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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至 29 日，“京津冀社会组织跟党走—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成果展示暨乡村振兴衔接
推进会议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

初步统计 ，3 年来 ，6300
多家全国性及京津冀

社会组织共落地河北省扶贫项
目 5367 个 ， 涉及资金约 21.88
亿元，覆盖河北省 62 个扶贫开
发重点县，涵盖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 、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易
地搬迁扶贫等领域和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项目，受益人口达
280 多万人次，为河北打赢脱贫
攻坚战作出重要贡献。

11 月初， 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发布 《关于河北省民政
厅开展 “京津冀社会组织跟党
走—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 有关
情况的通报 》，通报显示 “京津
冀社会组织跟党走—助力脱贫
攻坚行动”取得重要成果。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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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社会组织跟党走—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成果发布

3年 6300多家社会组织助力河北脱贫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联系
社会帮扶资源与农村贫困人口
的重要纽带，是动员组织社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是
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
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关于引导动员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按
照民政部统一要求，河北省民
政厅积极协调对接京津民政
部门，决定围绕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两个重
大国家战略，联合开展“京津
冀社会组织跟党走—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全力推进、务求
实效。

2018 年 3 月，河北省民政厅
联合京津民政部门发出社会组
织助力脱贫攻坚倡议书，活动正
式启动。 牵头建立了由京津冀民
政厅（局）和河北省贫困地区民
政局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联席
会议机制，制定方案、谋划项目、
统筹资源。

河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与
京津民政部门的密切合作和协
调联动，多次组织京津民政部门
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深入河北贫
困地区实地调研， 进行精准对
接； 在民政部部社管局的具体
指导下，先后在石家庄、保定、
张家口、承德等地召开联席会、
对接会、调度会 10 余次，切实
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 积极
组织张承保地区参加京津专题
会议推介扶贫项目， 建立社会
组织助力脱贫攻坚专题网站，
搭建线上扶贫需求和扶贫项目
对接平台；制作扶贫手册，召开
动员会、座谈会、培训会，向广
大社会组织宣传扶贫政策、推
介扶贫项目， 确保整个活动稳
步开局、持续深入。

社会组织积极担当作为

通报显示， 全国性和京津
冀社会组织积极响应民政部和
三地党委政府号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整个活动帮扶项目
范围广、资金投入力度大、精准
扶贫效果好、 群众获得感明显
增强。

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主力
军作用，为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
困难群体投入了大量慈善资源。
中国泛海公益基金会实施“泛海
助学行动”， 资助贫困大学生
21040 名，资助金额达 1.05 亿元；
河北省三强公益基金会为丰宁
捐建蔬菜大棚 150 座，价值 3000
余万元， 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
解决了 2000 余贫困户就业。

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在农业、科
技、健康、易地扶贫搬迁等领域
为贫困地区提供支持。 河北省眼
镜协会联合中国眼镜协会组织
30 多家会员企业，为阳原一中师
生免费验配眼镜 1160 副，一些学
生表示：一副小小的眼镜，让我
看到更加清晰、更加精彩、更加
美丽的世界；河北省专家咨询协
会选派 153 名专家在贫困地区
开展科技扶贫， 举办农业技术、
教育、 卫生等培训班 120 多次，
培训 9000 多人，为贫困地区引进
种植、养殖类项目 60 余个。

社会服务机构等公益组织
通过捐资捐物、免费培训、减免
学费、引导就业等形式，支持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天津纯懿
公益帮扶服务中心筹集资金 72
万元，对承德市平泉市八十亩地
村小学进行全面改造；河北省凤
凰谷零碳发展研究院投入 56 万
余元，为阜平、顺平 34 个贫困家
庭免费安装太阳能并网发电系
统，确保持续增收。 三地社会组
织还充分发挥联络协调、统筹资
源优势，带动广大会员企业积极

参与产业扶贫，投入资金超过 30
亿元。 北京畜牧产业协会发动会
员企业北京四方红农牧公司对
接张家口市蔚县，投资 3 亿元建
成拥有基础母猪 7500 头、 年出
栏 10 万头的生态猪场， 为当地
产业扶贫作出了贡献。

