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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农民养鸡增收

嘉吉与海惠·小母牛启动四川扶贫项目
2017 年 3 月 1 日，由嘉吉公

司与国际慈善机构国际小母牛
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四川海惠助
贫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一个扶
贫项目在四川省青神县正式启
动。 该项目旨在通过支持当地农
民养殖肉鸡、蛋鸡，帮助 450 个
贫困农户增加收入， 摆脱贫困，
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青神县政
府领导，嘉吉公司、海惠·小母牛
组织的高层共同出席了当天的
鸡苗捐赠仪式，八位接受援助的
村民代表农户也参与了仪式。

嘉吉与海惠·小母牛共同推
动的这个项目名为“青神可持续
生计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总
捐赠款为 172 万元人民币（25 万
美元）。 参与该项目的 150 个农
户将分别领到 100 套鸡苗。 这些
农户在扩大自己的鸡群养殖规
模后，再各自将 100 套鸡苗赠与
其他农户， 用于帮扶更多农民。
项目将于 2020 年结束， 总目标
是帮扶 450 个农户。 项目结束
后，会根据社区发展情况，以贫
困农户受益为原则，尊重社区意
愿，由海惠·小母牛、社区、项目
合作伙伴三方共同讨论礼品款
使用后续。

迄今为止， 已有 87 个家庭
通过该项目获得了肉鸡，另有 70
个参与此项目的家庭将在 5 月
底获得蛋鸡。 该项目希望帮助农
户建成合理的蛋鸡/肉鸡饲养系
统，从而增加收入。 妇女将是项
目的主要目标人群。 此外，该项
目还力求帮助农民将产品卖向
市场，接受援助的农户将参与关
于养殖和和农场管理相关的一
系列培训。

嘉吉预混料营养业务总裁
Chuck Warta 表示：“能够与海
惠·小母牛携手， 共同发起这样
一个富有意义的项目，改善农民
的生活，我们感到很荣幸。 嘉吉
以‘滋养世界’为使命，在全世界
范围内努力支持小农户的发展。
在中国，嘉吉也实施了多个项目,
对小农户进行帮扶。 今天这样的
项目， 可以从一家一户做起，提
高农民的生活水准，有着特殊的
意义，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

该项目还引入了海惠·小母
牛的“礼物传递”模式(Passing on
the Gift)———每个农户家庭将鸡
只作为礼物传递给另一个有需
要的家庭。 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
“传递礼物” 使该项目的意义

代代相传，最终实现用这些鸡苗
帮扶 450 个农户家庭。

国际小母牛组织伙伴四川
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中心主任陈
太勇表示:“与嘉吉的合作是基于
嘉吉公司对小母牛项目理念和
模式的认可，项目将惠及青神县
许多父老乡亲。 希望通过小母牛
独特的礼品传递模式，可以使社
区得到和谐发展，贫困农户的信
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得到提

升。 ”
四川省青神县县委常委、县

总工会主席戴宇说：“由嘉吉公
司全额资助的‘青神县贫困山区
生计及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落
地，为两个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注
入了新鲜的活力，为两个社区的
综合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动力。 ”

借助全球化运营的百年经
验，嘉吉通过捐助、免费培训等
多种形式，努力帮助中国农民增

收。 到 2015 年年底，累计 340 万
人次接受了嘉吉提供的先进养
殖技术的免费培训。 2013 年至
2015 年， 共计 2.6 万人次接受了
嘉吉提供的有关可持续玉米种
植的免费培训和指导。 从 2015
开始， 嘉吉和国家粮食局合作，
为吉林省玉米种植农民捐赠了
经科学设计的组合式储粮仓，实
现粮食立体储存，提升粮食品质
和农民收入。 （苏漪）

2017 年 3 月 2 日，第 18 个
中华爱耳日前夕，“善念的花
朵” 爱的分贝五周年纪念活动
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

