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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聚焦精准扶贫，共创美好生活

第六届中国慈展会将于 9月 20日-22日举行
7 月 23 日上午，第六届中国

慈展会组委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宣布，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
项目交流展示会（简称“慈展会”）
将于今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深
圳举办。本届慈展会的主题是“聚
焦精准扶贫，共创美好生活”。

主办单位民政部、全国工商
联、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中
国慈善联合会以及国务院扶贫
办等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会
上强调，要紧紧围绕“聚焦精准
扶贫，共创美好生活”的展会主
题，突出发挥慈展会在助力脱贫
攻坚中的积极作用，助力构建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
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7 月 23 日下午，慈展会组委
会办公室还专门召开了媒体通
报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聚焦精准扶贫

据介绍，第六届慈展会以“聚
焦精准扶贫，共创美好生活”为主
题，在展示内容上，将专设精准扶
贫主题展区，包括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生态
扶贫、创业就业扶贫等主题展区。
重点展示社会扶贫领域具有创新
性、 可复制性和示范带动效应的
优秀项目， 系统展现我国扶贫领
域的最新业态和成就。

组委会办公室已于 6 月 29
日在深圳举行报名启动仪式，展、
会、赛等各项工作已全面启动，并
将通过各主办单位组织发动、地
面招展推介和定向邀请参展等方
式，全面推进招展工作。组委会将

于近期选择国内 8-10 个城市开
展慈展会情况重点推介活动。 目
前已有 200多家机构报名。

除项目展示外，本届慈展会
还将围绕如何构建多方力量广
泛参与、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与互
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工
作格局，搭建政府、市场、社会互
动对话平台，着力打造一个高端
化、国际化的主题会议（峰会）和
相关扶贫领域专题会议，以期对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起到引
领和启发作用，并为全球减贫事
业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精准对接资源

“资源对接则是历届慈展会
的核心。 本届慈展会把主题聚焦
在精准扶贫上，精准扶贫的资源
如何对接，我们能通过慈展会这
个平台，带动各方的社会力量做
些什么， 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也是本届慈展会要集中回答的

一个问题。 ”慈展会组委会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说。

在本届慈展会的资源对接板
块，组委会以“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需求对接为核心， 重点
推介深度贫困地区项目， 并通过
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认捐、项目
服务和责任消费等方式， 激发和
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
参与的积极性， 引导社会慈善资
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全面带
动社会资金、 专业人才、 先进技
术、 项目服务等资源与深度贫困
地区扶贫项目的对接与合作。

此外， 本届慈展会还设置了
消费扶贫专馆， 重点展示慈善新
技术和科技公益产品在扶贫领域
的应用，以及全国工商联系统“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产品成果等，
通过展览展示、产品体验、义拍义
卖等方式，在满足公众参与体验
需求的同时，倡导“购买扶贫产
品和服务就是参与扶贫”的责任
消费理念，引导广大企业和公众

以订单采购等方式，支持购
买贫困地区特色产品，并充
分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的
合力优势，深入拓展产品营
销渠道，不断延伸产业生态
链条，吸引企业和社会组织
在技术指导、 网络宣传、物
流运输、售后服务等多方面
给予配套支持，实现消费拉
动产业“造血”扶贫的目的。

倡导全民慈善

本届慈展会上， 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大赛将征集评选
出兼具创新型、 示范性和可
复制性的扶贫项目， 加强对

其模式创新引领、资源对接服务和
能力建设支持，培育扶持更多专业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促进社会资金
和项目服务等资源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向。

在此基础上，激励和引导深
度贫困地区扶贫项目通过参展
参赛、社企认证等方式，获取更
广泛的资金支持、价值认同等社
会资源，将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
动力有机结合。

中国公益映像节、慈善文化
创新之旅等将打造成为引导公
众参与支持扶贫事业的慈善文
化体验活动。 中国公益映像节
上，将精选出 500 余部公益影像
作品，用影像传播扶贫进程中的
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

“总的来说，今年的慈展会
是一个主题聚焦，‘专而精’的精
品型展会。 ”组委会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表示，本届慈展会将实现
三个转变：首先是由注重规模效

应向提升展会质量转变；其次是
由注重单一的资金对接向强化
全要素资源对接转变，进一步强
化人才、信息、技术、理念、模式
等“软性”要素资源与深度贫困
地区、 扶贫项目的精准对接；最
后，是由聚焦行业需求向兼顾专
业化、大众化转变。 通过提升慈
展会认知度和公众参与度，汇聚
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

5年累计对接项目 2185个

已经举办的五届慈展会均
覆盖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港澳台地区。

生动展现了我国慈善事业
发展的主要成就。累计展示了 54
个慈善城市的创新探索，汇聚了
6877 家国内外具有影响力和创
新特色的慈善组织， 展现了 553
家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的突
出成果，展示推介了近 3 万个品
牌慈善项目。

