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9 月 18 日至 20 日，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工商联、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慈善联合会联合主办

的第八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展会’）在深圳举办。
本届慈展会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聚焦脱贫攻坚的一次慈善行业盛会。 展
会主题是‘决战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

据初步统计，本届慈展会吸引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地区
的 1966 家机构和项目以及 1969 种消费扶贫产品参展。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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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慈展会在深圳举行
1966家机构和项目参与

聚焦脱贫攻坚

9 月 18 日上午，民政部部长
李纪恒宣布第八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启动，并出席

“大国攻坚 决胜 2020”国际公益
主题研讨会。

李纪恒在研讨会致辞中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慈善组
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代表
的慈善力量围绕服务脱贫攻坚
这一战略大局， 在生活救助、教
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易
地搬迁扶贫等领域开展了大量
慈善活动, 成为我国扶贫格局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慈
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主
动投身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作
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专门表扬了国有企业的勇
挑重担和各类民营企业、慈善机
构的积极出力，赞扬了千千万万
志愿者和普通人的无私奉献。

李纪恒强调，脱贫攻坚已进
入倒计时冲刺阶段，夺取抗疫斗
争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努
力。 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着力发挥慈善事业机制灵活、贴
近基层、针对性强的优势，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更大贡献。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
完善慈善制度，大力发展“互联
网+慈善”，完善突发事件慈善应
急机制，努力“做大慈善蛋糕”、

“分好慈善蛋糕”，更好地发挥慈
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 要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
发挥中华慈善奖、中华慈善日、
中国慈展会等重大活动、 重要
节日、特色平台的作用，进一步
完善慈善激励和支持政策，大
力发展基层慈善，努力汇聚磅礴
慈善力量。

从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开始，历届
慈展会就将脱贫攻坚作为展示
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 2018 年起，
慈展会连续三年聚焦脱贫攻坚
主题，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届慈展会设置展示交流、
研讨会议、资源对接和配套活动
四大板块，展览分为脱贫攻坚成
果馆、消费扶贫产品馆和美好生
活体验馆，并通过云展览的方式
在线上推送。 在脱贫攻坚成果馆
的子展馆———社会扶贫馆还专
门设置了“战疫扶贫专区”，展示
慈善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中的突出贡献。 消费

扶贫产品馆集中展示销售扶贫
产品， 并积极引入电商平台、直
播带货平台等各类渠道资源，拓
宽扶贫产品的线上销路。 美好生
活体验馆重点围绕社会服务、智
慧分享和互动体验三大功能，展
示慈善领域创新发展的前沿科
技、理念、项目和产品。 本届慈展
会共吸引了来自 31 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的 1966 个机构、项目
以及 1969 种扶贫产品参展。

展现扶贫成果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
云在国际公益主题研讨会上介
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
定性的战略成就。 我国现行标准
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底
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9 底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
到 0.6%。

“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要努
力克服疫情、灾情影响，紧紧瞄
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一鼓作
气，尽锐出战。 完成这一历史任

务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持续参与，
要突出优势、壮大平台；要凝心
聚力，合力收官；要着眼长远、共
谋振兴。 ”洪天云强调。

社会力量的参与已经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
表示，民营企业在脱贫攻坚战中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民营
企业参与的“万企帮万村”取得
了巨大成效。 截至今年 6 月份，
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台账
管理的民营企业有 10.95 万家，
精准帮扶 12.71 万个村，其中，建
档立卡的贫困村 6.89 万个，产业
投入 915.92 亿元， 公益投入 152
亿多元， 安置就业 79.9 万人，技
能培训 116 万人。 民营企业参与
的“万企帮万村”不仅仅在于帮
扶了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
更丰富了脱贫的帮扶途径，创新
了扶贫的组织形式，深化了扶贫
的合作机制，促进了社会群体间
的交融。

据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
庄树新介绍，中央企业发挥资源
优势， 持续加大投入帮扶力度，
全力以赴助力脱贫攻坚，已累计
投入超过 130 亿元。 目前，中央
企业定点帮扶 246 个国家级贫
困县，对口支援西藏 21 个县，青
海藏区 16 个县。 在扶贫工作当
中，组织开展定点贫困县贫困农
民工专项招聘活动；开展消费扶
贫专项行动，大力采购帮销农产
品；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贡献更
大的力量。

据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
硕鹏介绍，目前，中国红十字会
在 28 个省、3000 多个贫困村实
施“博爱家园”项目，带动资金循
环滚动， 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健康扶贫项目受益贫困群众
达 271 万人。

据广东省副省长李红军介
绍，广东慈善事业在助力脱贫攻
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
前，广东共有慈善组织 1283 家其
中公募慈善组织 148 家，注册志
愿者 1419 万人，各项指标、数据
均位居全国前列。 省内累计减贫
250 多万人，48 个贫困村脱贫，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突出，协助
4 省（区）349.2 万人脱贫。 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过程当中，广东精心
打造了一批慈善精品项目，特别
是“广东扶贫济困日”已连续举
办 11 年，认捐金额累计达 331.36
亿元，对接帮扶 400 多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线上线下推动

为了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 本届慈展会除了国际
公益主题研讨会外， 还组织开展
10场理论与实战纵深研讨的分议
题研讨会和 11 场分享实践技巧
的社群圆桌派活动， 以及举行 1
场总结凝练成果的闭门会议。

研讨会汇聚了 200 多位国内
外关注减贫脱贫领域的专家学
者，全面总结、梳理、提炼我国扶
贫开发的智慧成果与经验模式，
研讨回应慈善力量参与减贫脱
贫、乡村振兴、突发公共事件和
应急救助中的有效机制等热点
议题， 实现了既有前沿洞察、又
有实战指引的研讨愿景，为全球
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为了将脱贫攻坚工作落到
实处，本届慈展会围绕特殊贫困
群体的脱贫需求与长远发展，探
索实现线上线下双推进、资源服
务全赋能的资源对接模式。

线上，与腾讯公益、新浪微
公益等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
捐平台合作，为 22 个扶贫项目
开设专题筹款页面， 同步推出

“乡村振兴”专题训练营系列课
程， 为贫困地区的参展机构和
项目提供专业支持； 针对扶贫
产品，联合淘宝、抖音等直播平
台， 携手 19 名网络主播和明星
名人，开展“好物出山”直播带货
活动，为贫困地区扶贫产品拓宽
销路。

线下，通过项目路演、信息
发布、 扶贫产品展销推介等方
式，开展了 110 场活动，为扶贫项
目和消费扶贫产品链接相关慈
善资源。 还有一些社会服务机构
通过展示交流等方式和途径，对
接了包括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服
务项目、专业人才、技术等资源。

第八届中国慈展会启动仪式现场 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喀什）社会工作站站长董欢（左）正在讲解深圳十年援疆工作

云南普洱思澜佳邦葳古树茶展区负责人正在展示其花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