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湖恩施先行探索扶贫新模式
设立基金会 将支出 1亿元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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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
司捐赠 300 万元，用于恩施市盛
家坝乡的枫香河‘益贫乡村’公
益项目的启动资金。 同时将正式
成立‘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
未来三年，将支出 1 亿元主要用
于精准扶贫。 ”新湖中宝副董事
长、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筹）秘
书长叶正猛表示。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叶正猛
在湖北恩施举办的“新湖枫香河

‘益贫乡村’ 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暨深度性贫困治理高端对话”现
场宣布了上述的决定。 新湖慈善
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前，新湖就先
期启动恩施“益贫乡村”项目，同
时也揭开了杭州社会公益力量
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援助
恩施州的序幕。

先期捐助 300 万元

恩施州地处“武陵山区”腹
地，全州 8 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
县，全州呈现贫困规模大、致贫
原因多、基础设施差等特征。 枫
香河村位于恩施城西南 50 公里
外，山路崎岖难行，在山水重重
环抱中，其与世隔绝，在这里，几
乎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影子。

枫香河村是恩施市盛家坝
乡龙洞河村 5 个自然村中的一
个， 该自然村共有村民 144 户、
503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71 户，属于深度性贫困村。目前，
村民们主要以外出务工、种植玉
米等为主要收入来源。

枫香河村虽然贫困，但自然
资源丰富，风光美丽。 村子里拥
有几十亩原生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红豆杉，另有多种国家珍稀植
物。 站在高处鸟瞰，枫香河村山
川逶迤、空气清净，溪涧河流纵
横其间，红豆杉与油茶树漫山遍
野，土家族传统木质吊脚楼掩映

其间。
2016 年 12 月， 根据中央制

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 浙江
省杭州市明确了与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贫结对
关系。 2017 年 6 月，新湖等一批
杭州著名企业，跟随浙江省委常
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赶赴恩
施州落实对口帮扶工作。

经过在恩施州的多次实地调
查研究和多方协商，新湖决定，由
正式成立后的浙江新湖慈善基金
会、新湖中宝·恩施裕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著名扶贫专家李小
云教授发起的小云助贫中心、盛
家坝乡政府、 龙洞河村委会共同
发起， 在恩施州恩施市盛家坝乡
龙洞河村枫香河自然村， 开展为
期两年的深度性贫困与乡村振兴
综合性治理实验， 并由新湖捐助
启动资金 300万元。

“基金会还在筹备成立中，
我们是扶贫先行。 ”叶正猛表示
了新湖对于恩施扶贫工作的重
视，不会因为基金会还未正式审
批下来，就不去做扶贫工作。

建成益贫示范乡村

针对枫香河村的现状，新湖
决定将枫香河自然村建设成文
化、自然、生态一体化的持续益
贫示范乡村。 小云助贫中心为解
决整村深度性贫困问题和乡村
振兴，提供样板方案。

新湖将以枫香河益贫合作
社、枫香河益贫儿童乐园作为公
益建设的抓手，以此与政府和其
他社会资源协力， 在基础设施、
产业、 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投
入。 同时，构建综合性产业合作
社，解决农户在种植生产方面的
技术难题，推动枫香河益贫合作
社与外部市场对接，将村子里已

初具规模的种植畜牧
产业（畜牧、烤烟、茶
叶等）推向消费终端，
从而帮助农户快速持
续地增加收入。

新湖还将提供先
导性资源， 引导政府
和其他社会资源投
入，在小云助贫中心、
盛家坝乡政府和村委
会的支持下， 制定枫
香河益贫乡村规划，
整合企业、 政府和村
民资源， 形成公益综
合性建设方案。 希望
通过整合政府资源与
公益资源， 政企、院
校、群众的多方参与，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
持续经营的策略。

据小云助贫中心总干事董
强教授介绍，该中心已经在西双
版纳勐腊的河边村进行了类似
的深度性贫困公益综合治理公
益试验。 通过对河边村的改造，
使得该村在生态旅游、 益贫经
营、农户自营等方面获得了较大
的成功。“那场名为河边试验的
行动，最终成了云南及全国各地
乡村公益扶贫改造的一个样本，
各个方面的评价都挺高的。 ”董
强告诉《公益时报》。

“通过发挥企业资本优势、
院校专家优势，充分借鉴河边村
试验的成果，必将创新出浙商企
业参与恩施社会扶贫的新模式，
创造出杭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新亮点。 ”叶正猛说。

