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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扶贫

阿里巴巴京东等发起中国电商扶贫联盟
� � 2018 年 8 月 2 日，在国家商
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指导
下，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等在内
的 18 家单位， 联合发起中国电
商扶贫联盟。

促进产销对接

该联盟将致力于挖掘贫困
地区优质农特产品，打造农特产
品明星品牌，促进农特产品产销
对接，助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生
产与加工的转型升级，帮助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

同时，中国电商扶贫联盟现
场发布 229 个“电商扶贫优秀农
特产品”和 185 个“电商扶贫重
点扶持农特产品”名单，覆盖全
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340 个贫
困县。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理事长、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名誉
主席陈昌智，商务部副部长王炳
南出席活动并致辞。

陈昌智在讲话中指出，目前

全国还有 3000 万群众没有摆脱
贫困，脱贫任务十分艰巨，要保
障贫困群众如期脱贫且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需要社会各界敢于
担当、勇于创新、完善举措、全面
发力。 他表示：“中国电商扶贫联
盟的启动，彰显了国家部委、‘思
源工程’的政治担当和电商企业
的社会责任。 ”

培育扶贫品牌

王炳南在致辞中指出，电商
扶贫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的政治任务。 他强调：培育
扶贫品牌是电商扶贫工作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农产品流
通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电商扶
贫是个系统工程， 涉及生产、流
通、消费全产业链，必须紧密协
作、形成合力。

据了解，首批中国电商扶贫
联盟 18 家发起单位， 除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电
子商务中心外，还包括阿里巴巴

集团、 百诚源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
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
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国美控股集团、汇通达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随易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寻梦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邮乐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供销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中航亿通电子商务（北

京）有限公司、中国一重集团有
限公司、中粮我买网投资有限公
司等。 首批发起单位的高层领导
还将担任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副
主席。

（徐辉）

2018 年 8 月 5 日， 中华慈
善总会天使布衣基金成立仪式
暨怪兽星库—环球 BABY 盛典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国宋庆龄
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召
开。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
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促会执行
会长徐镱轩以及怪兽 bobo 董
事长张跃峰出席活动并致辞。

新闻发布会上， 中华慈善
总会天使布衣基金正式成立，
该基金将凝聚每份社会力量，
为贫困的“布衣天使”铸建健康
温暖成长的美好家园。据悉，创
建于 2013 年的天使布衣慈善
援助会， 以杭州四季青精品童
装市场为发起人，5 年来走进甘
孜藏区、四川大凉山、青海化隆
县等 20 多个山区，旨在为孩子
提供冬衣、学习文具，建立互学
互助的帮扶关系， 为孩子送去

温暖。天使代表纯洁，布衣代表
平等， 每个孩子都是上天恩赐
的天使，都有得到温饱的权利，
在该基金的助力下， 天使布衣
慈善机构援助会将尽自身最大
努力帮助贫困落后地区的少年
儿童。

当天 ， 怪兽星库—环球
BABY 盛典的全球招募也正式
启动。该盛典以“净化儿童影视
产业生态环境， 让更多的孩子
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我”为主要
诉求， 通过拥有 10亿用户的怪
兽 bobo 平台率先做出榜样，发
起成立影视文化产业基金，定向
支持少年儿童影视作品在内容
和形式上的创新发展。“怪兽星
库—环球 baby” 全球盛典将覆
盖 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50
个城市，致力打造中国最健康、
最权威、最全面的少儿平台。

从启动到决赛， 历时一年
的盛典将从全球挑选 300 位儿
童，通过才艺、服装展示以及镜
头表现力等赛程的角逐， 诞生
本年度环球 BABY。 所有入选
儿童将有机会免费获得迪士尼
乐园门票， 而胜出者将由影视
表演界权威人士出任导师的专
业经纪团队培养打造成为儿童
影视巨星。

