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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致敬社会组织领域受表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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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领域
先进代表受表彰

在表彰大会上， 党中央决
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表彰
一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根据评
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地区各部
门充分酝酿、 集体研究的基础
上，经综合评审、统筹考虑，确定
康柏利等 1981 人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含追授 61
人)，确定北京首农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等 1501 个集体为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表彰对象。

据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初步统计，全国社会组织领
域共有 1 名楷模、23 名个人、20
个集体上榜。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科
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
专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
会会长白晶莹被评为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潘江雪、浙江新湖慈善基
金会秘书长叶正猛、中华思源工
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李晓林、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
秘书长陈继红、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社
会组织管理四处处长柯晓山等
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招
商局慈善基金会、宁夏燕宝慈善
基金会、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 广西北流市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天津
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浙江省慈善
联合总会等被评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

社会组织扶贫显成效

作为全国社会组织领域的
先进人物和机构代表，他们在以
往的脱贫攻坚工作中究竟开展
了哪些工作？ 取得了哪些成果？
做出了哪些推动？

以潘江雪为例，她能够获得
这一荣誉无疑与上海真爱梦想
基金会是分不开的，作为该基金
会的发起人之一，12 年来她不断
在儿童素养教育公益实践中取
得突破，自 2008 年基金会在阿坝
羌藏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建起
第一间梦想中心， 截至目前，梦
想中心项目遍布全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的近 700 个区县，覆盖超
过 4298 所学校，受益学生约 470
万人。 截至 2020 年底，真爱梦想
在云、贵、川、渝、甘、内蒙古及
“三州三区”的 262 个贫困县，建
成并协助运营 1798 间梦想中
心，这些项目折合投入善款 2.72
亿元， 约 200 万当地儿童受益，
为贫困区县的精神脱贫、文化脱
贫、长期脱贫做出了的贡献。

她带领团队设计出的“三位
一体”公益服务体系，通过联结政
府、企业、社会力量赋能学校教
育的“四方联动”模式，将资源配
置到国家扶贫战略最需要的地
方， 帮助孩子们探讨自我意识的
觉醒。

她发起的“梦想领路人”师
资培训计划，通过面授，不断壮
大“梦想教师”队伍 ;探索建立在
地的“教师梦想沙龙”，让邻近学
校的老师们跨学科、跨学校开展
的教研交流，相互学习;并开发网
络交流平台“梦想盒子”，帮助乡
村 10 万名一线教师改善职业倦
怠、获得专业成长。 在她和团队
的努力下，420 万青少年从梦想
课程中受益，孩子们的成长也更
加自信、从容、有尊严。

“作为一名社会组织代表，
能亲自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个人倍感光荣，也为真爱梦想能
参与到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
斗中深感荣幸。 ”谈及获奖的感
受潘江雪说道。

在潘江雪看来，自 2008 年以
来，真爱梦想从贵州遵义到甘肃
会宁、 从四川凉山到内蒙古赤
峰， 在全国 650 个区县， 建起
4000 多所梦想中心，让数百万的
孩子们受益，这背后离不开 5000
多名志愿者以及近 10 万名一线

教育工作者。“真爱梦想始终坚
信，将爱和梦想的种子，播撒到
孩子心中，在精神、文化、想象、
勇气上脱贫，孩子才能摆脱大山
的桎梏，遥远而大美的远方才能
真正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播，乡村
振兴才能走在坚实的土地上。 ”

中国青基会自 2013 年以来，
通过实施“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 累计筹款 39.11 亿元，
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37 万余名。
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援建 871 所希望小学。 集中
打造“10 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资助项目”， 帮助他们在脱
贫攻坚关键阶段顺利完成学业。
坚持扶贫扶智、 扶贫扶志相结
合， 帮助贫困大学生圆梦大学，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底， 中国
青基会及各省级青基会共筹资
超过 6.3 亿元， 累计资助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 24 万余名，超
额完成团十八大提出的“10 万+”
任务要求。

2019 年 11 月 19 日，习近平
总书记寄语“希望工程”，强调指
出：“希望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
促进教育发展、 服务青少年成
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脱贫攻坚阶段，招商局慈
善基金会则聚焦贫困人口出行

难、住房饮水难等问题，打造“幸
福小镇”、“幸福新村”、“幸福乡
村卫生室”等项目，为贫困乡村
补足物质资本，不断改善生活生
产条件；聚焦看病难、上学难，与
社会组织合力，开展乡村素质教
育推广、村医实用技能培训和基
层干部综合能力建设等，使贫困
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跃上
了新台阶； 聚焦农产品出山难，
推动社区互信互联，链接多元社
会资本，创立“27°农”公益品牌，
以“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理
念，开发销售特色农产品，培育
乡村致富带头人。 此外，招商局
慈善基金会还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创新实践，以
基层治理带动精
准脱贫，在 23 个
省、市、自治区先
后实施“幸福家
园”、“未来+乡”
支持计划等，累
计资助 160 多个
社区治理项目成
功落地。

截 至 2020
年底， 招商局慈
善基金会累计管
理扶贫资金超过
10 亿元 、 项目
200 多个， 带动

125 万人口脱贫。

乡村振兴新要求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乡村
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一项重大任务。 要围绕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 提出的
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持续缩
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让低收入
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
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
来。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度、 广度、 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
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
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
更强大的力量， 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2 月 21 日，中央发布一号文
件，“三农”的重心从脱贫攻坚全
面推进到乡村振兴。

2021 年 2 月 25 日下午 4 时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 1号，国
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
子此前已经摘下。 在这种背景下，
城乡受助群体的需求将从原来的
物质贫困， 日益转变为专业的社
会服务需求。 这对社会力量参与
帮扶提出了新的要求， 将不再是
简单的捐款捐物。为此，公众提供
志愿服务要比捐款更加依赖社会
组织， 因为涉及专业培训和项目
开发， 尤其在农村地区专业人才
匮乏，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深入
到农村，满足各种社会服务需求。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既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责
任， 又是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
重要体现，更是社会组织发展壮
大的重要舞台和现实途径。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各级民政
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90 万
个。社会组织已经被纳入“国家乡
村振兴局”的视野，在接下来的乡
村振兴工作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2 月 25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2 月 25 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全面胜利， 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这一成果的背后，广大扶贫干部倾情投入奉献，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各界力量深度参
与攻坚脱贫，共同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成为新时代中国式脱贫攻坚的一大亮点，并最终促进
国家扶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而社会组织、慈善力量的有效参与也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
贡献，据民政部数据显示，自脱贫攻坚以来，全国社会组织共实施扶贫项目超 9 万个，投入各类资金
124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