专业和企业的有效结合

恩施州政府副秘书长孙伟
认为，此次新湖集团设立浙江新
湖慈善基金会（筹）对于凝聚更

多的杭州企业、 志愿者组织、爱
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到东西
部扶贫协作中， 形成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
于倡导友善互助、守望相助的社
会风尚， 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
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
扶贫参与机制，起到了良好示范
和引领作用。

“‘益贫乡村’公益项目将专
业和社会慈善资本有效的结合
在了一起，两强合作必然拓宽浙
商企业参与恩施社会扶贫的道
路和视野。 ”孙伟说。

新湖集团作为浙江省慈善
联合总会副会长单位，多年来一
直在慈善之路上默默耕耘。 自
1994 年企业成立之初，新湖集团
就发起设立浙江省爱心事业基
金会，此后在赈灾、扶贫、助残、
扶孤、 资助文化教育等领域，都
有温暖之举。

据了解，2012 年， 新湖集团
创立了“新湖公益创投基金”，以

理性而独特的创新理念，推动中
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构建进程，
为公益事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
商业模式奠定了基础；2014 年和
2016 年，新湖集团向温州大学和
浙江大学分别进行捐赠，设立专
项基金，为更好地培养一流高素
质人才做出贡献。 至今，新湖集
团已累计对外捐款约 3 亿元。
2017 年 4 月 27 日， 新湖集团旗
下的上市公司新湖中宝发布公
告，未来三年（2017 年~2019 年），
拟为精准扶贫和慈善事业支出 1
亿元。

中国农业大学小云助贫中
心是 2015 年 3 月由中国农业大
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
及其同事在勐腊县注册一家社
会组织，河边村作为综合性扶贫
治理试验的试点村。 李小云结合
我国实际创造了“政府主导、大
学公益组织参与、 农民为主体”
模式，河边村的试验项目得到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肯定并在
全省推广。 （徐辉）

2017 年 12 月 25 日，由东风
公益基金会和湖北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湖北希望
工程·东风润苗行动” 五周年专

题会在武汉举行。 本次会议以
“爱与希望共成长”为主题，旨在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相关
精神，总结交流“东风润苗行动”

五年来的工作成果和经验，部署
下阶段工作，助力我国扶贫事业
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何
伟、 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张
澍、参与“东风润苗行动”的东风
旗下企业代表以及“东风希望小
学” 的师生代表等共计 60 余人
出席了本次会议。

为推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发展，2013 年， 东风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湖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共同启动“湖北希望工
程·东风润苗行动”。 五年来，东
风公司及旗下企业累计投入资
金 2000 余万元，在湖北、四川、云
南等地援建了 15 所东风希望小
学，同时围绕“衣、食、住、行、学”
五个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公益助
学活动，有效改善贫困地区基础
教育办学条件，为祖国欠发达地
区教育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专题会上，东风公司发布了
“东风润苗行动” 下阶段工作计
划。 据了解，2018 年至 2019 年，
东风公司将在湖北大冶、 襄阳、
十堰、黄冈以及广西南宁等地区
援建 5 所“东风希望小学”，对学
校教学楼、宿舍进行修建，完善
学校配套硬件设施，改善学生学
习生活环境。 此外，东风公司还
会将帮扶对象扩大到农村留守
儿童这一特殊群体，除了提供物
资上的帮扶，还将开展“儿童心
理健康”领域的援助，尽可能地
将公益助学活动渗透到儿童成
长的方方面面，为青少年身心全
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张澍在会上对“东风润苗行
动”五年来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充
分肯定。 他说，五年来，“湖北希
望工程·东风润苗行动” 显著改
善受助学校的教学、 生活条件，
成为共青团与央企进行公益助

学合作的典范。 下一步，希望“东
风润苗行动”进一步深化助学帮
扶体系内涵，将“助人”升华到

“育人”，将祖国的树苗培养成一
棵棵参天大树， 成为国家的脊
梁。

何伟在会上表示， 教育是民
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是实
现“中国梦”的基础。 东风公司要
站在科教兴国的政治高度， 深刻
认识教育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
自觉服务于脱贫攻坚大局， 将公
益助学和教育扶贫紧密结合，努
力将“东风润苗行动”打造成一项
温暖人心且具有“东风”特色的民
心工程，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
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促进青少年成长作出重要贡献。

会上，东风公司还向湖北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500 万
元， 用于援建 5 所东风希望小
学。 （于俊如）

五年公益助学路 “东风润苗”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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