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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发布脱贫半年报

20万个公益时将赋予脱贫新使命
� � 2018 年 7 月 10 日， 阿里巴
巴如约发布第一份脱贫半年报，
向社会公示其脱贫工作的最新
进展。 去年 12 月 1 日，阿里巴巴
宣布成立脱贫基金， 五年投入
100 亿探索“互联网+脱贫”模式。
当时马云表示，脱贫将成为阿里
新的战略业务，并承诺每半年向
社会公布脱贫工作。

如今， 经过半年摸索和实
践，脱贫基金设定的五大脱贫领
域均已明确行动路线图，贫困县
域的各类试点正在逐步展开。

从“一县一品”到 “养育未
来”，脱贫工作花开五朵

根据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成
立时的规划，脱贫工作将重点在
教育、健康、女性、电商、生态五
大领域开展。 据此次半年报显
示，目前 5 个领域的行动路线已
明确并已展开试点。

电商脱贫，将聚力“一县一
品”战略，系统打造农产品的质
量标准和种植体系，培育源头竞
争力；教育脱贫，则是在乡村教
育、高等教育之外，新增职业教
育及实业培训，让“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女性脱贫，在为贫困女

性构筑就业、教育、健康全周期
的核心保障外，关注 0~3 岁儿童
的未来养育工作。

拥有 3.5 亿用户的蚂蚁森林
平台将升级为生态脱贫平台，引
入公益保护地机制和品牌生态
资源，助力贫困地区生态、经济
效益的提升；健康脱贫，继续以
顶梁柱项目为抓手，进一步扩大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保障覆盖。

在本次半年报的交流会现

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
蔡崇信与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
勇分别介绍了其负责脱贫领域
的探索和理念。

在国家级贫困县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巴楚县，阿里巴巴村淘
与维吉达尼等合作伙伴，帮助巴
楚县打造“巴楚留香瓜”区域品
牌，设定“一藤两瓜”的种植标
准， 并推进标准化农场模式，已
经帮助 500 户贫困村民收入从

每亩 400 元提升到平均每亩
3600 元。张勇表示，今年 1 月，电
商脱贫已经宣布将扶持 10 个贫
困县作为电商脱贫试点县，为当
地培育更多致富“鱼塘”。

脱贫基金的最新进展是 7
月 7 日与河北承德市滦平县共
同开展地方职业教育合作，实现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此前，女
性脱贫已锁定 0~3 岁孩子的养
育工作, 马云基金会则继续深耕
乡村义务教育，阿里教育脱贫实
现了教育的全链条支持。 阿里巴
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蔡崇信说,
无论是脱贫还是发展，都需要本
地人才来承接，通过教育，为乡
村留住人才， 留住未来的希望，
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支点。

造鱼塘 、育支点 、聚生态 ，
脱贫半年 3 件事

5 个脱贫领域的背后有 3 个
关键词：造鱼塘，育支点，聚生
态。 这也是阿里巴巴脱贫基金的
行动指南。“扶贫、脱贫、致富是
三个不同的阶段，扶贫是授人以
鱼，脱贫是授人以渔，致富则是
造鱼塘，为脱贫创造条件。 ”

无论是蚂蚁森林与生态脱

贫的结合，让百万人参与保护地
认领； 还是淘宝的“淘乡甜”项
目，赋予公众购买的行为以公益
价值；抑或是健康领域的顶梁柱
项目—————阿里利用自己独有
的经济体平台和技术力量，让脱
贫不再是盆景式脱贫，而是与千
万用户产生有机关联。

正因如此，阿里巴巴经济体
在 2018 年上半年才取得了这样
的成果：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
巴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 260 亿
元；淘宝“兴农扶贫”频道则实现
覆盖 8 个省份的 141 个县，包含
51 个贫困县， 接入商品 701 款；
蚂蚁金服旗下网商银行则向贫
困县 100 余万用户提供贷款超
过 380 亿元……

这些也是半年来超过 1000
名阿里人，在全国调研近 100 个
贫困县域， 近 1.5 万人次奔赴在
路上并持续试点后的收获。

而这还不是全部。 阿里员工
有每年公益 3 小时的传统企业
文化，过去一年共为社会贡献了
超过 20 万公益时。 当天，阿里巴
巴秘书长邵晓锋还宣布， 未来，
这些公益时将将全面连接脱贫
战略，被赋予脱贫新使命。

（文梅）

2018 年 7 月 17 日， 世界教
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
WISE）在其官网上宣布，由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一村一
园 计 划 ”（One Village One
Preschool，英文简称 OVOP）荣获
2018 年度 WISE 世界教育创新
项目奖，成为自该奖项创办以来
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

“一村一园计划”缘起于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山村幼儿园
计划”，其中“一园”指的就是山

村幼儿园。 2009 年，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
门的关怀和支持下，通过和当地
政府、捐赠企业、机构和个人及
非盈利组织的深度合作，创造性
的发掘地方资源，将触角深入我
国社会最基层单位———“村”，
将山村幼儿园设在村一级单位，
通过和县级政府紧密合作，充分
利用各村现有闲置资源，招募当
地幼教志愿者，为偏远贫困村落
3~6 岁儿童提供低成本保质量的
免费学前教育。

目前，在各级政府、各捐赠
企业、 机构和个人及广大志愿
者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一村一
园计划”先后覆盖青海、云南、
湖南、四川、山西、新疆、贵州、
甘肃和河北九个省份的 21 个
贫困县，惠及 17 万贫困地区儿
童。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扶贫必先扶智， 让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
发的重要内容，也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一村一园

计划”作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社会试验
的一部分， 契合了习近平总书
记教育扶贫思想， 相关研究成
果两次获得总书记批示， 肯定
其为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所
做探索。 2017 年 9 月，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批示肯定了
“一村一园计划” 社会试验，认
为其方法对头、普及贫困地区学
前教育可行。

“历经十年，辛勤耕耘，硕果
累累，实至名归。 ”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李伟用十二字总结了
“一村一园计划”所获成绩，他表
示：“‘一村一园计划’ 为偏远贫
困农村儿童提供普惠、优质的公
办学前教育，其成果与项目逐年
发展壮大的事实表明，该模式具
有可行性、可及性与可复制性。 ”

基金会计划将此次获奖奖
金全部用于奖励山村幼儿园的
志愿者老师们，并与各方合作伙
伴共同分享这一荣誉。

（张慧婧）

助力乡村振兴
一村一园计划喜获国际教育奖项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蔡崇信讲述教育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