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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寄语

陈志公爵
太子集团主席

亲爱的朋友们、伙伴们、股东们：

感谢大家对太子慈善，也就是曾经的太子慈善基金会的

关注。过去的一年对于太子集团控股（Prince Holding 
Group）旗下的慈善机构意义非凡。正如大家所了解到
的，我们为太子慈善推出了全新的标识和愿景宣言，

——“同舟共济，共创柬埔寨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不仅重塑了太子慈善的品牌内涵，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为太子慈善制定了全新的发展战略，即如何为新时

代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与享誉国际的咨询公司

进行深入的沟通，我们意识到提高战略性和投资导向性

的重要性，在柬埔寨，一个优秀的企业基金会可以做很

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太子集团在房地产开发、金

融服务和消费服务领域的成功经验令我们对太子慈善的

发展满怀信心。

在过往的六年间，太子慈善捐款总计超过1400万美元，
惠及50余万人。为帮助柬埔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并实现
国家发展目标，除了资金支持外还需要在更多领域深耕

，通过与国家及民间组织的通力协作，帮助人力资本提

升技能、学习知识并推动社会各方面做出积极的改变，

以应对复杂的挑战。

主席寄语

为此，我诚邀大家阅读这份年度报告，以便了解太子慈善

在2021年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很自豪能够在教育培训、
医疗保健方面为区域发展带来持续的积极影响。我们相信

，这只是太子慈善新时代的良好开端，我们期待着为柬埔

寨未来的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舟共济，共创柬埔寨更美好的未来。

太子慈善成立于2015年，是柬埔寨领先的慈
善基金会之一。作为柬埔寨规模最大、发展
最快的企业集团之一——太子集团控股旗下
成员之一，太子慈善的目标是与当地社区合
作，建立繁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高人民
的福祉和生计，并遵循“同舟共济，共创柬
埔寨更美好的未来”的愿景。

太子慈善关注教育和青少年发展，积极参与
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倡议，与各方伙伴通力
协作，为柬埔寨青年提供发展机会，为社区
增强复原能力，并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作为太子慈善的旗舰项目，陈志奖学金是一
项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联合举办的
年度奖学金项目，预计在七年内为400名柬
埔寨大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助学金、实习
和工作机会。太子慈善开展公益活动250余
场，惠及50余万人，捐款总计超过1400万美
元。........................................... 

............................................... 

................................................... 



莱接过象征东盟轮值主席国
身份的木槌时，Chenda女士
设计的官方标识也由外交与
国际合作部正式对公众发布
。我们可以展望，太子集团
的品牌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
的不断增强，将对太子慈善
的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而，要为柬埔寨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更需要赋能青少
年。

自2021年下半年起，太子慈
善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落实
在教育。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柬埔寨在高等教育上
的支出为9.39%，大学入学率为14.74%。在后疫情时代，
柬埔寨的年轻人更迫切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样他们才
能更具实力地帮助柬埔寨顺利融入东南亚及全球经济体系
中。

在国家层面上，太子慈善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及数所大学合作，启动了陈志奖学金项目，并承诺为该项
目提供价值2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该项目的目标是减轻当
地理工专业优秀学生的经济负担，在未来七年内将使400
名柬埔寨学生受益。太子慈善还将与集团各部门合作，确
保他们获得相关的工作经验。

在省市层面上，太子慈善资助了由来自暹粒的公益组织“
关爱柬埔寨”主办的“青年职业预备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
农村学生圆梦大学，成就职业理想。

此刻打下的坚实基础对未来的岁月至关重要。我们将继
续与各方精诚团结，为柬埔寨构建更光明的未来，播下希
望的种子，期待丰硕的果实。  

我们要感谢捐助者、合作伙伴以及太子慈善和太子集团
的所有同仁，感谢他们的辛勤奉献。 同时，我们恳请与优
秀的合作伙伴继续通力协作，使新冠疫情的阴霾彻底从记
忆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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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转型之年，太子慈善开始向以投资为导向的慈善机构转型，着眼于创造长期影响。

太子慈善寄语 我们的伙伴

太子慈善基金会由集团主席陈志公爵创立于2015年，
2021年正式更名为太子慈善。此次改变的不仅仅是名字
，更是一次新生，太子慈善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宣言 —— 
“同舟共济，共创柬埔寨更美好的未来”。

作为柬埔寨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太子集团旗下的
部门，太子慈善具备足够的实力，通过教育、医疗保健
和社区倡议等领域的努力，来助力柬埔寨实现社会结构
优化。由来自本土和国际专业人士所组成的顶尖团队的
通力协作运营，太子慈善立志成为优质的独立运作组织
，为具有良好声誉的非政府组织和柬埔寨政府之间构建
合作的桥梁。目的是提高战略性和投资导向性，以此助
力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1年是考验每个人决心的一年，包括对于柬埔寨这
个国家。 幸运的是截至2022年1月中旬，88%的柬埔寨
人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柬埔寨已勇敢地再次向世界
开放。