怪兽星库—环球 BABY 盛
典将打造中国最健康的儿童经
济生态环境， 该活动由亚星三
网（北京）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和
杭州一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承
办， 并得到了北影新青年戏剧
工坊、光寰艺术团的大力支持，
活动限产、拒绝带资入组，并与
“青少年英语影视戏剧表演周”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还得到了
《葫芦学院》《西游记》《花木兰》
《爸爸去哪儿》的合作授权。

通过此次盛会， 一方面以
“天使布衣基金”的传统形式进
行帮扶， 改变部分贫困山区孩
子的燃眉之急， 满足基本的生
活条件的协助； 另一方面通过
怪兽 bobo 的少儿平台，改变现
实中资源不平等的大局面，给
每个孩子一个平等自由的展示
自我的舞台。

首都金融服务商会影视金
融专业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岳晓
湄表示，这样的合作意义非凡，
不但净化了儿童影视演艺环
境， 更加注重根植文化的素质
培养，更从贫困山区到城市，帮
助更多孩子穿上新衣、 走上新
的舞台。

（张慧婧）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7 日是
第 27 个世界母乳喂养周， 其主
题是：“母乳喂养，生命之源”，强
调母乳喂养是婴幼儿健康成长
的基础，是生命的根本。 为做好
今年世界母乳喂养周宣传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司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8 月 1
日在北京共同举办“2018 年促进
母乳喂养论坛”。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
食品。各国研究证明，从出生到 2
岁是决定人一生营养与健康状
况的关键时期，母乳喂养是这一
时期婴幼儿的最佳营养来源。 世
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乳喂养遵循
如下原则， 即婴儿出生后 1 小时
内开始母乳喂养、6个月内纯母乳
喂养、 坚持母乳喂养到 2 岁及以
上、 在婴儿 6 个月龄时开始添加
有足够营养和安全的辅食。然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 年的相
关报告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新
生儿 1小时内早接触早吸吮的比
率是 45%， 婴儿纯母乳喂养的比
率是 43%。 2016年《柳叶刀》母乳
喂养系列报告指出，过去 20 年里
母乳喂养率并未显著提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司
司长秦耕指出， 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母乳喂养， 在促进母乳喂养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落实相关
政策，保障母乳喂养权益；二是开
展爱婴医院行动， 提升母婴健康
服务水平； 三是积极配合推进母
婴室建设工作； 四是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爱婴爱母氛围。我国母乳
喂养工作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一步，妇
幼司将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爱婴

医院管理， 研究制订母乳代用品
销售管理有关文件，同时按照《国
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实施婴幼儿喂养策略，
提高婴幼儿营养水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卢迈表示，坚持和
推广母乳喂养，是保障儿童身心
健康发展，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
一环。 坚持和推广母乳喂养，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017 年，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启动母乳喂养
提升计划，过去一年有针对性地
了解了中国母乳喂养的状况，推
出了《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
研报告》。 调研结果显示，促进母
乳喂养需要通过制定法律政策，
调动政府、医疗保健机构、工作
单位、社会和家庭的一切资源和
力量，建立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母乳喂养支持体系，为婴儿母
亲们提供一个能够得到充分支
持的母乳喂养环境。 首先，要进
一步加强对母乳喂养知识和技
能的宣传，提高公众对母乳喂养
知识的认知。 同时，充分发挥医
疗保健机构在母乳喂养宣教中
心的核心作用，为母乳喂养提供
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其次，应当
进一步完善母乳代用品管理制
度，尽快出台新的《母乳代用品管
理办法》，填补立法空白。 第三，完
善产假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的相
关立法， 保障哺乳期母亲的劳动
权益和母婴实现母乳喂养的权
利。第四，鼓励和支持工作单位为
哺乳期的女职工坚持母乳喂养提
供良好的环境。 （张慧婧）

� � 与会人员共同启动中国电商扶贫联盟

2018 年促进母乳喂养论坛
在京举办

怪兽 bobo携手中华慈善总会
助儿童圆梦舞台

� � 合作方向该全球盛典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