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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吉利公益创新模式：

从帮助一个人到改变一座城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从帮助一个人到改变一座城，吉
利在扶贫道路上结合自身优势，
不断突破扶贫创新模式，将温暖
精准地送到千家万户，并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

2019 年 2 月 25 日上午，吉
利控股集团精准扶贫 2018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在杭州召开。 自
2016 年 3 月启动“吉时雨”精准
扶贫项目以来，吉利控股集团在
9 省 17 地区， 围绕产业扶贫、教
育扶贫、就业扶贫、农业扶贫、消
费扶贫五个方面， 投入超过 3.5
亿元。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曾说过：“一个没有社会责任
心的企业，最终总是会被市场无
情抛弃，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实
现永续经营的。 ”吉利控股集团
一直秉持这一理念，通过“吉时
雨”精准扶贫项目不仅给贫困地
区“输血”，更从源头帮助贫困地
区“再造血”。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
司长曲天军、 杭州市副市长王
宏、 全国工商联社会扶贫与社
会服务部部长王力涛等领导作
重要讲话， 杭州市对口支援和
区域发展局局长杨钊等领导参
加会议， 吉利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 资深副总裁陈文明作吉利
控股集团“吉时雨”精准扶贫项
目工作报告。

教育、就业扶贫有机结合

1997 年， 吉利进入汽车产
业，同年即在浙江台州创办第一
所学校———浙江经济管理专修
学院，吉利发展汽车产业是从办
学开始的。 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创
新，吉利将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
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充分利用
旗下 5 所院校的教育资源优势，
并与扶贫地区的职业院校开展
校企合作，面向就业，首创“吉利
成才班”， 招收建档立卡贫困户
免费入学，学成后可进入吉利就

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解决教育
加就业问题。

2018 年，吉利在各扶贫地区
与当地 45 所职业技术学院进行
合作，共开设 101 个“吉利成才
班”， 面向就业招收建档立卡户
学生 892 人，并投入 1168 万元用
于教学设备采购、师资培养及教
学方案的提升。 此外，吉利还在
贵阳和湘潭两地投入近 1.1 亿元
建设“吉时雨”精准扶贫技能培
训中心，针对建档立卡户提供技
能培训，学成后进入吉利就业。

秉承“吉利生产基地建设到
哪里，就要把精准扶贫工作开展
到哪里”的指导思想，吉利根据
现有基地实际情况，稳步开展精
准扶贫项目， 以基地为中心，辐
射周边区域。

吉利汽车晋中公司是践行
吉利公益理念的一个典型。 公司
采取“公司+建档立卡户”、“公
司+合作社”的精准扶贫方式，建
立企村结对帮扶利益联结机制。
2018 年通过消费扶贫、 农业扶
贫、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四大模
块投入精准扶贫款 1506 万元，直
接帮扶 2134 人。 其中通过采购
精准扶贫户滞销产品（苹果、梨、
红薯、土豆、猪肉），作为公司食
堂“爱心特色菜”，亦成为具有其
自身特点的帮扶模式。

截至目前，吉利旗下共 9 个
基地参与“吉时雨”精准扶贫项
目，各基地及上下游供应商招聘
建档立卡户员工 3000 余人，通过
22 个农业项目投入 3700 余万元
帮扶建档立卡户近 3000 户 9500
人，同时各基地自发出资 200 余
万元采购当地贫困村农产品作
为员工福利。

打造全产业链扶持新模式

从产业扶贫到全产业链扶
持，吉利不断结合自身产业及优
势，不仅在资金上投入，而且还
配合管理、技术、市场等各方面
的支持，走出了自己的参与脱贫

攻坚的创新道路。
2018 年 4 月，在杭州市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统一指导下，吉利
对口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
县茶产业项目。 项目落户雷山县
望丰乡三角田村， 投入 2000 万
元，流转茶园 2000 多亩，新建茶
叶精深加工厂房及配套设备，实
现“当地采摘、当地加工”，项目
惠及当地 17 个村 1700 多户贫困
户，真正实现“帮扶一个村，推动
一个乡，富裕一个地区”。

在经营上，和其他扶贫项目
不同，吉利在雷山茶扶贫项目中
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充分
发挥吉利控股集团在企业管理
方面的经验，派出公司副总经理
级人员长期驻点项目，任项目公
司董事长，既管好资金使用又培
养当地经营人才。

在技术上，引入浙茶集团制
定标准、 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实
现“三统”（统一技术标准、统一
质量检测、统一田间管理），逐步
引导农户向专业化、 标准化、规
范化方向发展。

