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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农扶组〔2019〕23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省有关单位：

经国务院批准，从 2010 年起，我省将每年 6月 30 日设为“广

东扶贫济困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事业，并

对每年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过去

9年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支

持了我省扶贫开发工作，大力促进了我省慈善事业发展，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每年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乐于奉

献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推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促进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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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认定办法（暂行）》《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认定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定，经推荐（自荐）、评审、公示和认定

等程序，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向 2018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慷慨解囊的 336 个单位和个人授予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奖

杯并颁发证书。其中，授予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恒大集团、龚

俊龙等 56 个单位和个人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授予金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乾润实业有限公司等 15 个单位广东扶贫

济困红棉杯银杯；授予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李国辉等 265 个单位和个人广东扶

贫济困红棉杯铜杯（具体名单附后），现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继襄善举，积极支持我

省特别是老区苏区、少数民族地区决战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

为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再作贡献、再立新功。希望社会各界大

力弘扬扶贫济困、奉献爱心的精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同

推进我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上新台阶。希望各地、各部门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我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目标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2018 年度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获得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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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金杯（56 个）

（一）单位（50 个）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恒大集团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星河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诚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圣丰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光慈善基金会

广州市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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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总公司广东省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能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承翰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建平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省豪爵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广胜达慈善基金会

高州市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个人（6个）

龚俊龙

郑开德

许应裘

陈志雄

梁少贞

李业顺

二、银杯（单位 15 个）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乾润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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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合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丰泰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冠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海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市南乾实业有限公司

中交远洲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吴川市海广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高州市永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铜杯（265 个）

（一）单位（256 个）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远丰投资有限公司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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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和祥贸易责任有限公司

广东省尚东公益基金会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康盛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珠来利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

太平洋国际（湛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雷州市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力嘉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市恒燊投资有限公司

英德市文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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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开平市在园恩荣文化促进会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广东宏川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祈福新邨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蕉岭县龙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翔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格锐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

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好年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光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宏谊（开平）制衣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锦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汕尾市永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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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肇庆经理部

广东南粤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

李锦记集团

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

开平市三埠迳头实业开发公司

广东省恒新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廉江市鼎兴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广东三正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鸿丰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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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篁庄实业发展总公司

广东省方圆公益基金会

鹤山市坚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平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和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汕头市宏基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英德市嘉德鞋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能集团有限公司

美美电池有限公司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广东西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雷州市华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嘉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乐居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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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盛世欣兴粤东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

汕头海湾物资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兰石商会

湛江市洪星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明发贵金属有限公司

东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雷州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广东省建滔慈善基金会

鹤山精联印刷有限公司

鹤山市雅瑶镇风帆顺化纤制品厂

鹤山运城新材料有限公司

汕头拉飞逸时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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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葵涌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讯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梅州市志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雄资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好车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亚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正黄置业有限公司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汕尾市东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市汕尾商会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通精密线路板（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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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

佛山市东建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清远）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珠海市弘明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百姓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樟树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德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大中纺织有限公司

廉江市永兴房地产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广达集团有限公司

汕尾万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汕尾宜华岭南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侨鑫公益基金会

广州方兴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新慈善基金会

广州云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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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民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雷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高州市隆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云浮筠城旭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南澳岛扶贫助学基金会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聚源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广州南沙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开平市维荣公益慈善会

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中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云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恩平市锦兴纺织印染企业有限公司

广东烟草梅州市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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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欧初文化教育基金会

深圳市荣超公益基金会

珠海经济特区珠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

吉林省美罗国际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星城绿湖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鸿伟木业（仁化）有限公司

珠海市五洲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英德市永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万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兴绿丰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商会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雷州市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杰章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南坑企业协会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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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映晖湾房地产有限公司

怀集县富威堡房地产有限公司

怀集县悦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升龙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

中山金益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远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融和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清远市德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度假村酒店有限公司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早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潮连商会

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

广东浦京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市烟草专卖局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市总商会

英德市栖湖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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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岸实业有限公司

紫金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湛江市金叶贸易公司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

雷州市成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隆德慈善基金会

湛江市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恒诚集团有限公司

廉江市地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深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嘉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设计院

广州珠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城市规划设计院

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

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

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风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怀集恒福华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旺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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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鼎峰慈善基金会

开平市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平润发大成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梅州四维蓝天投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个人（9个）

李国辉

庞建文

吴 瑜

钟桂祥

梁建鸿

李建强

罗穆禧

张海林

赖坤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