搭建了慈善资源和项目的交
流对接平台。 累计对接项目 2185
个，对接金额 324.53亿元，切实推
动了慈善事业的跨界交流与合作。

搭建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研
讨互动平台。 累计开展了 120 余
场研讨会议和互动沙龙，激发了
业界对于慈善立法、 慈善信托、
社会价值投资、社会企业、社区
基金会等问题的深入研讨。

加深了中国慈善事业与国
际社会的交流与融合。 累计吸引
了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9 家
国际公益机构、近 200 名外籍嘉
宾参展参会，切实提升了中国慈
善的国际影响。

� � 7 月 19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发布《关于中国农产品市
场协会参与脱贫攻坚有关工作
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中国
农产品市场协会结合自身优势，
立足产业扶贫， 明确工作思路，
优化帮扶措施， 形成长效机制，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良好实效。

准确把脉农业产业

一是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多
次深入东北、西北、中南等贫困
地区，就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
产销、农业标准化、农业品牌建
设、农业走出去等内容开展专题
调研， 把脉贫困地区农业产业，
坚持问题导向， 查找致贫原因，
制定扶贫方案。

二是积极探索扶贫模式。 主
动走进边疆地区、边远山区、贫困
地区， 结合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实
际，探索通过开展应急促销、季节
性促销、扶贫促销等活动，畅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结合展会促销、网
络促销等方式，加大直采力度，推
动形成有效扶贫模式。

三是注重发挥职能优势。 突
出需求导向、市场带动，充分发
挥协会在农产品资源领域职能
优势，着力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
市场问题，因地制宜，带动贫困
地区调优、调高、调精农业生产，
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推进扶贫产
业发展。

精准聚焦产销对接

一是多点搭建农产品产销对
接平台。 在湖北恩施、湖南湘西、
新疆喀什、 宁夏固原、 贵州黔西
南、陕西洛川、甘肃定西、河北保
定、 山西吕梁等贫困地区开展蔬
菜、水果、干果、畜产品、加工品等
特色农产品营销促销活动， 拓宽
农产品流通渠道。 组织全国经销
商到重点省份、 重点区域进行现
场对接，开展应急促销、季节性促

销、分品种专题促销。利用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 纽约亚洲食品
展等大型国际农业展会， 带动贫
困地区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二是持续加大农产品产销
对接支撑。 创新贫困地区农产品
短链流通模式， 推进农超对接、
农批对接、农产品直销等多种产
销对接模式，发展订单农业。 探
索区域性、季节性、应急性促销
措施，完善推介、展会、线上线下
互补等多种方式，加强边远贫困
地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推进电子商务、大数据建设，
创建电子商务孵化平台。 开展农
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
工作，做好行业发展评估，提供
准确、及时的农产品流通数据支
持和服务。

三是不断强化农产品产销
应急能力。 加强会员单位和经销
商协作，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强
化农产品区域性、结构性滞销应
对能力。 积极应对 2014 年云南

鲁甸花椒滞销问题，组织多位经
销商、客商赴云南鲁甸开展赈灾
花椒采购活动，现场达成购买干
椒意向 784 吨，总价值近 7000 万
元。 有效应对 2016 年贵州剑河
土鸡滞销问题，组织新发地专业
经销商与当地签署 100 万只土
鸡订购协议。

形成扶贫长效机制

一是推动提升农业发展质
量。 举办多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培训，推动对重点农产品开展
专项检测， 生产与监管同步推
进。 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以
农产品加工业链接三产融合，通
过乡村旅游等引领产业发展。 依
靠科技推动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培育社会责任感强、经营理念新
的经销商队伍。 注重打造一批农
业品牌，如甘肃高原夏菜、湖北
秭归脐橙、海南冬季瓜菜、宁夏
冷凉蔬菜等。

二是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
建设。 利用“互联网＋”、电子商
务、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引导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建立中国农
产品市场网，集成大数据和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网上促销和品牌
推介平台、市场协会子站集群宣
传展示服务平台等功能， 为政
府、农户、消费者等提供个性化
服务。 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产销
对接、质量检测等大数据平台建
设工作，及时准确提供农产品相
关信息服务。

三是有效构建农产品经销
机制。 构建优质优价市场机制，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维护市场
秩序，引领贫困地区特色、优质
产品发展。 构建产销方利益联结
机制， 组织农产品流通企业深入
贫困地区，通过投资入股、合作经
营等方式，帮助发展特色、优势农
产品产业。 推动大批企业与贫困
地区建立供销合作关系，实现产
销精准对接、互利共赢。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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