在调动农户积极性上，除大
户整体流转外，针对农户均采用
土地“空流转”模式，即农户以茶
园面积入股，按统一标准进行管
理、采摘，公司以略高于市场价
进行收购，年底再以采摘的茶叶
量享受二次分红，多劳多得。

在市场上，吉利着眼于解决

贫困村“不知道把产品销往哪
里”的难题，建立“产业+商业”模
式，主动与全国茶叶出口量第一
的浙茶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借助浙茶旗下“狮峰”“天香”“骆
驼”等著名品牌，拓展雷山茶销
售渠道，建立产品标准，延伸茶
产业链，真正实现当地茶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同时，与中国扶贫
基金会旗下电商平台“善品公
社”合作，助推网络销售。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
刚评价说：“吉利开创了扶贫新
模式， 已经从简单的捐赠资金，
迈向了以产业、就业为方式来帮
助群众的公益模式。 就如雷山茶
扶贫项目，解决的是整个产业链
的发展。 这一模式不但推动扶贫
攻坚工作，加快扶贫进程，更重
要的是成为我国在减贫事业中
的一大亮点，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一条非常好的经验。 ”

截至目前， 吉利控股集团
“吉时雨” 精准扶贫项目共帮扶
13000 余个建档立卡家庭 25213
人次， 帮助建档立卡户 4000 余
人实现就业，在 20 县 39 村开展
25 个农业扶贫项目， 投入超过
4000 万元用于责任消费贫困村
农副产品。

“吉时雨”精准扶贫项目建
立了“集团牵头、基地主办、伙伴
协同、全员参与”的扶贫机制，针
对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断

完善目标方向和手段方法。 在各
方工作人员、合作伙伴以及爱心
人士的协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2017 年，被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工商联授
予首批“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2018 年 9 月，被民政部授予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

9 月， 被团中央授予“CSR
中国教育奖———精准扶贫特别
奖”；

12 月，被人社部、总工会、全
国工商联授予“全国就业与社会
保障先进民营企业”。

陈志刚还表示：“吉利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 承担社会责任，
参与脱贫攻坚，不仅出钱，更重
要的是结合企业实际，把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有机统
一，积极帮助贫困地区找到一条
发展路径，值得赞赏。 ”

吉利控股集团践行社会与
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重视
企业生存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
的关联性。 除“吉时雨”精准扶贫
项目外，吉利控股集团还开展了

“绿跑道” 乡村少年体育梦想计
划、吉利汽车———韩红爱心慈善
基金会、伦敦电动汽车———神奇
之旅、沃尔沃汽车———与‘沃’童
享等公益项目，真正做到让世界
感受爱。 （辜哲）

梦想定义新生，搭“东风梦想
车”驶向未来。 2019年 3月 1日，
以“燃梦·正当时”为主题的第三

届“东风梦想车”中国青年汽车创
意设计大赛在北京正式启动。

该赛事由东风公司与中国

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东风公益
基金会联合主办，面向国内外高
校大学生公开征集、评选汽车创
意设计作品。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
振邦，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何伟，中国青年创业就业
基金会党委书记、 理事长裴桓，
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社会责任
处处长张晓松，以及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共同
出席本次启动仪式。

本届大赛将面向国内外高
校学生， 征集融合东风设计基
因，诠释东风“品质、智慧、和悦”
的品牌价值理念，凸显智能网联
的移动出行空间。 在赛程上，大

赛将从 3 月持续到 7 月，分为初
赛、复赛、飞升训练、决赛 4 个阶
段。 大赛将评选出“东风梦想车”
大奖和最佳智美设计奖、最佳智
能创新奖、最佳智慧出行奖 3 个
单项奖等奖项， 共设置奖金 20
万元。

同时，东风公司还为参赛选
手开通了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优
秀获奖团队成员可进入东风公
司实习， 并直接入职东风公司。
此外，大赛还将以东风公益基金
会为平台，面向参赛院校的贫困
大学生，开展帮扶活动，发放助
学奖金，助力更多有志向的高校
学子继续追逐梦想。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东风公司建设 50 周年。
东风公司以此为契机，启动第三
届“东风梦想车”大赛，旨在进一
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青年
人才追逐“汽车梦”，为民族汽车
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聚青年智慧， 筑汽车梦想。
2014 年，东风公司按照社会责任

“润”计划的总体部署，启动“东
风梦想车”大赛，以鼓励和支持
青年人投身“双创”事业，打造汽
车行业社会公益品牌。 目前，大
赛已成功举办两届，在促进汽车
科技发展和行业人才培养方面，
取得积极成效，并发展成为青年
汽车人才创新创业、筑梦追梦的
重要舞台。 （徐辉）

第三届“东风梦想车”大赛启动
助力青年人才追逐“汽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