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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他们服务 14个地级市，受益超 5.8万人次

投入 4500 万元，24年来不
断传承仲明公益理念

提及“仲明”，时间可以追溯
到 1997 年，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
国强公益基金会荣誉会长杨国
强以母亲的名字出资 100 万元
设立仲明助学金，用于资助广东
省内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
的大学生。 截至 2021 年，仲明助
学金已累计投入 4500 万元，资助
覆盖 22 所广东高校， 获助学生
近 1.2 万人。

除了物质帮助，仲明更注重
精神鼓励和教育。 多年来持续开
展的素质拓展训练、 导师讲堂、
校友分享、 企业参观等系列活
动，为仲明受助学子的交流和成
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
平台。

“受惠社会，回报社会，让爱
薪火相传”， 是每一位仲明受助
学子铭记于心的公益理念。 如
今，获助的仲明学子以不同的方
式践行公益、回报社会，或回捐
助学金，或设立奖助学金，或参
与志愿服务。 2012 年到 2017 年
间， 仲明助学金资助覆盖的 20
所高校均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

仲明学子间互相交流和学习的
氛围浓厚，也经常组队开展公益
活动，服务社会。

2021 年，由仲明学子自发成
立的广东省仲明助学志愿服务
促进会在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注
册成立，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主管并提供业务指导，旨在推动
仲明公益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
善，凝聚仲明学子力量，薪火相
传服务社会。

采用公益微创投形式，以专
业服务培育青年公益项目

2021 年 5 月，在团省委和国
强公益基金会的指导下，“仲明
薪火计划”作为 2021 年“益苗计
划” 的专项赛之一正式启动，鼓
励并支持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
实践，通过大学生的想法和行动
促进乡村振兴，不断创新传承仲
明助学公益精神。

仲明薪火计划设立乡村经
济发展领域和乡村公共服务领
域两大资助领域，单个项目资助
上限分别为 5000 元和 10000 元。
除提供资金资助外，仲明薪火计
划聚焦项目团队能力建设和项
目可持续发展， 提供项目评审、

优化、管理、能力建设、资源联动
等链条式的专业服务。

项目申报启动后，来自广东
高校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共有 36
个项目团队提交了 41 份项目申
报书。 经过线上项目答辩与综合
评审，最终 29 个项目脱颖而出，
获得仲明薪火计划的资助。

历经 3 个多月的项目实施
后，10 月 30 日，仲明薪火计划组
织开展项目结项评选会（初赛）
暨项目成果展活动， 以项目管
理、项目成效、财务管理为一级
指标，以服务产出、资源整合、目
标达成情况、资金支出和票据使
用情况等作为二级指标，对资助
项目进行验收评分，促进项目间
交流的同时，帮助项目团队更好
地进行项目总结与反思，提高团
队的项目策划、管理、品牌提炼
等方面的能力。

有效凝聚青年志愿力量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仲明薪火计划聚焦青年大
学生群体，通过凝聚青年大学生
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大学生学以
致用，尽其所长，助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在获得资金支持和专业服
务后，大部分项目从 7 月起陆续
落地，有序推进。 来自 25 所广东
高校的 574 名大学生，满怀志愿
精神与公益热情，克服了新冠疫
情影响、交通不便、住宿简陋、对
点沟通不畅通等困难，服务足迹
遍布广州、佛山、韶关、肇庆、茂
名、惠州、梅州、河源、阳江、清
远、潮州、云浮、揭阳、汕尾等 14
个地级市的城中村或相对偏远
乡村。

“点亮村庄助振兴，携手共
筑中国梦”项目通过应用光伏照
明技术，在广东省韶关市南雄修
仁村安装了 18 盏太阳能照明
灯 ， 预计可为当地节省用电
18834 度，节省电费超 11500 元。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区块
链’ 的清远鸡品牌发展战略研
究”项目获得仲明薪火计划资助
后，参加了 2021 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大赛并入围“百强项目”。 项目
团队通过设计改进鸡脚环的结
构，并利用溯源系统建立物联网
数据大平台，根据内置芯片监控
鸡的生命周期、 养殖信息等，让
客户可以更放心地购买健康的

“清远跑步鸡”。
“传递乡土认同，启迪儿童梦

想” 项目深入了解乡村孩子需求
后， 招募共 105 名志愿者开展乡
村夏令营，开展趣味化学课、职业
兴趣课、音乐课、家乡趣味摄影等
多元课程共 36 节，为广东河源和
潮州地区偏远乡村的 325 名带去
了更多的知识和希望。