2019 年以来，为扩大活动影
响，河北省民政厅逐步引导动员
各市县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进来，
推动活动向更广范围拓展。 阜平
县食用菌协会带动 1.5 万户农户
通过种植食用菌脱贫致富，食用
菌产业覆盖全县 13 个乡镇 140
个行政村，实现产值 4.5 亿元，群
众增收 2.5 亿元， 成为该县带领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河北省民政厅还充分发挥
驻村帮扶平台作用，针对康保县
南乔家营村空心化程度严重的
现状，谋划确立了“党建引领、集
中安置、产业带动、政策兜底”的
易地搬迁脱贫思路，整合省新联
合、新奥、敬业、君乐宝公益基金
会等 11 家社会组织的帮扶资金
800 余万元， 建设了康保县南乔
家营新村，94 户村民整体实现易
地搬迁扶贫，人居环境得到了极
大改善，作为全省空心村治理现
场会的参观点，成为河北省易地
搬迁扶贫的样板。

推动建立长效机制

为总结活动经验，巩固活动
成果，推动建立京津冀社会组织
扶贫合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
长效机制。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河北省民政厅会同北京市民政
局、天津市民政局在保定市顺平
县举办了“京津冀社会组织跟党
走—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成果展
示暨乡村振兴衔接推进会议。

会上展示了三年来京津冀
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成
果，对参与河北脱贫攻坚贡献突
出的社会组织代表进行了表扬，
举行了社会组织新对接帮扶项
目的签约仪式。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
爱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爱文指
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是参
与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对促进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补充和推动作用。 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三省
市民政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指示
精神，持续推动京津冀民政事业
协同发展向更深层次迈进，着力
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 建成了一大批示范项目，树
立了一批脱贫样板， 助推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 增进了人民群众的
福祉， 为河北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为全国社会组织
更好发挥作用积累了经验， 也写
下了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的光辉篇章。王爱文强调，三地民
政部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深
化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围
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 进一步动员引导广大社会组
织聚焦服务国家战略， 在推进京
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中展现新
作为；聚焦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在
乡村振兴中作出新贡献； 聚焦强
化自身建设，在新时代社会组织
改革创新中体现新担当。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三
地社会组织合作由助力脱贫攻

坚逐步转向助力全省乡村振兴，
有效推动活动向更深层次、更广
范围拓展。

下一步，河北省民政厅将进
一步总结活动经验，巩固活动成
果，推动三地社会组织扶贫合作
和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
长效机制。

一是抓好扶贫项目落实落
地。 河北省民政厅将充分发挥综
合协调作用，会同京津民政部门
对今年的扶贫项目实行清单式
管理，指导河北省受援地政府与
社会组织加强对接，做好参与我
省脱贫攻坚社会组织的服务保
障工作，协调援受双方及时研究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推动扶贫项目尽快落
地见效。

二是推动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 认真落实部、 省领导讲话精
神，与京津民政部门密切沟通、争
取支持， 抓紧推动建立三地社会
组织扶贫合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长效机制， 将京津冀社会组
织合作重心转移到助力乡村振兴
上来，谋划更多更好的支持项目，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持续助力脱
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三是持续深化三地民政事业
协同发展。 河北省民政厅将认真
总结三年活动经验， 进一步加强
与部社管局和京津民政部门的汇
报、沟通和协调，在做好社会组织
扶贫合作与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基础上，聚焦人民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全力推进三地民政
部门在社会救助、社会事务、区划
地名、 养老服务和社区治理等方
面的合作向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
迈进， 确保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
发展取得更好实效， 开启京津冀
民政事业协同发展新篇章。

四是大力宣传社会组织扶
贫事迹。 加强与新闻媒体、扶贫
部门的合作，对社会组织助力我
省脱贫攻坚好经验好做法，大力
表扬和宣传，全力营造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浓厚氛围。 积极推荐河北省社
会组织扶贫项目参与国家和河
北省的脱贫攻坚表彰、 表扬，带
动更多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