纪念活动上， 爱的分贝资
助康复的第一对双胞胎澎澎、
灏灏作为开场主持人亮相。 捐
赠人罗斌、王立红、受助家长郑
旭日、志愿者张然、黄翠湘作为
爱的分贝五年来成长的亲历
者， 向在场观众讲述了他们参
与公益的心路历程。

在随后的沙龙环节， 爱的
分贝理事会成员代表， 包括爱
的分贝理事长姚雪松、 副理事
长季小军、 秘书长王娟及理事
谢映玲、 陈亮等用互动交流的

方式， 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
加入爱的分贝大家庭过程中的
收获和感悟。

五年前，30 多位华语主播
齐聚一堂， 在中华思源扶贫工
程基金会下发起了爱的分贝听
障儿童救助项目， 至今共帮助
2000 多个贫困聋儿家庭， 覆盖
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内容涉
及耳蜗手术资助、 康复训练资
助、 家长培训、 机构能力建设
等， 为听障家庭全力打造一站
式的救助服务。

在活动上， 爱的分贝成立
公益委员会， 其成员包括全国
各地的主持人、 企业家、 艺术
家、专业人士等，积极鼓励社会

爱心人士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参
与到贫困听障儿童的救助活动
中， 用自己所长为听障儿童打
造一个公益生态圈， 共同推动
爱的分贝未来成长。

此外， 爱心企业北京快道
网络有限公司捐资 100 万元，
与爱的分贝共同启动“爱的分
贝·快道公益计划”， 在全国开
展听障儿童救助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思源
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陈昌
智出席活动并致辞，充分肯定
爱的分贝五年来的工作成绩，
并提出殷切期望，希望爱的分
贝能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

推进扶贫救困公益事业的发
展。

此次活动得到爱的分贝长
期公益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重庆华侨城儿童合唱团精心排
练爱的分贝同名主题曲， 由为
G20 创作花艺装置的花艺师
Hannah 精心设计纪念永生花，
新锐独立插画师 Alice 为演出
创作“善念的花朵”主题画，朗
诵者造型设计由毛戈平形象设
计艺术学校提供， 神州专车提
供演职人员出行服务。 此外，中
国军视网、美时美刻、英贝音乐
房子、利亚德、老记茶业等为此
次活动提供了爱心支持。

（徐辉）

“爱的分贝”启动五周年

2000贫困聋儿家庭受益 注销公告
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

才发展基金会六届四次理事会通
过决议：本基金会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正式注销纪念苏天·横河仪
器仪表人才发展基金会， 并立即
启动注销程序。 请所有债权人务
必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
与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
发展基金会联系， 及时处理债权
债务事宜，并清算未了结业务。

清算组联系人：谭仲
联系电话 ：13911264165 （手

机），010-68595175（办公室）
特此公告。
纪念苏天·横河器仪器表人才

发展基金会
2017 年 2 月 15 日

� � 嘉吉预混料营养业务总裁 Chuck Warta（左二）和国际小母牛
组织副总裁 Gregory Kearns（右二）向青神县农民捐赠扶贫项目款

关于嘉吉

嘉吉公司成立于 1865 年 ，
是一家集食品 、农业 、金融和工
业产品及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
跨国企业 。 公司的业务遍及全
球 70 个国家，拥有员工近 15 万
名。 在 15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嘉吉携手农民 、客户 、政府和社
区，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粮

食供应事业， 以提升食品安全、
降低环境影响、造福周边社区为
己任。

关于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作为国际小母牛组织的合
作伙伴，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是一个专注农村扶贫与社区发
展的公益机构。 自 2008 年成立

以来，他们与政府、企业、公益机
构和学校等多方合作实施以小
母牛项目为主的扶贫公益项目，
通过提供牲畜、农作物及相关技
术培训和能力建设帮助贫困农
户实现自力更生。 成立至今，他
们在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帮
助了 62,671 个农村家庭，举办培
训 2 万余次，共培训 803，121 人
次 ， 妇 女 受 训 人 占 总 人 数 的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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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青神县嘉吉·海惠扶贫项目礼品发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