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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律师研修计划”在京启动

“必胜客扶业计划”正式启动
百胜中国开拓精准扶贫新模式

2018 年 5 月 18 日，由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 幸福工程组
织工作委员会、 大千当代艺术
中心联合主办， 全联女企业家
商会协办支持的“为了母亲的
微笑———幸福工程精准扶贫健
康扶贫 23 载跡录展” 在北京
798 艺术区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本志， 大千
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大千画廊
负责人高小棋， 圣佳曦和文化
产业集团执行董事林庭申，著
名社会纪实摄影师于全兴以及
来自数十家国内主流媒体的记
者共同出席了活动， 全联女商
会秘书长李兆荣担任主持。

展现幸福工程 23 年历程

本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
博士平川担任策展人， 创造性
地将公益与艺术结合，以“幸福
工程”23 载发展历程为主线，梳
理记录当中具有历史价值的慈
善事迹， 将艺术所具有的独特
感染力与表现力注入其中，真
实、 生动地回顾了幸福工程创
立至今“精准扶贫健康扶贫”的
风雨历程、 辉煌成就与积极贡
献，聚焦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全面提升幸福工程的品牌影响
力与凝聚力， 展期将持续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专门打
造了公益对话平台，活动当天，
于全兴现场分享了他参与幸福
工程的难忘故事。 在观众互动
板块，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将在
一个多月的展期内举办多场公
益活动， 还创新的将幸福工程
的公益元素与公共教育活动相
结合，让小朋友们拿起画笔，走
近公益，从小树立公益意识，践
行公益理念，传播正能量。

幸福工程惠及人口 142.7万

1995 年 2 月， 在彭珮云、

王光美等领导和爱心人士的
倡导推动下，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
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成立了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
行动”。

作为我国首个以贫困母
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幸
福工程确立了“小额资助、直
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
的救助模式， 探索形成了扶
困、扶智（志）、扶助健康并举
的救助方法，致力为贫困母亲
改善健康状况、 转变思想观
念、增强生产技能、发展家庭
经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幸福工程已经在全国 29 个省
（区、市）的 825 个县落地开花，
累计投入资金 16.6 亿元， 救助
贫困母亲 33.2 万人， 惠及人口
142.7 万人，脱贫率 85%以上，还
款率 90%以上。 2008 年，幸福工
程荣获民政部“最具影响力慈
善项目”；2012 年被选为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推举为“扶
贫创新项目”。

据悉，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已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正式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十年，
该中心将更广泛、 更深入地参
与幸福工程公益慈善事业。

（高文兴）

2018 年 5 月 15 日， 中国最
大的餐饮企业之一，百胜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胜中
国”） 宣布推出“必胜客扶业计
划”，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发掘
国内优质绿色农产品发展潜力，
探索构建企业参与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新模式。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
办公室副主任杨根全、云南省商
务厅副巡视员张红霞、丽江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王斌与百胜中国
首席公共事务官王立志、必胜客
品牌总经理蒯俊在云南昆明共
同启动该计划。

作为拥有遍布全国超过
8100 家餐厅的中国最大餐饮集
团，百胜中国本着“国际脑 中
国心”的发展理念，一直将自身
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充
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支持地区
发展。 在云南，百胜中国已实现
包括咖啡、 蔬菜等特色农产品
的采购以及“爱心土豆”等产品
的公益售卖， 有效助力了当地
产业发展。 必胜客品牌秉承了
这一优良传统， 结合品牌优势
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调研发现，
云南某些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
品在收种环节方式粗放， 缺乏
科学种植和供应链管理方面的

意识与技能。 针对这一情况，必
胜客结合自身丰富的供应链管
理经验， 打造了精准扶贫 CSR
项目。

针对松露产业实际发展困
境，百胜中国必胜客联合当地政
府，邀请农科专家，投入资金和
资源对当地农户进行线上线下
多角度长期指导培训，帮助其转
变采挖观念， 掌握科学采挖技
术， 并加强其供应链管理的技
能，以实现云南黑松露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
屈翠容表示：“通过培训当地农
户提升采挖技术，加强其供应链
管理的技能，帮助帮扶地公益农
产品对接百胜中国旗下品牌，以
实现云南黑松露等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改善帮扶地经济生活条
件。 ”

