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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赋能乡村女性
“企业 +社会组织 +县域政府”助力实现“她改变”

汪小燕从来没想到，有一
天自己能够在村支部

副书记的位置上给全体村民分
享致富经验。 这位普通的农村妇
女在接受了一个经济赋能的公
益课程后， 内心力量被激活，书
写起自己的人生精彩。

农村留守女性大多文化程
度偏低 ，技能相对不足 ，收入来
源单一 ， 容易造成贫困代际传
承。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乡村
振兴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帮助这
些女性健全人格、 增收致富、提
升能力，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治理的主要责任之一。

如何打造一个适应乡村女
性发展的赋能项目，成为助人自
助的关键。

近日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与摩根大通宣布启动 “乡
村女性经济赋能计划 ” 二期项
目 。 依托该项目 ，未来三年 ，川 、
贵 、甘 、陕 、云 、豫 、宁等 7 省 （自
治区 ）80 余县的 6300 名女性都
有机会得到有针对性的技能和
金融素养培训 ， 实现增收致富
的目标 。

看见改变人生“她力量”

汪小燕家住甘肃省定西市
临洮县。 2017 年前，因丈夫外出
务工，她和其他妇女一样在家务
农、带娃、赡养老人，属于典型的
留守妇女。 也就是在这一年，她
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产后未愈
的情况下她坚持照顾老人和孩
童，十分辛苦。

那时，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
她被村里安排做妇联主任的工
作。 此后，汪小燕忙了起来，家长
里短、屋里屋外、乡里乡亲都是
她的工作范围，但收入并没有增
加多少。 刚当上妇联主任的时
候，汪小燕家里和工作中的事情
混在一块，压得她没有喘息的机
会。 她想到要辞掉妇联主任职
务，回归家庭。

2019年 11月，友成企业家扶
贫基金会与摩根大通联合开展的

“乡村女性经济赋能计划”一期项
目来到临洮县，为乡村女性培训。
汪小燕得知后很快报名， 通过评
判筛选顺利入围并成为首期学
员。通过这个项目，她接受了专业
的金融教育。 该项目首堂课程就
是女性领导力。课堂上，汪小燕分
享了自己担任村妇联主任的工
作，发现了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同
时又增强了信心， 脑海中浮现出
很多未曾想过的目标。

“这次培训让我重新认识了
自己，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潜质和
潜力。 ”汪小燕说。

培训课程的深入让她更加坚
信了自己的选择：除了相夫教子、
赡养老人， 女性还应该拥有属于
自己的人生，打造一片新天地。

在乡村，她看到很多妇女除
了带孩子外，每天就跟手机打交
道，看手机不为别的，只为打发

时间。 汪小燕暗下决心要帮助她
们找回自己。

根据当地妇女的实际情况，
汪小燕请来了手工艺编织的匠
人教她们编织手艺。 同时，汪小
燕利用在“乡村女性经济赋能计
划” 一期项目中学到的专业知
识，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妇女们编
织的产品， 让妇女们增产增收。
这也让汪小燕感觉到自身的价
值和能力的提升。

由于业务能力突出，在村党
支部的换届选举中，竞选副支书
的汪小燕全票通过，这是连她自
己都没想到的。 这件事，让她信
心倍增。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行长邹炼表示，“妇女对经
济发展的贡献是潜力无限的。 我
们致力于支持乡村妇女获得更
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使她们能够
增加个人收入， 提高经济韧性，
激发个体潜能，并带动当地社区
的发展。 ”

乡村金融培训“她赋能”

2021 年，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与明德公益研究院发布的
《农村女性经济赋能研究报告》
显示， 中国约有 2.5 亿拥有劳动
能力的农村女性在乡镇生活。 这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她们既
要承担农村农业生产任务，还要
照顾家庭，与男性相比生活压力
与就业难度更大。 然而，受到现
实条件限制，乡村妇女受教育程
度普遍不高， 收入来源较为单
一，贫困发生率很高。

2019 年，在首期“乡村女性
经济赋能计划”启动之前，邹炼
就表达过自己的担心：农村女性
原有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程度与
教学内容是否匹配，能否让公益
项目的效果发挥到最佳？ 但另一

