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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基金·中国绿色乡村”内蒙古项目竣工
已连续七年扎根中国农村社区

2017 年 5 月 9 日，由孟山都
基金会捐赠的“孟山都基金·中
国绿色乡村”公益项目在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六合
镇举行竣工仪式。 2016 年，孟山
都基金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
作，捐赠 150 万元人民币，为阿
荣旗六合镇孤山小学捐建了一
幢 400 平方米的图书馆，并配备
一万册图书、35 台电脑、35 套阅
览室桌椅等设施，极大地解决了
当地 900 多名学生的读书问题。

据了解，这是孟山都公司自
2008 年起在华连续第七年实施
的农村社区公益项目，截至目前

累计捐赠总额超过 1000 万元人
民币（约合 150 万美元）。 此次竣
工的项目致力于通过现代化信
息技术， 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
促进当地综合教育水平的提升。

活动现场，孟山都公司中国
商务总裁刘瑞丰表示，孟山都是
一家农业公司，致力于把先进的
农业技术投入到生产当中，帮助
农民提高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
品质，“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农村、
农业以及农民的生活现状。 内蒙
古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之一，
我们非常高兴能走进内蒙古，与
中国扶贫基金会、阿荣旗政府和

教育局等部门携手，为孩子们打
开知识的大门，为内蒙古农村基
础教育尽绵薄之力。 ”

据刘瑞丰介绍，孟山都与中
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绿色乡村
公益项目集中在三个领域，包括
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
础教育领域。 对于捐建图书馆的
初衷以及期望，刘瑞丰谈道：“希
望孩子们有机会借助书籍的力
量，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同时
了解自己的优势以及了解社会
的需要。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把这
三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通过
读书能够改变的事情，会让孩子
们今后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 ”

作为该公益项目的合作伙
伴，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管理部
副主任陈济沧出席竣工仪式并
致辞。 陈济沧表示：“让农村地区
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扶贫
的重要工作，更是阻断贫困代际
的重要途径。 孟山都基金会捐建
的图书馆项目得到了阿荣旗政
府和教育局的大力支持。 新图书
馆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
教育条件，帮助孩子们接受新知

识，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企业加
入进来。 ”

据了解，“孟山都基金·中国
绿色乡村”是孟山都致力于在中
国实施的公益项目，由孟山都公
司下属独立运作的孟山都基金
会提供捐赠资金。

自 2008 年启动至 2016 年，
“孟山都基金·中国绿色乡村”项
目已累计实施七期，捐赠总额超
1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先后在河

北、吉林、广西、河南、甘肃、山东
和内蒙古七个省和自治区的农
村社区兴建资源循环利用沼气
设施、援建农业科技示范场所和
农机设备、 开展农民科技培训、
兴建集中供水水利工程以及修
建小学宿舍楼及图书馆等，极大
地改善了当地社区基础教育环
境， 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受
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高度认
可。 （皮磊）

2017 年 5 月 12 日， 由香
港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
席叶志成自资开拍的、经真人
真事改编的励志电影《20:16》
北京首映礼在京盛大举行。

电影《20:16》以叶志成的创
业历程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
70年代， 一批国内青年跋山涉
水跨海游泳来到香港，他们从零
打拼为社会做出贡献。电影的主
人翁便是其中一员，他们兄妹二
人于 1971年以港币 4,000元为
资金， 在香港一个占地 40平方
尺的铁皮横门艰苦创业，几经波
折后事业终有所成。电影由中迈
有限公司、上海华大影业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由香港著名男演员
刘松仁、内地新晋演员吕星辰及
吴俊余主演。

除了通过该影片向社会
尤其是年轻一代传达求真务
实的精神之外，叶志成还会将
《20:16》 内地及香港的票房净
收益，在不扣除制作费用的基
础上全数捐作慈善用途。 当日
现场，叶志成更承诺向多个慈
善项目捐款港币 2,200 万元，
如最后票房净收益不足港币
2,200 万元，不足部分会由他个
人承担；如有超出部分，则会
全数拨入他自 2006 年成立的
个人慈善基金———叶志成慈
善基金，壮大规模，使更多有
需要的人受惠。

其中，部分善款将通过亚
洲防盲基金会捐赠五部配备
先进仪器的流动眼科手术车
给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偏

远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送
去光明。 现场，叶志成与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程凯、
亚洲防盲基金会会长孙国华
和亚洲防盲基金会副会长、行
政总裁陈梁悦明太平绅士共
同参与流动眼科手术车的捐
赠仪式。 除此之外，叶志成还
向香港海鸥助学团及香港明
爱两家慈善机构进行支票捐
赠， 分别捐赠港币 200 万元及
港币100 万元， 用于贫困大学
生助学及弱势群体援助。