近来的一年，太子慈善的工作重点从抗击新冠疫情相
关的项目，转变为更有针对性地专注于教育慈善事业。

2021年5月，太子慈善向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柬埔寨
红十字会）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在集团层面，我们
向金边总部附近被隔离地区的家庭分发了必要的物资。
集团关注员工健康状况，确保3500多名员工全部完成疫
苗接种。

同时，太子慈善还捐赠了11万套防护服，协助卫生部
、劳工部和内政部三部委，用于开展金边地区的疫苗接
种工作。

太子集团更加积极地参与东盟地区事务，陈志主席捐赠
300万美元，用于帮助柬埔寨购买100万支疫苗，同时向
柬埔寨和老挝财政部捐赠了同等数额的资金，以助力加强
防疫措施。此外，太子地产的柬埔寨雇员Chutth Chenda
女士，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组织的柬埔寨东盟轮值主席
国标识设计大赛中技压群雄，一举夺魁。太子集团共有
四名员工参与了该设计大赛。10月28日，当柬埔寨从文

许之行先生
太子集团董事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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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共创柬埔寨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行动

  

•  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  促进银行业和金融业的金融包容和数字经济
•  促进推行世界一流的酒店业服务标准，亦可满足柬埔寨未来的
   人力资源需求

 

 

陈志奖学金太子集团为云壤城附近被隔离地区
的超过500个家庭分发必要的物资

太子慈善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奖学金项目

根据太子慈善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签署于2021年9月的谅解
备忘录，太子慈善将确保奖学金可支持到柬埔寨当前教育战略中的
目标。 学生们既可获得经济支持，又可接受到培训及就业指导，以
此促进三个领域的发展：  

陈志奖学金作为柬埔寨最大的私人赞助奖学金项目之一，将为400名大学生支付全额学费及津贴。

陈志奖学金项目可资助这些大学生在金边皇家大学、国立管理大学、柬埔寨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完成理工
科学士学位的学习。其目标是帮助柬埔寨的青年人才在诸如可持续发展、金融和世界级酒店管理等领域取
得进步。
  

该奖学金项目由太子集团主席陈志公爵所创办，为期七年，预计资助金额为200万美元。 

该奖学金不仅仅局限于在校期间的资助，获奖学生毕业后还可在太
子集团获得实习和就业机会。随着2021年底奖学金开放申请，集团
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优秀学生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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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柬埔寨政府立即发出了疫情应对援助的呼吁。 太子集团毫不犹豫地响应了这一召唤。  

2021年2月疫情持续蔓延，太子集团主席陈志公爵宣布捐赠300万美元用以应对新冠疫情。一年前，太子集
团就曾捐赠300万美元，用于帮助柬埔寨政府购买新冠疫苗。

太子集团在柬埔寨新冠疫情肆虐之初所作出的及时响应，即表明与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共患难的慷慨初心。

太子控股慈善基金会已累计发起慈善活动240余场，捐助10万套（价值6万美元）的个人防护用品。此外，
太子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志公爵也在努力帮助柬埔寨巴斯德研究所运输医疗设备。

疫情当前出色的应对，使太子集团荣获了2021亚太史蒂夫奖最佳企业应对措施银奖。

太子集团获得第八届亚太史蒂夫奖（全球最知名的商业奖项之一）新冠肺炎类别最佳企业应对措施银奖，
成为唯一一家获得该奖抗疫类别奖项的柬埔寨企业。来自世界各地的逾百位企业高管组成的评委会，认可
太子集团以前所未有的慷慨应对前所未有的时代。

太子集团未来的发展将助力整个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同时，太子慈善也诚挚地希望，能帮助社区和乡村实现
转型。

这些努力表达了太子慈善对改变柬埔寨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承诺。  

抗击新冠疫情 社区服务

为抗击新冠疫情，太子集团向柬劳动与职业培训部捐赠10万套个人防护装备

太子集团向居住在云壤城附近的500个家庭分发护理包

位于西哈努克国际机场附近的云壤城项目，占地面积834公顷，最多可容纳13万人，正在西哈努克省波礼努县
翁村进行开发。

该项目附近的社区和村民被视为发展中的利益相关方。作为一项善举，太子慈善与西哈努克省最重要的慈善
组织达邦树荫合作，向村中的500多个家庭分发了装有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爱心包裹。

太子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优先考虑新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同时，支持太子慈善致力于帮助解决困扰柬埔寨几十年
的老问题。在柬埔寨排雷行动管理局和受害者援助机构主办的排雷行动之友高尔夫球锦标赛和午餐会上，太子
慈善为实现柬埔寨到2025年排除地雷的目标，承诺捐赠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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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益组织每个学年为7,000名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关爱柬埔寨”学校毕业的学生，其大学入学率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18倍。

关爱柬埔寨

为柬埔寨红十字会捐款

数据及影响力

45万
美元
涉及教育、医疗保健
和社区服务            

50余万
柬埔寨人

 

教育

 $ 168,160 

医疗保健

 $ 3,425,011

社区倡议

 $ 924,012 

其他

$ 50,717
以美元形式的投资及捐赠

惠及领域

太子慈善与“关爱柬埔寨”合作，助力“职业预备项目”