方面，经济金融是摩根大通作为
一家国际银行的天然优势，利用
优势发力应该不差。

依据当地女性受教育程度
和从事的职业，项目针对性地开
设了互联网金融和预防网络诈
骗等课程。教学期间，志愿者们发
现当地女性学历水平虽然有限，
但不妨碍各行各业人才产出。如，
临洮县直播达人“麻大姐”电商直
播销售业绩非常出色， 她能够熟
练运用互联网工具， 但对金融防
骗知识非常生疏。 接受培训后，

“麻大姐” 在直播销售中更加大
胆，产品销路拓宽的同时个人事
业也行稳致远。 同时，她也通过
自身的影响力，带动了更多的人
投入乡村振兴中。

“一直以来，摩根大通都在
全球范围内推动包容性增长，而
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女性这
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力量。 我
们希望专业知识培训能够帮助
拓展妇女的收入来源，增强她们
的经济实力，同时希望通过女性
个人发展带动整体提升，支持当
地的包容性发展， 实现共同进
步。 ”邹炼说。

目前，“乡村女性经济赋能计
划”一期项目（2019-2020 年度）
成果已经显现， 为受益乡村女性
带来了经济、生活、职业发展等多
方面的提升。据了解，一期项目在
甘肃、四川、贵州、湖北、安徽五省
落地执行， 累计在 19 市 19 县开
展了 38 期培训， 完成了 1874 人
次的乡村女性赋能培训， 结业率
达 91.7%，培训孵化期结束后实现
了 66.6%的就创业率。

其中，就业学员平均月工资
增加 40%，创业成功学员平均月
增收 1000 元以上。 同时，100%的
学员接受了基本金融知识培训，
提升了金融素养；项目招募了包
括摩根大通员工志愿者在内的
96 位金融导师，为 877 名学员提
供了 6 个月的金融咨询服务，
637 人达成了金融咨询目标。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
妇女经济赋权项目分析师王青
表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非
常瞩目的成就，但农村女性发展
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倡导
农村女性终身学习，充分利用现
代科技弥补自己知识短板，不断
获取信息。 ”

社会包容增长“她经济”

今年 2 月 15 日， 民政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动员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的通知》， 要求引导社会组织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进军。 作为长期从
事扶贫工作、扎根一线的社会组
织，其公益项目也应向乡村振兴
积极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合作伙伴的
选择更加考验社会组织的责任
和担当。 而在另一方面，企业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推手，
在乡村振兴中有着更大的作为
空间，企业携手优秀的社会组织
开展项目，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最好样本。

4 月 20 日，“乡村女性经济
赋能计划” 二期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旨在通过为乡村女性提供
全方位的电商创就业技能培训、
创业孵化指导以及资源对接，帮
助她们在当地就业创业，推动中
国部分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实
现乡村振兴。

该项目将在未来三年，为
川、贵、甘、陕、云、豫、宁 7 省（自
治区）80 余个县的 6300 名女性
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和金融素
养培训，为她们带来更多就业和
扩大收入的机会。

邹炼表示，“在考虑合作的
基金会时，他们的本地经验是我
们考量的因素之一。 我们相信，
与优秀的基金会合作会产生 1+1
大于 2 的效果。 此前，我们资助
了一系列公益项目，主要聚焦于
为弱势青年、女性及欠发达地区
农户提供技能培训和就创业支
持，支持他们获得平等及持续发
展的机会，多方面多角度地支持
中国的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工
作，受益人群超过 26 万人。 接下
来，摩根大通将继续用开放的态
度联手合作伙伴， 寻求与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的跨界
合作，给包容性成长提供真正的
动力，达到公益最好效果。

据介绍，2021 年，摩根大通
在全球范围内共有 2.3 万名员
工参与了超过 19 万个小时的志
愿活动。 在“乡村女性经济赋能
计划”一期项目期间，包括摩根
大通员工志愿者在内的 96 名金
融导师参与其中。 未来根据拓
展需要， 项目还会增加匹配导
师数量。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
表示，“在脱贫攻坚期间，摩根大
通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双方
聚焦乡村女性经济赋能领域，共
同助力了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
现在开展的乡村振兴工作是国
家重要战略部署，摩根大通与友
成基金会将通过‘企业+社会组
织+县域政府’的合作模式，逐步
探索并践行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

“乡村女性经济赋能计划”一期项目优秀学员参加上海研学（2019 年）（受访者供图）

甘肃积石山班学员进行直播带货练习（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