叶志成还表示：“电影《20:
16》能够顺利上映，除了演员
的用心演出，更感谢所有幕后
团队的全情投入及各界的鼎
力支持。 很高兴可以通过电影
《20:16》 的慈善捐款为社会及
有需要人士做出贡献，也希望
能通过电影传播正能量，勉励
年轻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创出
属于自己的天地。 ” （王祺文）

2017 年 5 月 10 日， 母亲节
来临之际， 主题为“牵手妈妈
制造美好”的国美美谈第四期开
启。 国美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为公益扶贫项目“妈妈制造”
献礼，帮助妈妈们在国美 Plus 上
开通“圈子”和“美店”，希望她们
通过劳动获得尊重、创造幸福。

“妈妈制造” 是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和中国妇联联合设立的公
益扶贫项目， 致力于变输血为造
血、 带动贫困妈妈就地创业脱贫。
2016年， 中国企业家木兰汇积极
投入到“妈妈制造”项目中。作为木
兰汇的副理事长和项目导师，国美
控股集团杜鹃高度关注“妈妈制
造”项目，为妈妈们深情代言，以个
人名义在公益平台公开募捐。

2017 年 3 月，由国美募集 20

万元善款赞助的周城守艺扎染
合作社正式成立，这圆了很多周
城妈妈们的“扎染梦”。 心灵手巧
的妈妈们用传统的白族扎染技
艺，将母亲之爱与手艺之美凝结
在一条条暖心的披肩、一个个精
美的抱枕上。 国美的公益之心，
给更多贫困妈妈们带去足够幸
福生活的希冀。

杜鹃表示， 从去年开始，国
美一直支持“妈妈制造”公益项
目，通过多种形式为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扎染”及当地扎染手
工艺人助力，希望帮助更多掌握
这项手工技艺的巧手“妈妈”创
业脱贫，为保护即将失传的中国
传统手工艺贡献力量。 未来，国
美将继续陪伴在每一位母亲的
身边，共创品质生活。

为了能让更多贫困妈妈掌
握扎染技能，国美还现场为妇基
会“妈妈制造”项目捐赠 7 台电
视机作为扎染手工技术的培训
设备。

杨春燕是周城守艺扎染合
作社负责人，不远千里从家乡来
到现场的她感触颇深。 杨春燕
说：“国美让我们在家乡圆梦，帮
助我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创业脱
贫，让越来越多的妈妈们收获尊
严和幸福，我代表所有合作社的
妈妈们感谢国美。 ”

在本期美谈活动现场，国美
电器副总裁赵丽明表示，除了家
电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国美
关注的焦点。 1987 年成立至今，
国美已组织公益活动上万个，累
计捐款捐物价值超亿元。 （徐辉）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京召
开中央企业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对一汽
扶贫开发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秦焕明在发
言中详细介绍了一汽定点扶贫
工作开展情况，从五个方面系统
总结了一汽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的经验做法。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顶
层设计。 一汽党委把脱贫攻坚任
务纳入公司“十三五”社会责任规
划， 同时建立了三级会议体制和
专项报告体制， 确保党委在脱贫
攻坚上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二是健全工作机制，压实领
导责任。 为确保脱贫攻坚任务有

力有序有效实施，中国一汽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平同志带头深入
吉林和龙市对口调研，通过走村
寨、问实情，进家庭、访真贫，真
正把习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做到精
准扶贫。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六个精准”，就是要
确保每一分扶贫资金都花在刀
刃上，每一个扶贫项目都使建档
立卡家庭受益。 2016 年直接帮扶
建档立卡人口 20837 人， 其中
11053 人实现脱贫。

四是干部驻点帮扶，开辟脱
贫新路。 2016 年， 一汽选派了 5
名优秀干部到对口县任职，把一
汽改革发展的创新思想、工作方

法移植到扶贫项目，推动贫困地
区在脱贫解困上解放思想、开拓
新路，开辟了一条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的新路子。

五是遵循治本之道，做到长
效扶贫。 一汽持续加大教育扶贫
力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他
们用知识改变未来。 在“输血”的
同时，更加注重培育自我“造血”
功能， 铺就了贫困家庭稳定脱
贫、长效脱贫的致富之路。

针对 2017年扶贫工作， 秦焕
明表示，一汽将深入落实国务院扶
贫办和国资委扶贫工作要求，切实
履行央企责任，坚定抓好定点扶贫
各项任务，全力帮助对口县实现脱
贫目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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