哈努克省省长Kuoch Chamroeun阁下接受了太子
集团董事兼秘书长许之行先生的捐赠

为配合2021年赋能年轻一代教育计划，太子慈善为学生
提供免费教育的领先慈善机构“关爱柬埔寨”合作，助力
“职业预备项目”。

对这项计划的赞助，以及太子集团与“关爱柬埔寨”之间日益加深的合作关系，是太子慈善致力于教育和赋能
年轻一代慈善事业的一个很好例证。  

“职业预备项目”于2006年启动，通过提供奖学金信息，进
行职业培训（如提供面试技巧）、提供实习机会、组织职
业展览会、为高中生安排大学访问及组织各界人士进行演
讲等方式，每年能够帮助到3,000多名学生。

“关爱柬埔寨”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amie Amelio表示： “与太子集团这类潜在雇主，以及柬埔寨教育部等政
府机构达成合作，对于促成和培育教育成果，至关重要。 ”

2021年，太子慈善向柬埔寨红十字会捐赠了90万美元。
柬埔寨红十字会是该国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是皇家政府
所认可的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公共机构。其中20万美元
提供给了向赤竹省红十字会分部。

2021年的捐款表明，太子慈善将持续致力于支持全国各
地的人道主义活动。 此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太子集
团控股也曾向西哈努克市红十字会捐赠了5万美元。  

2021年，太子慈善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方面共计投入450万美元，开展
公益活动250余场，惠及50余万柬埔寨人。

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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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
2021年是太子慈善理清发展目标之年。

这一年的光阴不曾有须臾虚度，太子慈善与非政府组织、旗下各分公司的员工以及当地社区积极开展互动
。在这一年的工作中，我们也收获到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太子慈善需要一支强大的团
队和可靠的合作伙伴来监督落实集团的慈善义举。  

如前所述，太子慈善充分评估过往的工作经验，并综合考量社会经济大环境后，完成了其品牌的重塑。 此
项工作由我们的第三方伙伴——伟达公关(Hill+Knowlton Strategies)协助完成，他们帮助董事会更好地理解顶
级企业基金会应遵循的最佳实践方略。  

新近被任命的Winner Phal曾任职于柬埔寨最大保险公司之一保诚集团(Prudential Cambodia)，作为一名资深
的柬埔寨籍公共事务专业人士，他在法律、合规、招聘、行政和管理方面拥有十年的实践工作经验，对柬
埔寨面临的挑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作为太子慈善的领导，Winner将努力调动集团内部包括财政和人力方
面的资源，以促进柬埔寨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社区倡议方面的发展。

太子慈善亦积极拓展合作网络，定期与众多本地及国际非政府机构进行研讨，以增进各方对其运作模式及
策略的了解。 这些互动也让我们了解到柬埔寨在哪些领域有着迫切的需求，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企业基金会
，我们可以帮助解决哪些问题，也让我们的团队更清晰地感受到柬埔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我们认为在柬埔寨优秀的非政府组织应具备：  
一 、务实性——提供易于维护的物品设施和对社会有用的服务  
二 、可持续化——运作中的项目具备盈利能力，或从长远发展角度能够自给自足  
三 、本地化——由当地人管理或助力其能力提升，以便当地参与者能够很好地发挥管理作用  

对于未来的合作伙伴，我们将寻求更加务实、可持续和本地化的非政府组织，相信这会使资金投入产生最
大化的社会价值。在后疫情时代，柬埔寨的年轻人更迫切需要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据此他们才更有机会
和实力帮助柬埔寨顺利融入东南亚及全球经济体系中。

除此之外，我们感到经此新冠疫情一役，每个家庭都更需要获得社会及身边伙伴的互助，在此应发扬柬埔
寨青年的乐观精神和充满活力的态度。  

2021年是太子慈善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我们相信通过品牌重塑和工作重组，我们会更加聚焦重点，也能
持续取得成功，从而提升集团的品牌声誉。更重要的是，确保对社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柬埔寨的全面复苏之路就在前方。 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合作的态度和全新的领导体系去拥抱未来，相信
我们已经走向正确的方向。   

太子集团为云壤城附近被隔离地区的超过500个家
庭分发必要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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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侧影

太子集团员工在柬埔寨东盟主席国标志设计大赛中摘得桂冠

向甘达斯图翁地区捐赠3500套个人防护用品

 
向波森奇地区医院捐赠1500套个人防护装备

为Prey Nob地区提供抗击新冠物资  

太子集团向金边昌卡蒙区804个受新冠肺炎影响的贫困家庭捐赠了生活必需品 

太子集团向金边昌卡蒙区804个受新冠肺炎影响的贫困家庭捐赠了生活必需品 首期传承瑞士制表技艺的学习小组已圆满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业

为Prey Nob地区捐献30余吨食物和日常用品

定期与当地社区民众对话，了解基层情绪  太子集团为云壤城附近被隔离地区的超过500个家庭分发必要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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