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中国乡村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和四川分会场举行。 该计划
由启明创投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面向乡村振兴新阶段实施人才振兴、

产业振兴新举措，致力于培训、赋能乡村产业创业者和社会事业创业者。

２０22.1.18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13专题TOPIC

中国乡村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在京启动

好丽友：
综合赋能助推可持续发展

据悉， 启明创投将捐赠 1
亿元人民币投入中国乡村振兴
创业者支持计划，用于培训、赋
能 2000 名乡村创业者，以及在
40 个县培育 40 家社会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
文凯在致辞中表示，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坚持把乡村人力资
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 大力培
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 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

记者了解到， 中国乡村振
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将举办中国
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创业营”和

“乡村社会事业创业营”。 乡村
产业创业营， 主要支持乡村创
业者创办专业合作社， 完善创
业方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推

动用合作社发展乡村产业；乡
村社会事业创业营， 主要支持
乡村创业者创新基层社会服
务，专注于解决乡村养老、儿童
服务、 困难群体帮扶等乡村社
会问题，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社
会资源，集聚社会力量，引导促
进三次分配在乡村振兴进程中
更好地发挥作用。

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
邝子平在致辞中表示， 启明创
投作为一家创业投资机构，在
过去 15 年里发现、陪伴了超过
400 家技术与创新企业，为中国
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
贡献。 除此之外，启明创投长期
在抗灾、教育、医疗等领域积极
捐赠，回馈社会。

“启动中国乡村创业者支

持计划，我们要用钱来做、用心
来做、用脑来做。 ”邝子平表示，
中国已经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
的伟大目标。 该计划旨在巩固
扶贫成果，拓展扶贫成就。

启明创投将依托在创业投
资领域的经验， 与企业家打交
道，筛选创新创业企业的能力、
知识、流程、方式，用到乡村振
兴的事业上来。 邝子平表示，未
来在合适的时机希望带动投资
企业生态圈的 400 多家企业共
同参与， 进一步赋能中国乡村
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 扶持出
一批优秀的乡村企业、 乡村事
业。

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
司副司长刘胜安在讲话中指
出， 启明创投捐资 1 亿元用于

支持乡村人才发展， 这既是启
明创投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行
动， 也是支持乡村振兴伟大事
业的具体实践， 体现了启明创
投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 国
家乡村振兴局特别是社会帮扶
司将继续支持社会力量， 不断
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新途
径、新方式，为广大社会力量参
与乡村振兴提供支持和服务，

总结好、宣传好、推广好乡村振
兴的好经验、好做法。

据了解， 四川蒙顶山合作
社发展培训学院作为中国乡村
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的实体培
训机构， 将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及启明创投合作， 共同把项目
实施好、创新模式打造好、示范
引领作用发挥好。

（李庆）

� � 新年伊始， 好丽友广州工
厂、上海工厂传出消息，厂区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竣工投运，
年发电量达 380 万千瓦时，相
当于 40 万个普通家庭一天的
用电量。 据悉，项目二期将于年
内竣工， 届时全年可累计生产
清洁电力近千万千瓦时， 减少
碳排放约 4000 余吨。 这标志着
好丽友在落实亲环境经营方
针、 助推可持续发展方面又前
进了一步。

2021 年， 好丽友在集团层
面构建“全球碳排放综合管理
体系”，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各工
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系统监
测，制定碳排放、碳中和目标以
及节能减排方案， 实行全球统
一碳排放管理。 凭借多年来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卓有成效的努
力，好丽友沈阳工厂、广州工厂
相继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减
污降碳突出贡献企业。

与此同时， 好丽友还积极
通过产业赋能振兴美丽乡村。
好丽友依托在农场运营方面积
累的丰富农业技术和管理经
验， 携手云南文山砚山县江那
镇的一处土豆农场社区， 共同
推进美丽乡村振兴实践。 项目
通过农业基础设施改进、 数字
化生产工具服务等方式， 帮助
农场提升土豆生产效率， 以点

带面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进
程；同时，通过对项目所在地乡
镇幼儿园进行绘本捐赠， 提升
社区教育水平， 促进儿童早期
教育发展。

2021 年， 好丽友还启动了
“友爱相伴，幸福校园”公益项
目， 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趣味
运动会儿童节期间在张家口市
沽源、赤城两县 10 所学校成功
举办。 秋季学期开学后，孩子
们收到了专业人员特别定制
的友谊主题绘本，10 所崭新
的希望厨房也在入冬前竣工
并投入使用。除此之外，3000 名
好丽友员工绘制的明信片以及
精心挑选的图书为孩子们送去
温馨祝福。

此外， 好丽友还携手中国
营养学会积极投身社区营养教
育。 河南、山西等地特大水灾发
生， 好丽友快速启动灾害救助
应急预案， 捐赠食品及包装饮
用水，驰援灾区。

好丽友社会责任部门郑东
原表示， 未来好丽友将继续秉
持“培育人才，创造价值，奉献
社会” 经营理念， 聚焦公众健
康、青少年发展、亲环境经营、
社会救助等领域， 努力创造共
享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实
际行动诠释品牌责任与担当。

（王勇）

� � 记者从武汉市青山区慈
善会了解到，自 2005 年以来，
青山区慈善会累计接收社会
各界捐赠款物 7574.83 万元，
支出 6682.04 万元， 累计救助
困难群众 6663 人次。

日前，青山区慈善会召开
第二届会员大会暨第二届理
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
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情况报告，
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王
远清当选会长，刁小飞等六人
当选副会长。

王远清表示，新一届理事
会就职后将进一步加强制度
建设，严格依法依规做好慈善
事业，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
水平， 继续在青山区社会治
理、助力脱贫攻坚、支援抗疫、
扶贫济困等工作的推进上作

出积极贡献。
青山区民政局局长张建

勇谈道，希望新一届理事会以
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在发挥
慈善价值、 筹集慈善资金、组
织慈善项目、 提升慈善信誉、
创建慈善品牌和培育慈善文
化等六方面进一步凝心聚力，
创新作为。

据悉，青山区慈善会成立
于 2005 年， 十几年来不断开
拓创新，多次组织开展“慈善
一日捐”和爱心慈善拍卖会等
活动， 累计募集资金 1285 万
余元， 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奉献爱心、传递温情。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
汉的危急关头，青山区慈善会
主动作为，全力以赴，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社会捐赠工作。

青山区慈善会全力组织

动员， 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
物，支援抗疫。 期间，武钢、武
汉石化、大华集团、招商房地
产有限公司等 78 家爱心企
业、 机构和个人迅速响应，踊
跃捐赠善款。 此外，青山区慈
善会还多方筹措并捐赠防疫
物资、生活物资支持疫情防控
工作。

抗疫期间，青山区慈善会
接收捐赠资金 273 笔， 总计
6255.4 万元， 接收社会各界捐
赠物资（含市级调拨物资）708
笔，共 219.09 万件。 青山区慈
善会及时将捐赠款物用于定点
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建设、
医疗物品购量、 社区疫情防控
支出， 捐赠款物的使用做到了
依法依规、公开透明，为打赢武
汉保卫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武汉市青山区慈善会）

累计接收社会捐赠 7574.83万元
武汉市青山区慈善会进入发展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