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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教育+健康+产业”链家精准扶贫全发力
� � 2017 年 12 月 19 日，链家集
团与甘肃省靖远县人民政府关
于“教育、健康、产业”精准扶贫
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靖远举行。
项目约定 2018 年， 在靖远县深
入开展教育、健康和产业扶贫项
目的实施， 包括教育设施改造、
资助孤贫患儿手术治疗、支持贫
困学生家庭发展种养殖业、帮助
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等近十个
项目，从而实现农村发展、农民
致富。

教育扶贫：
让公平教育全覆盖

2018 年， 链家出资 30 万元
援建“链家第九所爱心小学”，建
成后同期配套“爱心图书馆”1
所、“链未来电脑教室”1 间，更新
课桌椅设备，补充文体器材。 届
时，链家在当地的爱心小学将达
到 2 所。

针对当地师资薄弱问题，链
家将对启动远程网络教育“智播
启赋计划”， 为山区学生架起外
界的沟通平台， 推行教育公平。
同时，链家将在靖远县图书匮乏
学校实施“爱心图书馆”，并在有
需求的学校建设“链·未来电脑
教室”。

教育扶贫中链家还将出资
45 万元，在靖远七中新招生设立
2 个太阳花班，资助家庭特困、品
学特优学生 60 名。 同时，面向靖
远全县所有乡镇学校的特困小

学生，实施“链·未来成长计划”
小学段学生资助计划，让每个孩
子每年将获得 1000 元的学业生
活补助，减轻家庭负担。

从“链家爱心小学”到“链家
爱心图书馆”再到“链·未来电脑
教室”和“链家智播启赋计划”直
至“链·未来成长计划”，让学生
全方位接受良好的教育。

健康扶贫：
资助孤贫患儿手术治疗

2018 年，链家将联合爱佑慈
善基金会，在靖远县实施“爱佑
童心”、“爱佑天使” 贫困患儿救
助项目。 靖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将对农村 14 周岁以下先天性
心脏病和白血病患儿进行摸底
登记，并由爱佑慈善基金会组织
相关专家进行医学筛查，符合手
术条件的患儿将接受治疗，其费
用由链家捐赠给爱佑慈善基金
会，转而拨付定点医院。

同时， 链家将继续与爱佑
慈善基金会等爱心机构共同合
作， 支持靖远县的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

产业扶贫：
为农产品销售寻销路

2017 年大枣挂果收获期间，
靖远遭连续半月的阴雨灾害，当
地大枣品质下降，影响农户经济
收入。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当地

所有的大枣收购加工企业未收
购一颗枣。

对此，链家集中采购大约 10
万斤大枣，约 100 万元，帮助农
户解决大枣滞销问题。 当地大枣
收购加工企业将为县扶贫协会
捐赠大枣采购款的 3%， 用于链
家为贫困学生家庭购买赠送枸
杞苗、地膜、化肥等农资，支持贫
困学生家庭发展种养殖业。

公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新
引擎

2016 年，靖远县被链家定位
精准扶贫对口县。 一年多以来有
20 所“爱心图书馆”、1 所链家爱
心小学和 4 间“链未来电脑教
室”在靖远落地；资助“链·未来
成长计划” 小学段学生 300 余
名， 发放资助金 30 余万元。 同
时，在靖远七中设立了 2 个资助
初中生的“太阳花班”， 资助了
60 名家庭特困、 品学特优初一
学生， 为每名学生一年提供
2500 元的助学金至他们完成初
中学业。 此外，链家还与爱佑慈
善基金会、兰大一院在靖远县人
民医院开展了“0-14 岁”贫困先
心病患儿义诊活动，将靖远县 0
至 14 岁儿童先心病、 白血病和
出生缺陷儿童救助列为链家救
助范围。

事实上， 链家在近 16 年的
发展史中，着手志愿公益已有 11
个年头。

自 2006 年开始，链家至今已
经捐建并投入使用了 8 所爱心
小学，覆盖甘肃、内蒙、安徽、陕
西、湖北、山东、云南等地，受益
学生达 1511 名。

为了让贫困地区儿童体验
新科技，链家早在多年前就将内
部闲置的电脑重新配置，为边远
山区儿童创立电脑室。 同时还修
建了 135 所爱心图书馆，收集约
49 万册书籍。

此外， 在医疗扶贫领域，链
家还专门邀请专业机构在甘肃
靖远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义诊
筛查，且捐款，帮助先心病、白血
病患儿接受手术。

链家在全国拥有 15 万经纪
人和超过 8000 家线下门店，依
托多年植根社区的优势，从 2014

年开始，链家开始开展“链家在
身边”社区公益项目，免费为居
民提供应急打印复印、 应急雨
具、爱心图书捐赠点、便民饮水、
应急电话、应急上网、应急充电、
询路指引等便民服务。 2017 年 9
月底，在北京团市委和北京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的大力指导下，链
家联手朝阳团区委成立了“志愿
服务队”，并加入“志愿北京”平
台。

