从 2010 年起连续 3 年
每年捐助 10 万元，对司前乡政府老、
弱、病、残、灾等困难群众给予生活补
助。另外还捐助 10万元，作为司前乡
政府改善机关办公条件的费用。

2011年 11月 10日，傅光明董事
长又向司前乡捐款 70万元，帮助该
乡拓宽乡村道路。

1994年，圣农成立闽北首家私企党支部；
2004年，圣农又成立闽北首家私企党委，这不
仅体现了圣农人的胆识和魄力，也体现圣农人
的胸襟和政治意识。傅光明深深地意识到，私
营企业资本虽然姓私，但无论在创业时期还是
发展壮大过程中，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同样没有
私营企业；只有将私营企业纳入党的领导之
下，尽快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才能保证
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充分验
证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始终离不开党的正
确领导的真理。

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肆虐，圣农千万只
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百余辆载满鸡肉制品的
车辆停在路边，几十个车皮饲料受阻，圣农面
临着停电、停油、停水等一系列难题。省市县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省长、市长亲自协调，水电运
输部门主动对接，建立沟通协调、无缝对接、全
天候应急响应“三个机制”，确保路畅、灯亮、人
齐，使得圣农安全顺利渡难关。

经过 28年的发展，圣农生产技术和规模
水平步入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成为我国现代
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自繁、自养、自宰白羽
肉鸡专业生产企业，通过不断转型，扭转了畜
牧业“高投入、高污染、高风险、低利润”的被动
局面，实现了“高产出、无污染、低风险、稳（定）
利润”。28年来从未出现亏损，利润始终保持增
长，成为肉鸡行业的一枝独秀，其自繁、自养、
自宰产业体系和循环经济模式成就了独一无
二的圣农模式，成为独步国内无可争议的业界
典范。

近 3年来，圣农的发展更是如日中天，上
市和定向增发获得成功，熟食品出口日本，利
润和税收不断增长，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
贡献。2011年是圣农高歌猛进成效卓越的一
年，继 2009年 10月 21日成功上市以后，圣农
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证监会发审委审
核通过，在资本运作领域又取得重大突破。全
年完成投资 10亿元，年饲养加工肉鸡 1.2 亿
羽，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72亿元，销售收入 33
亿元，出口 1860 万美元，占全县出口总额
86%，创税超过 1亿元，一举成为光泽县首家税
收突破亿元的企业，占财政总收入 1/3，两年实
现翻番。

2011年 12月 21日上午，圣农与浦城县人
民政府正式签订肉鸡产业链配套项目投资协
议。根据协议，圣农将在浦城县投资建设年产
1.2 亿羽肉鸡工程及配套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种鸡场、肉鸡场、饲料厂、孵化厂、肉鸡加工
厂、运输车队鸡粪发电厂、食品厂、天然气站等
配套工程，投资约 32亿元，力争在 3年之内再
造一个圣农，为当地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向社会感恩向农民感恩

圣农创始人、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傅光明，军人出身，1983年从光泽县武装部辞职
下海养鸡，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从一个默默无
闻的个体户，成为如日中天的私营企业和闻名全国
的股份制企业。傅光明的成功和贡献，赢得了党和
政府的高度肯定，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傅光明是中
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全国劳动模范，中国
改革开放 30年农林牧渔业十大领军人物，中华慈
善突出贡献人物，连续两届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
范，全国优秀企业家，CCTV2007年度十大三农人
物，全国优秀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福建省政协委
员，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南平市工商联主席，南平
市慈善总会会长，福建省突出贡献企业家。

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是集饲料加工、种
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加工、食品深加

工、产品销售、快餐连锁为一体的联合型肉鸡生产
食品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百
胜中国餐饮集团鸡肉产品核心供应商和战略合作
伙伴；麦当劳亚太区肉类专门采购商。2008年和
2010年，圣农鸡肉成为北京奥运村鸡肉食品和上
海世博会鸡肉食品。“圣农”牌冻鸡标准综合体系
被作为福建省肉鸡饲养加工行业统一示范标准。
“圣农”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圣农”牌冻鸡是福
建名牌产品，是国内快餐业、大型超市、大中城市
农产品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品牌。

多年来，傅光明身体力行，将感恩文化融合到
企业文化中，化为全体圣农人内心的自觉和冲动，
在实现与社会分享、与员工分享、与天地分享的同
时，实现了与社会和谐、与员工和谐、与天地和谐，
促使企业不断做好、做强、做大。

傅光明与圣农

向员工感恩

向天地感恩

傅光明董事长在全国感恩行动经验交流暨理论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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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农集团第四次向南平慈善总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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