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谱写民企扶贫的“光彩”乐章

中国光彩事业发起实施 25周年成就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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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4 月 23 日，北京。
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

组织推动下，10 位民营企业家发
出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
事业中来 》的倡议 ，号召全国先
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到老、 少 、
边 、穷地区扶贫开发 ，促进共同
富裕。 次年，中国光彩事业促进
会正式成立。

25 年来 ，产业扶贫 、公益扶
贫 、社会扶贫 、精准扶贫 ，在 “致
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以
义为先，扶危济困、共同富裕”的
光彩精神指引下，光彩事业的火
种在全国各地点燃，为中国特色
减贫道路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
和力量。

立足产业扶贫
彰显造血式扶贫强大生命力

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

自光彩事业发起之初，安徽
南翔集团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
区开发建设区域商贸物流中
心———光彩大市场， 总面积逾
500 万平方米， 入驻商户近 3 万
家，吸纳就业 26 万人，市场年交
易额 1000 多亿元，极大提升了光
彩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从 2000 年开始，陕西荣民集
团累计为老少边穷地区捐款 6
亿元，对陕西省定边县海则梁等
3 个特困地区实施精准帮扶，帮
助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现代化农
业，海则梁农民实现年人均收入
8 万余元， 另两个地区也达到 4
万多元，探索出扶贫开发的“荣
民模式”；

上海均瑶集团帮助贵州省
望谟县洛郎村打造万亩高产板
栗示范园产业链，建立起“龙头
企业+本地企业+村委会+种植
大户+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制，
打造的板栗品牌 2018 年销售额
5300 万元，今年有望破亿，帮助
整村实现脱贫致富；

……

产业兴则农民富，农民富则经
济活。许许多多民营企业用实效彰
显造血式扶贫的强大生命力。

由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与
地方党委政府联合举办的“光彩
行”， 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品牌活
动。 活动通过组织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到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察投
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贫
困人群脱贫致富。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光彩事
业促进会多年来共牵头举办“光
彩行”34 次，辐射全国 16 个省区
市，11800 人次民营企业家参加，
落地项目 1483 个， 实际投资额
7959.07 亿元， 公益捐赠 9.92 亿
元，实施公益项目 872 个，受益
人数达 79 万人。

聚焦精准扶贫
“万企帮万村”立战功

2015 年 10 月，全国工商联、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事业促
进会联合发起“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明确以民营企业为
帮扶方， 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
贫困户为帮扶对象， 以签约结
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
用 3 到 5 年时间，动员全国一万
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一万
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民营企业家们闻令而动。 截
至 2019 年 6 月底，进入“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
民营企业已达 8.81 万家，精准帮
扶 10.27 万 个 村 ， 产 业 投 入
753.71 亿元， 公益投入 139.1 亿
元，安置就业 66.15 万人，技能培
训 94.1 万人， 带动和惠及 116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专注共赢发展
“万企帮万村”行动更富实效

———工作举措更精准，不再
强调与贫困村签约结对，而是精
准到户到人、 因户因人施策，做
到精准滴灌；

———帮扶路径更多样，从投
资项目、安置就业、捐款捐物为
主要形式， 发展到扶贫车间、教
育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智
力扶贫、互联网扶贫等新模式新
业态；

———帮扶机制更长效，2019
年上半年，28993 家企业参与产
业扶贫，占帮扶企业总数的 33%，
产业扶贫占比明显提高；

———重点目标更聚焦，针对
深度贫困地区，实现“三区三州”
帮扶全覆盖，共计投资签约合同
项目 500 多个，合同金额 3070.76
亿元；

……
如今，“万企帮万村”已成为

民企精准扶贫的排头兵，国家脱
贫攻坚的大品牌。

寓教于“光彩”
力促“两个健康”

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
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
康成长，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
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到助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25 年来，光彩事业始终与国家战
略紧密联系，为党的中心工作服
务———

配合三峡库区移民工程，中
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多次组织企
业到三峡库区考察投资，组织引
导民营企业签约项目 320 个，投
资总额近 400 亿元；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组织开
展“光彩事业国土绿化贡献奖”
评选活动，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坚持不懈参与国土绿化
和生态治理工程；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江苏省
光彩会推进全省民营企业北上西
进，多次组织民营企业赴吉林、宁
夏、云南、贵州等地投资考察，一

批又一批项目在各地落户；
……
同时，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始终坚持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的教育引导与产业帮扶和公益
慈善活动紧密结合，组织民营企
业家深入四川凉山、 云南怒江、
新疆南疆地区等考察调研，实地
接受国情、民情教育。

“通过参与光彩事业，我的
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升。 从某种
意义上说， 是光彩事业成就了
我，培养了我。 ”陕西荣民控股集
团董事局主席史贵禄的微信名
就是“光彩人”，在自己的人生中
烙印下“光彩”的印记。

史贵禄不是孤例，随着“光
彩事业”的发展壮大，许多民营
企业家在企业壮大之时主动回
馈社会，帮助千千万万贫困家庭
燃起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

“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
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踊跃投身
脱贫攻坚，帮助众多贫困群众过
上了好日子，我非常欣慰。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
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
业家的回信，对民营企业踊跃投
身脱贫攻坚予以肯定。

新征程，新使命。扶贫的故事
还在续写，民企扶贫的“光彩”乐
章将越发恢宏响亮。 （据新华社）

深圳市辽建友教育基金会被警告 ■ 本报记者 文梅

9 月 25 日， 深圳市民政局
发布《关于给予深圳市辽建友教
育基金会警告行政处罚的公
告》。《公告》明确，深圳市辽建友
教育基金会存在以下问题：

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
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违反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
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根
据《深圳市民政局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范》第（42）项，2019
年 9 月 24 日，深圳市民政局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深民罚字
〔2019〕第 001 号），给予深圳市
辽建友教育基金会警告的行政

处罚,并责令其改正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

此前，关于深圳市辽建友教
育基金会“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
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
活动”的问题，《公益时报》于 6
月份进行了报道。

深圳市辽建友教育基金会
(以下简称‘辽建友基金会’)设
立“财智投资基金”，以“公益捐
存”的方式，承诺预期回报，面
向沈阳建筑大学校友群体公开
募捐。

该报道源自微信网友“简
出桥”先生的反馈，称其发现深
圳市辽建友教育基金会在微信
公众号对其运作的“财智投资

基金 ” 公益捐存项目描述如
下———基金会按照章程使用筹
款项及其增值收益， 并向捐赠
人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
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存款
利息，在投资周期结束后，捐赠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额收
回捐赠存款 (捐存 )的本金和存
款利息。 简出桥认为辽建友基
金会的“公益捐存”项目涉嫌违
法，遂向深圳市民政局和《公益
时报》进行了举报。

经过《公益时报》记者多方
了解调查，简出桥反映的情况属
实，且辽建友基金会亦不愿主动
就此事予以解释和说明。

该报道刊发后引起业界广

泛关注。《公益时报》获悉，报道
刊发后，民政部执法处已很快将
此事交由深圳民政主管部门调
查处理。

在此后的跟踪报道采访中，
深圳市民政局执法监督处工作
人员向记者表示，深圳民政局执
法部门会严格按照相关执法流
程推进此事， 无论调查结果如
何，一定会及时通过公开渠道予
以公示。

三个月后，深圳市民政局通
过其官网“深圳民政在线”就此
事发布公告，称“给予深圳市辽
建友教育基金会警告行政处
罚”， 深圳市政府官方网站亦对
此公告进行了转载。

� � 光彩事业是以项目投资进行产业扶贫活动为主，通过实施产业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致富；同时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