“链家不仅承担着一个企业
的责任, 更承担着千千万万家的
责任”, 链家副总裁贾生平表示，
公益已成为链家人的一种习惯，
链家也希望能够利用在社区里
面的资源和优势，带动各界社会
力量一起参与到扶贫项目当中。

（张明敏）

2018 年 1 月 6 日， 由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广发证券社会
公益基金会、共青团北京邮电大
学委员会主办， 中国青年报社、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指
导的 2017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
成果发布会在北京邮电大学举
办。 近 300 名高校代表、风投机
构投资人、微创业青年代表学生
等参加本次活动，中国青年报社
副总编辑、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
总干事董时，中国青年报社副总
编辑翁翔，广发证券监事长张少
华，教育部高等院校创业教育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KAB 创业教育
（中国） 研究所所长李家华等人

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通过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

了 2017 年大学生微创业项目金
奖 10 名、银奖 20 名，铜奖 20 名
及组织奖 20 名， 获得微创业扶
持资金总计 100 万元，并对接 10
多家知名风投机构。

大学生微创业行动自 2015
年开始实施， 至今已举办三届，
共资助了 150 个微创业项目，奖
金累计 250 万元。 搭建大学生微
创业平台，旨在倡导大学生从微
小的市场起步， 找准商业的机
会， 培养创业者追求小而精，或
利用微博、微信、微商等“互联
网+微平台”的新形式，用微小的

成本进行创业，为大学生创业者
走出第一步提供支持和服务。

本届微创业项目征集与评
选活动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启动
以来， 面向在校大学生及毕业 5
年内的大学生个人或团队，征集
微创业项目开始， 截至 10 月 15
日共征集到 2000 多个微创业项
目。 按照微创业项目征集要求，
有 1443 个项目通过初步遴选进
入微信专题展示与投票环节，近
30 万人参与微信点赞投票。

为推动与扶持大学生微创
业行动， 活跃高校创业创新氛
围，搭建风投机构与创业青年洽
谈路演平台，在 2015 年、2016 年
大学生微创业行动的基础上，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与广发证
券社会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

“2017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该
活动得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青年报社以及 330 多所
高校 KAB 创业俱乐部的大力支
持。

董时称，百所高校协办微创
业项目征集、6 所高校微创业大
讲堂、4 场微创业沙龙路演，不仅
引导、扶持有创业兴趣的大学生
迈出创业第一步，还对有一定实
力的创业项目进行资金对接服
务，更是活跃了高校创新创业文

化氛围。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特
别是广发证券及众多天使、风投
机构、 青年创业新锐的参与，使
得大学生微创业行动成为高校
在创新、创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
品牌活动之一。

张少华表示，今年，是广发
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与 KAB 全
国推广办公室合作开展“大学生
微创业行动”的第三年，广发证
券希望借助自身金融集团式架
构的专业优势，为创业团队搭建
项目展示、推介融资、交流合作
的平台， 帮助创业青年实现梦
想。

“大学生一定要发挥微创优
势， 如果小微企业能够高创意，
轻资产，重团队，广市场，你会赢
得一片天空。 ”李家华用针尖效
应，为创业者们解释什么叫小微
知识。 所谓微创，就是用一根针
扎到一个痛点， 把这个痛点、问
题连接到最广大人群、最广大领
域，跟人人都有关系。

本次活动以“寻找互联网梦
想+”为主题，大学生微创业项目
征集与奖励、广发证券大学生微
创业大讲堂、微创业俱乐部项目
路演、百所高校举办微创业校内
赛等一系列活动，寻找好的微创
业项目，给予大学生创业者以资

金扶持和微创业导师指导，鼓励
大学生积极投身创业行动。

为搭建风投机构与创业青
年洽谈路演平台，微创业沙龙项
目路演活动分别在北京、 上海、
广州、成都四地举办，至今参加
路演项目 54 个， 参加路演活动
的投资人 53 人。 主要专注科技、
互联网、大农业、大消费、医疗健
康、节能环保新材料、TMT 等前
沿领域。

微创业行动还得到了高校
积极协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 100 多所
高校举办微创业大赛校内赛。 通
过活动，每年发放海报与折页 10
万份、校内主要新媒体公号发布
活动新闻与信息、推荐优秀项目
进入微创业项目全国赛。

为让更多创业新锐与大学
生面对面交流，自 2015 年以来，
活动举办方已在全国高校开展
25 场 KAB 大学生微创业大讲
堂。 截至目前，微创业活动共聘
请 84 位知名专家、青年企业家、
创业新锐为微创业导师。 由微创
业导师、风投机构代表、获奖团
队代表共同成立的微创业俱乐
部，积极落实双创精神，服务大
学生微创业。 （苏漪）

2017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

50个大学生微创业项目获百万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