未来， 百胜中国必胜客扶
业计划将会在云南以及全国其
他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开展，覆
盖更多农产品产业， 推动贫困
地区特色产业绿色发展、 健康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真正体现
产业扶贫从输血扶贫转向造血
扶贫，更好地推广多维度、可持
续产业精准扶贫模式在全国的
开展实施。

（张慧婧）

惠及 140 余万人口

幸福工程展示 23年扶贫历程

策展人平川为嘉宾做现场导览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本志致辞

� �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左四）、北京市司法局局长
苗林（右四）向律师事务所颁发捐赠证书

2018 年 5 月 18 日， 由北京
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实施的

“西部律师研修计划” 签约捐赠
仪式在北京市司法局举行，中国
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
秘书长胡占山，北京市司法局党
委书记、局长苗林等领导出席仪
式。 仪式由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
马燕主持。

据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理事长张学兵介绍，“西部律师
研修计划”面向内蒙古、广西、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新疆建设兵团等
西部 11 个省（区）开展，每期 50
人进京研修， 研修时间为一个
月，连续进行五年。 参加研修的
律师其往返交通费、在京培训及
食宿费用， 由北京市 10 家律师
事务所承担，提供捐赠的每家律
所亦承担了 5 名研修律师的培

训任务， 捐赠总额为 400 万元。
现场，张学兵代表基金会与参与
支持研修项目的各律师事务所
签订了合作捐赠支持协议，并颁
发了捐赠证书。

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
局长苗林代表司法局对十家律
师事务所的爱心与善举表达了
诚挚的谢意，他指出，多年来，
首都律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以人为本、执业为民，在
确保法律正确实施、 保障群众
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 法律援助事业和
律师队伍建设是依法治国战略
的保障者、践行者。 律师执业素
质和服务水平， 是提高法律援
助案件办理质量的重要保障。
为扶持西部兄弟省区律师行业
的健康发展， 促进法律援助事

业发展， 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
会联合 10 家律师事务所开展
的“西部律师研修计划”项目，
是一项立足新站位、 破解新矛
盾、服务新战略、助力新改革、
探索新模式的有益实践， 对促
进东、 西部地区律师和法律援
助事业均衡发展， 促进西部欠
发达地区律师能力提升和法律
援助工作质量， 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苗林
强调指出： 基金会要不断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市
法援基金会服务人民群众的能
力和水平； 要以党建为引领，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 严格财务管
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确保每
一笔来自社会的捐赠善款，都要
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价值；要认

真组织好这次“西部律师研修计
划”活动的开展。 要健全工作机
制，充分展示出首都律师的水平
和作风；本着“优势互补、长期合
作、聚焦实效、实现共赢”的研修
理念，确保“西部律师研修计划”
活动圆满完成。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
长张彦珍指出，“西部律师研修
计划”是解决东西部律师和法律
援助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益
行动，体现了首都律师和法律援
助工作走在前、做表率的工作作
风，为引领欠发达地区律师走进
大都市,开阔视野，提高能力，为
西部地区培养法律服务和法律
援助人才、促进西部地区法治建
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她希望

全体律师、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继续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
工作，热情参与到法律援助公益
慈善活动中来，为法治中国建设
做出新的贡献。

此外，北京市司法局有关处
室负责同志，北京市法律援助基
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参与捐赠
及培训项目的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中伦
律师事务所、 大成律师事务所、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天元律师
事务所、汉坤律师事务所、浩天
安理律师事务所、国枫律师事务
所、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有关
负责同志和新华网、法制网等媒
体记者 40 余人参加了仪式。

（武胜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