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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公益链接作用

数字化建设为县域发展注入新活力

日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的意见》。 其中提到，要完善市政
设施体系，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
撑。 而推进县城数字化改造，是
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5 月 17 日，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发布
《欠发达县域数字化就业价值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
告显示，数字化就业为年轻人返
乡创业创造了很多机会，在增强
县域经济活力、增进当地家庭联
结、促进当地女性独立发展等方
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为县域发展
注入新活力

报告指出，欠发达县域的发
展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发
展必经之路。 县域面积约占全国
面积的 93%，县域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 74%，包含中国大部分的农
村人口。 然而，县域经济总量只
占全国 GDP 的 53%， 尤其是在
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存在着产业
发展落后、人口外溢、乡村空心
化等问题。

对此，该报告建议，未来应
当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
科技力量，推进产业数字化和人
才数字化的帮扶，探索县域的内
生发展动力；同时，在帮扶模式
上，完善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
之间的轮岗驻扎制度，促进人才
流动， 并创新多种合作模式，实
现政府、企业等多个主体的共同
获益。

互联网+公益，成为提高县
域就业和产业发展、 实现企业
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最佳途径
之一。

近年来， 为响应国家号召，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一些互联网
企业先行先试， 依托企业资源、
品牌、技术等优势，与欠发达县
域政府合作开展公益探索，且取
得了积极效果。 如，2021 年 5 月，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阿里巴巴脱
贫基金”全面升级为乡村振兴基
金，从科技振兴、产业振兴和人
才振兴三个方向推进实施“热土
计划”。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
治理研究中心联合阿里巴巴乡
村振兴基金、阿里研究院，在参

阅大量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选
取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和张家
口市张北县这两个欠发达县域
开展了深入调研， 通过政府座
谈、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收集
了一手资料。 调研还围绕阿里巴
巴公益项目探究数字化技术对
县域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带来
的影响，提炼出了企业帮扶县域
的模式和方法。

这也是公益力量首次针对
数字化就业对县域发展价值的
全方位分析。

以“阿里客服县” 项目为
例。 阿里巴巴通过在县域建立
数字客服中心， 为当地创造了
大量数字化就业， 员工入职后
平均工资远高于县域平均收入
水平， 并且该就业岗位具有良
好的社会保障， 五险一金覆盖
率达到 97.4%。

而除了为就业者提供较为
可观的收入、 完善的社会保障
以及晋升渠道， 该项目对于吸
引人才回流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调查结果表明，数字客服项
目员工的平均年龄为 28 岁，普
遍集中在 20-35 岁之间， 是最
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批年轻
劳动力成员。 从教育程度来看，
50%的员工学历为大专或高职，
32.8%的为高中中专学历，有近
10%的员工为本科学历， 还有
35%的员工从外地返乡进入到
数字客服行业就业。

调查发现，数字客服近四分
之三的从业者为女性员工，歇业
再就业和首次就业的员工占比
29.5%。 在女性未就业的原因中，
怀孕或哺乳、 料理家务或带孩
子、照顾家人等家庭因素的占比
超过 50%。 上班就在家门口，也
有助于照顾父母、 养育子女，增
强和家庭的联结， 促进家庭和
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
子女”“空巢老人”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就
业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就业，

不仅改善了县域劳动力人口年
龄结构， 增强了县域的影响力，
更为当地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机
会、提升了县域整体的活力和创
造力。

为乡村培养留得住的人才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 报告指出，欠发达县域的产
业发展面临较多问题，例如产业
结构落后、 特色产业不突出、发
展程度低等问题，而人才是产业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在以往的案例中，派遣优秀
人才“下乡”成为支持地方发展、
弥补县域及乡村优秀人才匮乏
的主要方式。 但，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 如何为乡村培养出适
合自己的专业人才，是时代发展
提出的新要求。

与传统的“输血式”帮扶不
同，阿里公益将商业技术和企业
人才引进县域，利用丰富的市场
经验和电商资源，为欠发达县域
企业设计、产品推广对接销售渠
道， 促进本地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 引领企业的电商化发展道
路。 当地政府则将阿里的流量优
势、 电商技能培训等与当地企
业、农户等对接，为当地提供销
售平台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机遇。
这种政企合力推动县域产业数
字化升级和人才教育培养的方
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可持
续、可借鉴、可参考的模式，也为
企业公益助力乡村振兴树立了
标杆。

陕西宜君寺坪村海拔高，野
生植物丰富， 是中华蜂栖息地。
当地至今保留着汉代土法养蜂
技艺。 但因为产量低、价格高、销
路差，许多蜂农都被迫转行。 阿
里公益设计师的出现，让一切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

