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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云国际刘延云：

民营企业家要抓住脱贫攻坚的机会
� �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7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
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 央视一套
和四套播出了大型文献电视专
题片《初心和使命》。 在专题片
中，全国政协委员、禧云国际董
事长刘延云在贵州毕节扶贫的
事迹获得了重点呈现。

在此之前的 8 月 29 日，刘
延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作为一名企业家，刘
延云在致力于“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团餐生意”的同时，积极投身
到扶贫等公益慈善事业中。

在贵州毕节，刘延云先后派
驻近千名销售精英， 累计投入
9500 余万元，在当地建立起农副
产品从种植养殖到生产、 加工、
销售的供应链体系； 在河北隆
化， 刘延云投入 5300 万元建设
了云泉牧业育肥牛养殖基地，通
过解决就业、收购饲料、培育养
殖户等多种方式助力当地村民
产业脱贫致富。

据不完全统计，刘延云和名
下企业十几年来捐献各种款项
已达 2.6 亿元。 当记者问到刘延
云为什么要这样大力地投入到
扶贫事业中的时候，他动情地表
示：“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中能
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重要节点，要
抓住这个机会， 为党和国家，为
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

我看到的是责任

“我是 1967 年（出生）的，我
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从吃不饱、穿

不暖， 到国家培养我们大学毕
业，再到成为创业一代。 ”谈到自
己的经历，刘延云十分感慨。

从 1993 年创立千喜鹤，刘
延云深耕餐饮行业近 30 年。 他
带领团队将千喜鹤打造成为年
营业额超百亿的中国团餐第一
品牌，解决 11 余万人就业。

2017 年，刘延云联合团餐行
业资深人士和互联网精英再次
创业，创办中国团餐产业链一站
式企业服务平台禧云国际。

“企业今天成功了，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中央好的政策。 ”
刘延云真诚地表示。

刘延云认为：“党和国家和
人民给予我们的太多了，我们要
加倍负起责任，回馈国家，回馈
人民，这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
思考的问题。 ”

基于这一认识，刘延云带领
企业积极投入到扶贫等公益慈
善事业中。

“扶贫是整个国家的事，每
个人都有着一份责任。 要抓住这
个机会，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
出更大的贡献。 过了这个时点，
想肩负起这个责任， 机会也没
了。 ”刘延云强调。

参与扶贫的四大优势

刘延云认为，民营企业在扶
贫中具有四大优势：

一是具有市场化的能力，民
营企业是在市场摔打中成长起来
的，在经济活动上是比较成功的。

二是具有较强的组织能
力， 例如千喜鹤和禧云国际有

大量员工， 可以从中抽调近千
名精英去扶贫， 这是一般机构
做不到的。

三是资金优势。“我们在扶
贫上投入 1.5 个亿， 贵州 9500
万元、河北 5300 万元。 ”刘延云
表示。

四是具有爱心。“这一代民
营企业家都是非常爱国的。 因为
没有国家好的政策，不可能有企
业的成功和成长。 ”刘延云强调。

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基于企业自身的优势，刘延
云在扶贫方面进行了六个方面
的积极探索。

第一，销售扶贫。 千喜鹤和
禧云国际先后向毕节派驻近千
名销售精英，在农户与经纪人、
合作社与农贸市场的供需两
端， 搭建了一个平买平卖的农
副产品流通平台， 帮助当地销
售农产品。

第二，产业扶贫。 在毕节，建
立了一站式食材配送公司；同时
启动 15 个农产品加工厂。 在河
北隆化， 投入 5300 万元建设了
云泉牧业养殖基地。

第三，大数据扶贫。“我们利
用千喜鹤、禧云国际全国布局的
渠道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
和品牌优势， 打造订单平台，发
展订单农业，从根源上解决农产
品销路问题。 ”

第四，电商扶贫。 通过互联
网手段打开农产品销路，利用全
社会的力量推动扶贫。“我们正
在争取把邢台市打造成河北省

电商销售农产品的标杆市。 ”
第五，就业扶贫。“我们计划

在河北成立一个月嫂保姆培训
就业的企业，目前已经对河北省
206 个深度贫困村进行了调研。 ”

第六，育人扶贫。 在刘延云
的推动下，企业特别注重招深度
贫困村的员工。“一家出来一个
小孩就业，基本全家就脱贫了。 ”
刘延云强调。

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积极发挥企业优势进行
扶贫的同时，刘延云也在思考如
何才能保证扶贫的可持续性。

首先，“还是要跟产业结合
一块，用产业拉动。 ”刘延云表
示，“因为我们做的是团餐，是餐
饮， 餐饮和农业的结合是最深
的。 我们有禧云千链，主要做餐
饮原材料和用品供应链采购服

