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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 � 2019 年以来，扶贫攻坚工作
展现强劲势头，为进一步推动贫
困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
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指导意见》， 鼓励社会各界通
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的产品与服务，推动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攻坚，共同帮助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作为责任央企，东风公司在
努力推进帮扶地区产业、 基建、
教育、党建、文化等领域发展的
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创新实践
消费扶贫模式。

今年春节前，公司总部及旗
下二级单位掀起了一阵从扶贫
点团购农特产品的热潮。 来自新
疆柯坪县的冰糖心苹果、 香梨、
羊肉，湖北房县的小花菇、黑木

耳、核桃、黄酒、芝麻油、跑跑鸡、
黑毛猪， 还有产自广西马山县的
沃柑等天然原生态农产品， 都深
受大家的青睐。 节后回到工作岗
位， 公司员工们聊起美味来仍然
觉得口有余香。“用房县的小花菇
烧肉鲜香味浓，味道棒极了！ ”“马
山县的沃柑果然不一般，天然、营
养、美味，过年拿回家，亲友们都
说好吃，还问我在哪里买的。 ”

据了解， 从扶贫点采买、团
购农特产品的这股热潮，近些年
来已经从节假日延伸到公司、员
工的日常生活中，慢慢变成了一
种习惯。 而为了让扶贫地区农特
产品与公司员工、与社会大市场
对接， 公司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一方面，公司通过举办精准扶贫
农特产品电商展、扶贫产品进食
堂、上餐桌等推介活动，宣传东
风扶贫点的特色农产品。 另一方

面， 公司还通过搭建东风惠购、
东风汽车扶贫馆等电商平台，开
展爱心团购、节日慰问品采买等
活动，促进农产品销售。 这样，既
可以让员工享受到纯绿色、原生
态的优质农产品，又可以拓宽扶
贫地区的销售渠道，促使扶贫点
农民早日长久稳定脱贫。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扶贫工
作，公司还在《东风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全力以赴支持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方
案》中，把消费扶贫、电商扶贫作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写入其
中，积极推动结对帮扶地区与中
国社会扶贫网、东风惠购等电商
平台合作，在帮助地方特色产品
线上交易的同时，倡导公司各单
位积极、主动采购结对帮扶地区
特色产品，以买代捐，形成人人
参与、支持扶贫的氛围。

此外，公司还鼓励各单位采
购定点扶贫地区的扶贫车间劳
保用品，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就业
和产业发展。 2018 年，公司在扶
贫地区购买农产品及带动市场

销售达 1000 余万元，用实际行动
切实提升了农户销售收入，让贫
困地区农户家庭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稳步迈进。

（于俊如）

2019 年 3 月 21 日 , 2018
年度“村暖花开·乡村扶贫扶志
典型人物”资助仪式（以下简称

“资助仪式”） 在人民日报社举
行。 2019 年度村暖花开·乡村扶
贫扶志系列行动同时启动。

“村暖花开·乡村扶贫扶志
典型人物”评选活动由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
息公共平台与中国平安集团联
合发起，旨在向奋斗在乡村扶贫
扶志工作一线的榜样人物致敬。

活动依托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人民日报媒体公益专项基金
的开放平台，凝聚群团、党媒、企
业等各方力量对扶贫扶志榜样

人物进行奖励，共同助力脱贫攻
坚事业。 本次活动共设“乡村优
秀致富带头人”“乡村好医生”
“乡村科技好校长”“乡村科技好
教师”四个资助类别，各评选出
100 名榜样人物进行资助。

此外，为了表彰全国各级各
地党媒在扶贫报道中做出的贡

献，激励更多媒体关注和支持脱
贫攻坚工作，本次活动还设立了

“全国党媒优秀扶贫报道” 资助
项。 现场，来自河北、四川、江苏
等地的 30 家地方党媒代表接受
资助。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谢
国明表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在这个时
间举办这样一场活动，具有特殊
意义。 媒体服务公益事业大大超
越了原先“秀才人情纸一张”的
窘境， 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团结各方力量， 加强主动策划，
壮大公益事业。

（王勇）

� � 本基金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北京长安信托公益基金会(2017)年度信息公布报告书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039,944.15 4,022,259.29 流动负债 0.00 14,648.00

其中：货币资金 2,039,944.15 2,222,259.2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14,648.00

净资产合计 2,039,944.15 4,007,611.29

资产总计 2,039,944.15 4,022,259.2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39,944.15 4,022,259.2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39,944.15 4,007,611.2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394,320.91 0.00 2,394,320.91

其中：捐赠收入 2,320,000.00 0.00 2,32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26,653.77 0.00 426,653.77

（一）业务活动成本 370,688.00 0.00 370,688.00

（二）管理费用 55,965.77 0.00 55,965.77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967,667.14 0.00 1,967,667.14

投资收益 70,991.95 0.00 70,991.9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强力、瞿文康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320,000.00 0.00 2,320,000.00

2,320,000.00 0.00 2,320,000.00

0.00 0.00 0.00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8 层

010-85405328 邮政编码 无

基金会名称 北京长安信托公益基金会 53110000MJ0176523U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无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扶贫济困，资助与教育发展、医疗救助、环境保护相关的公益项目。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燕

互联网地址 www.cfcac.org.cn 成立时间 2016-08-05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039,944.15

本年度总支出 426,653.7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70,688.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8.1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3.12%

行政办公支出 55,965.77

乡村扶贫扶志典型人物获资助

2018 年东风公司精准扶贫农特产品电商展销会

六、年检结论：合格

北京市民政局

2018 年 6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