仲明薪火计划通过两个资
助领域， 充分引导青年志愿力
量，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公
益项目，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其中，乡村经济发展领域的
资助项目通过深入调研、优化农
产品包装设计、运营助农电商平
台、直播带货、拍摄宣传视频等
灵活的方式，充分发挥项目团队
的智慧与长处，为当地乡村经济
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探索方向。

乡村公共服务领域的资助项
目则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
为不同地域、 不同年龄层次的村
民提供针对性服务， 如健康知识
普及宣教、义诊、支教、心理健康
教育、 安全教育、 特色文化推广
等， 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更多的温
暖与希望。 在未来，仲明薪火计划
将引导更多青年大学生、 培育更
多公益项目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为“希望的田野”注入更多新的智
慧与活力。 （据《广州日报》）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度、广度、难度不亚于脱贫攻
坚，需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集
更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行推进。

企业在精准把握群众需求、
多元调集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效
能等方面具有传统事业单位不
可比拟的优势和强大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以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为例。 无限极中国积极支援全国
各地的一线抗疫工作，依托思利
及人公益基金会，持续开展“思
利及人助学圆梦”“无限极快乐
足球”等公益品牌项目，同时还
带动全国 30 家分公司的志愿者

参与乡村振兴，积极回馈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
‘三农’ 工作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
帮扶司副司长刘胜安表示，广大企
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这一国家重
大战略，将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

乡村振兴一是篇大文章，尤
其需要广大企业发挥资金、市
场、技术、人才等优势，为助力乡
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刘胜安表
示，希望广大企业踊跃参与乡村
振兴伟大实践， 希望倾斜支持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
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积极参与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 扩大就业、带
动创业，在促进乡村发展上发挥
重要作用，希望积极参与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推
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在参与乡
村建设和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乡村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
良好发展机遇，也为企业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和舞台。

拥抱时代变化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郭
军认为，改革开放 40 年，国家的
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国有企
业不断打造出世界领先的大国
重器， 民营企业也发愤图强，不

断在各领域占领全球高地，在国
家发展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适应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
中国的企业都应该有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
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结
合起来，主动担当，奋勇争先，努
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

“要把‘公益’变为可持续发展
的‘共益生态’。 ”华夏新供给经济
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新时期企
业履责进化， 应该坚持锐意进取，
冲在创新发展前沿，以“做大蛋糕”
带出“分好蛋糕”，政企社多元主体
以三次分配的系统工程，共同推进

基业长青的“公益、共益”事业。
无限极中国行政总裁黄健

龙希望通过无限极的责任行动，
赋能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这样
必定能聚变出更大的力量，推动
全民责任时代的开启，生活也必
将更加美好。 ”黄健龙说。

日前，在由中国新闻社、中国
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论坛上， 包括无限极
中国在内的多家企业被授予
“2021年度责任企业”。 无限极中
国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面对历
史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将继续
秉承“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
以不变的初心，拥抱变化的时代，
帮助更多人实现平衡、富足、和谐
的健康人生。 （徐辉）

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履责呈明显时代特征

近日， 仲明薪火计划———首届大学生公益微创投大赛
（简称“仲明薪火计划”）项目结项评选会（初赛）暨项目

成果展活动举行。
2021 年 5 月，仲明薪火计划启动，该计划是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等单位主办的“2021 年益苗计划”的专项赛之一，计划资助
领域包含乡村经济发展领域和乡村公共服务领域。 经过项目征
集、线上项目答辩与综合评审等环节，共评选出 29 个资助项目，
资助总金额近 20 万元。 活动现场，仲明薪火计划资助项目的团
队代表进行路演展示， 分享项目执行情况、 遇到的困难和成效
等，并由专家评委进行面对面交流与点评。

据悉，本次初赛将评选出 6 个项目进入仲明薪火计划项目结
项评选决赛，并计划在决赛中采用现场投票等方式，决选出一至
三等奖，分别奖励不同额度的奖金。 仲明薪火计划项目参与团队
成员及志愿者共 574 人，分别来自 25 所广东高校，服务足迹遍布
广东广州、佛山、韶关、肇庆、茂名、惠州、梅州、河源、阳江、清远、
潮州、云浮、揭阳、汕尾等 14 个地级市，直接受益超 58431 人次。 2021 年，由仲明学子自发成立的广东省仲明助学志愿服务促进会在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注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