务，我们与贫困山区的种植基地
达成合作，进行源头采购，最终
再供应到我们客户的餐厅里，从
而形成一个产业链对接。 ”

其次，“我们现在在培训本
地的合作社带头人， 截至目前，
一共培养了 300 名农业合作社
带头人。 ”刘延云表示。禧云国际
对这些带头人进行了系统的培
训，包括品牌塑造、产品销售、市
场开拓、智慧物流等。

“把我们的能力赋予给他
们，把本地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变为农业企业家。 未来是要让当
地自己去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 ”刘延云强调。

据刘延云介绍，下一步他希
望可以探索在贫困地区建立小
型农场，帮助当地与外部的餐饮
产业对接。“如果能实现微利，这
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贫
困地区。 ”刘延云强调。 （王勇）

自 2018 年 8 月以来，非洲猪
瘟病毒进入中国已经一年多，对
我国养猪产业、猪肉供应造成了
重大影响，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
社会安全。

生猪生产事关“三农”发展、
群众生活和物价稳定。 因此，要
把生猪生产提升至更高位置上
来看，不仅要关注一时的价格涨
跌，更要关注和解决产业面临的
深层次问题，推动生猪产业高质
量发展。

2019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博
祥公益基金会与山东利邦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京举办了“博祥
公益·精准扶农工程———山东利
邦牧业助力生猪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扶农计划”的第一次捐赠仪
式。 北京博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崔永安、副秘书长李奕恒，山东
利邦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建等出席捐赠仪式并就相关
问题接受了媒体采访。

李奕恒在介绍博祥公益·精

准扶农工程时说道，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人民
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现在我们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
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
下药，靶向治疗。 因此，今年年
初，博祥公益基金会就精心策划
推出了产业扶贫公益板块发展
方向，主要聚焦“三农”，特别是
“三区三州”重点地区。

“面对非洲猪瘟这一挑战，
匹夫有责。 但发展养猪生产，科
学复养，需制订严密的生物安全
措施，需应用健康养殖的营养与
饲养技术体系提升猪的自身非
特异性免疫能力，以自动化智能
化武装推进养猪业模式调整升
级，科学实施种养结合养分循环
利用， 大力铸造生猪及猪肉品
牌。 ”李奕恒说，“因此，我们和致
力于推动畜牧业‘无抗绿色养
殖，环保清洁饲养’绿色发展道
路的山东利邦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一拍即合。 ”

在捐赠仪式上，陈建表示，

希望能通过此次公益饲养技术
推广、 养殖流程品控系统认证
等努力， 最终形成标准化饲养
流程的生猪产品和品牌， 让更
多的老百姓吃到放心肉、 健康
猪，同时形成市场合力，利于稳
定生猪市场价格， 为养殖户提
供持续稳定的市场销售平台。
企业作为产业的重要一环，势
必要看向根本， 以自身之能力
为推动整个生猪产业做大做强
贡献力量。

据介绍，此次计划旨在推进
无抗生猪养殖技术应用， 实施
健康养猪产业规范标准化整合
运营，形成“爱民利邦健康猪”
跨地域品牌市场认证系统，引
导全国生猪产业良性循环发
展；同时，依托项目实施，发展
各地区生猪养殖业的系统化、
规范化，创就业平台；用生猪健
康养殖项目为抓好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 通过项目实施重点
解决“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的脱贫攻坚。

据悉， 该计划为期 5 年，山

东利邦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每年
将捐赠现金 20 万元及价值 50
万元的农业物资，每年举办现场
技术指导培训上百场， 同时，还
将努力打造“双创”服务平台等，
助力生猪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提
质增效。

据了解，在未来 5 年间，该计
划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
培养“小猪帮帮”健康养猪技术指
导员， 开启全国公益志愿者培养
计划；二是助力“小猪创客-利利”
健康猪养殖户， 创建就业系统认
证工程；三是搭建“利民爱邦-健
康猪”无抗饲养品控系统，启动跨
地域生猪品牌宣推计划。

据介绍， 博祥公益·精准扶
农工程将持续开创农业产业化
扶持公益发展道路，构建“扶农 5
库”、“农产 5 化” 的工作实施框
架， 加速农村产业形成合力效
应，形成跨地域农产品牌，实现
扶农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达
到“扶真贫”“真扶贫”“杜绝返
贫”的精准扶贫效果。

（张明敏）

保护农业养殖产业
山东利邦牧业启动精准扶农计划

刘延云（中）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五里岗三膜马铃薯基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