2021 年 5 月，由阿里驻宜君
乡村特派员牵线，阿里设计公益
项目组“寻美”来到宜君。 他们充

分挖掘当地美的元素，如在国际
上获过奖的农民画、魏碑上的元
素等，经过反复打磨设计，挖掘
乡村背后的故事和价值，为当地
农产品换上新包装。 一系列操作
后，当地农产品销量大增，带动
更多新农人增收致富。

在河北巨鹿，阿里乡村特派
员引进的电商培训项目，为当地
传统企业培训了三名电商人员，
接触线上销售和新零售的方式，
帮助企业转亏为盈。

据介绍，2019 年 6 月起，阿
里巴巴公益分三批遴选 20 多位
资深员工担任乡村特派员，奔赴
全国 20 多个欠发达县，从科技、
产业和人才三个方向助力乡村
振兴。 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负
责人王威表示，“在面向乡村振
兴‘热土计划’中，阿里巴巴始终
注重把商业经验和科技能力与
乡村实际发展结合，把人放在核
心的关注点上。 ”

对此，何晓斌评价称，以阿
里乡村特派员为代表的企业轮
岗制度， 将其积累的工作经验、
阅历和能力运用到帮助县域发
展的过程中，补充当地关键人才
的缺乏，并且整合他们带来的资
源，在产业和就业领域实现“先
发展带后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
发展的目标。

公益助力
县域职业教育发展

县域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
才， 而教育质量决定人才的供
给。 然而，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
培养质量较低、培养内容落后于
劳动力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在地
方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较低、不受
重视，无法有效发挥对于经济社
会的积极效应。

专家表示，随着数字化时代
的到来，社会对于数字化人才的
需求大大增加，职业教育也应当
融入数字化的内容，以提升人才

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 在此背
景下， 企业及公益力量的介入，
为改变职业教育现状做出了大
胆尝试。

巨鹿县职教学校原本以幼
儿保育、汽修、绘工机械和计算
机应用等传统专业为主，在阿里
的帮扶下，近年来数字化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影视后期制作等专
业逐渐发展起来。 其中，影视后
期制作培训班是阿里在巨鹿职
教学校重点开办的特色项目，分
为五个月的短期培训班（集训
班）和三年的专业课程班，各招
40 人。 集训班针对其他专业的
学生，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新增
一项技能；三年的专业班则是完
整影视后期技能培养。

记者了解到，上述培训班由
阿里巴巴的蔡崇信公益基金会
提供资金支持，该基金会成立于
2018 年， 重点关注现代职业教
育、青少年体育教育及教育脱贫
三大领域。 在基金会设计下，阿
里的专业机构为职校提供师资
支持，职教中心的老师跟班并接
受培训，每年开展三次针对教师
的拓展训练， 同时安排 12 名老
师前往阿里杭州总部参加免费
培训。 目前，第一期短期集训班
毕业，十余名学生已经在北京从
事相关行业，部分优秀毕业人才
被阿里的相关公司吸纳。

而除了捐赠、设施改造提升
和优秀贫困生资助计划等帮扶
方式，阿里巴巴还力图传授基础
教育的相关理念、提升教师素养
和教育质量。 如，通过“马云乡村
校长计划”为乡镇学校校长对接
先进地区的学校，提供交流学习
的机会；通过“松果公益”等优质
线上教育平台，培养欠发达地区
孩子们的课外学习兴趣，拓展其
知识面、增长见识。 这些公益项
目的有效推行依托学校和企业
的充分沟通与协作，企业对于乡
镇基础教育的帮扶有助于实现
欠发达地区的高质量育人和教
学，从而对县域未来的人才结构
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报告指出，阿里巴巴在欠发
达县域实行的数字化就业支持
项目体现出较高的经济效益、社
会价值和就业潜力，对于县域整
体的发展以及个体的自我价值
和提升都具有积极作用。 其通过
政企合作、校企合作、企企合作
三种模式开展县域扶持工作，助
力欠发达县域的产业振兴和人
才回流，并探索出了一条平台企
业可借鉴、可参考、可复制的乡
村振兴新模式。

不过， 帮扶欠发达县域发
展的过程并非企业、 政府的单
向投入， 而是一个合作共赢的
过程。 专家表示，在此过程中，
应创新合作模式、 推动企业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借助公
益力量链接更多社会资源，实
现多主体共赢。

�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支撑， 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

来源：《欠发达县域数字化就业价值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