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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盘点

关键词：精准扶贫 公益教育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
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
目标、 苦干实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
形势依然严峻。

截至去年底，全国仍有 7000多万农
村贫困人口。“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
目标是，到 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
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
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
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主
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
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
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在精准推进上下
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要解决好

“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

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
致贫原因等搞清楚， 以便做到因户施
策、因人施策。

要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加快
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
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
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
到人、考核到位。

习近平强调，要解决好“怎么扶”
的问题， 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
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

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 引导和
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
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
现就地脱贫。

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 贫困人
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要实施易地搬
迁，按规划、分年度、有计划组织实施，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加大贫
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增加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扩大政策实施
范围， 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
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 治贫先

治愚，扶贫先扶智，国家教育经费要继
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
向职业教育倾斜， 帮助贫困地区改善
办学条件， 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
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

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对贫困
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统筹协调农村
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 加大其他
形式的社会救助力度。 要加强医疗保

险和医疗救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
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 要
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

习近平强调，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
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 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
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
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要
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

2015 年 11 月 30 日，第 21 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揭幕， 其目的
是促使 196 个缔约方形成统一意见，
达成一项普遍使用的协议， 以应对气
候变化、提升经济绿色水平、实现人类

可持续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本届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
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
重要讲话。

经过两周的谈判和磋商， 本届大
会最终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一协定
代表了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

协议共 29 条，包括目标、减缓、适
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

根据这一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近 200 个缔约国将加强对

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 把全球平
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
在 2℃内。 发达国家则承诺在 2020 年
至 2025 年间， 每年拨款至少 1000 亿
美元， 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冲击。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发言中表
示，《巴黎协定》 确立了 2020 年后以

“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
候变化机制安排，重申了《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平衡反映了各方关切，是
一份全面、均衡、有力度的协定。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在巴黎见证
气候变化大会全过程后，对于中方团
队在参与谈判中负责任、合作精神和
建设性态度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巴
黎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出推动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未来全球治理
模式的理念，即创造三个未来：‘创造
一个各尽所能， 合作共赢的未来’、
‘创造一个奉行法制， 公平正义的未
来’、‘创造一个合作互建， 共同发展
的未来’。 中国积极推动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的成功，即是贯彻习近平主席
的理念、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功范
例。 ”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举行 中国积极推动协议达成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成立适逢
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时刻。 中国正
在积极与世界分享其在对抗极端贫困
方面的经验和专长， 在国际舞台上扮
演的角色日益凸显。 ”这是比尔·盖茨
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成立仪式现场
对这所学院及中国公益行业的评价。

2015 年 11 月 12 日， 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

学院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美国桥水公司
联席首席投资官、 北京达理公益基金
会理事瑞·达利欧， 老牛基金会创始
人、荣誉会长牛根生，北京巧女公益基
金会会长何巧女，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
会名誉理事长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

家联合倡议成立。
这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首次

支持在中国建立公益教育机构， 盖茨
表示：“通过发起成立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 我们希望为那些愿意贡献自己的
领导才能、 聪明才智和丰富资源的人
提供支持，共同消除不平等现象，创造
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
效生活的世界。 ”

学院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 第一届董事会主席由招商银
行原行长马蔚华担任， 由北师大中国
公益研究院王振耀担任院长。

当下， 中国已出现一批有社会责
任感的财富人群，他们愿意回报社会、
造福社会。很多慈善家发现，散财并不

比创富容易， 没有现代理念和专业知
识的引导，很难把好事做好。为了善财
得以善用，慈善家也需要学习、需要专
业人才的辅佐和支持。 这对公益领袖

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以促进中国与

国际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提升公益教
育专业化水平， 加强公益慈善领域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动全球慈善事业
改革创新为使命， 以回应当下对公益
人才的亟需。

学院将通过创建国际公益学院导
师计划，打造“公益慈善组织管理”“社
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社会服务与社会
工作”“家族慈善与传承”“公益慈善筹
款”“公益慈善与人文” 等专业教学研
究体系，建设以提升培养慈善家、慈善
组织高级管理人才为主， 以社会服务
认证教育和大众教育为依托的应用型
公益慈善教育培训和知识传播体系。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

� �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举行

� � 2015 年 11 月 12 日，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宣告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