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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发布“热土计划 2022”
18项新举措助力乡村振兴

7月25 日 ， 阿里巴巴
发布《阿里巴巴乡

村振兴基金工作报告 2021》，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
军总结了过去一年阿里在助力
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
发布 “热土计划 2022”：4.2 亿流
量 、11 万乡村主播 、400 万人次
帮扶……今年 18 项新举措将继
续扎扎实实投入，把数字化的力
量和温度带到更多乡村更多老
乡身边。

今年 2 月 22 日 ，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明确了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
线，以及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三方面工作，持续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发展 ， 带动农民
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 阿里巴巴
积极响应新部署新要求 ， 继续
推进“热土计划”，从产业振兴 、
人才振兴 、科技振兴 、脱贫成果
巩固等方向发布 18 条乡村振
兴新举措。

从三个方向助力乡村振兴

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乡村振兴进入关键阶段。 一直
助力乡村的阿里巴巴于去年 5

月 17 日发布“热土计划”共计
14 项措施，从产业、人才、科技
三个方向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
将“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升级为

“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持
续用实际行动给乡村带去实实
在在的帮助。

截至目前，阿里公益共派出
27 位“乡村特派员”，驻扎到甘
肃礼县、贵州普安等 12 个省 22
个偏远县域一线参与乡村振兴，
招募公益设计官近 1000 位，共
同探索可持续、可参与、可借鉴
的模式，为未来开展帮扶工作提
供了路径参考。

在河北青龙，在乡村特派员
刘琳的推动下，一次助农活动就
销售板栗 38 吨， 销售额 230 万
元， 帮助当地 1500 户农民平均
增收 1000 元。在陕西宜君，经过
阿里设计师们妙手绘制，原本简
陋粗糙的农产品包装换成了当
地民俗文化特色的农民画，宜君
苹果的零售价平均提升 3 元/
箱。 据统计，包装升级帮助当地
增收高达 3000 万元以上。

在河北巨鹿，一度长期受困
于薄弱基础的金银花种植业，也
正在产业升级的大路上迈开步
子。 在乡村特派员高泉的推动
下，用电商直播等互联网新营销

方式和现代物流打通“市场链”，
带动金银花水、金银花茶等农产
品深加工的“生产链”，再通过电
商培训、电商客服中心等项目吸
引年轻人返乡就业，打通“人才
链”。 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小平看
来，这就是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
业振兴的“巨鹿样本”。

一年来，这些阿里员工与乡
亲们同吃同住、上山下地，把互
联网接到了大山深处，把培训送
到了田间地头，把不少原来握锄

头的大爷大妈变成了一键可与
大城市同步的“数字农民”“直播
达人”， 让电商成为链接扶贫的
有效工具。

他们还协助当地建起了菜
鸟智能物流中心，让产在深山的
优质农特产品高效低价运出去，
通过在当地扶持电商经营，开展
直播培训，引入数字客服、假发
产业、AI 数据标注等产业，将产
业、人才、科技等互联网的手段
和资源带入当地，为县域带去一
套完整的“授人以渔”解决方案。

此外，在广西灵山，一个由
当地政府、县域龙头企业、阿里
巴巴数字乡村三方共建的标杆
项目落地———从 2021 年开始，
阿里云“未来果园”、菜鸟智能产
地仓、阿里平台多渠道销售等在
灵山逐一落地。这个打通了农业
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的项目，可
覆盖 4.5 万余户农户， 对接的
2100 余户重点农户平均创收达

5 万元，为客户降低供应链成本
达 20%。

把科技温度带给更多人

在产业与人才之外，科技将
是 2022 年“热土计划”的核心重
点。阿里将把前沿的技术储备与
乡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创造乡
村振兴的新路径。

过去一年， 阿里巴巴推出
“乡村振兴技术官”项目，通过送
技术下乡形成差异化优势，获得
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技术官还来
到青龙支持“百年古树认养”支
付宝小程序上线。认养者可以通
过小程序了解古树的生成过程，
等到板栗成熟能收到板栗果实
和其他当地的农产品，还会获得
青龙本地的景区门票和温泉票
等， 这样不仅帮助打开板栗销
路，更带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
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更值得注意的，阿里巴巴还
投入专项资金，加大包括智慧育
种技术在内的农业技术科研投
入，以蚂蚁链技术助力农产品溯
源，进一步探索新科技在乡村落
地生根。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阿里巴巴
乡村振兴基金工作报告 2021》
中表示， 数字化正从消费端的

“餐桌”走向更上游的“土地”，逐
步打通研产供销全链路。“我们
希望充分用好 22 年积累的能
力，从产业、人才、科技三个方
面， 和更多合作伙伴一起努力，
让乡村因为数字技术变得更美
好，为乡村振兴这项伟大的事业
贡献数字化力量。 ” （皮磊）

� � 近日， 由上海市民政局指
导，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
发展研究院主办的 2022 年中
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示范项目———高质量发展
上海社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
训班在上海交通大学长宁校区
终身教育学院举行开班仪式。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顾锋肯定了上海交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交通大
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从课程
设计、师资配备、主题讨论、参
观考察和案例分享等方面所做
的安排。 他对学员们提出三点
希望：一是认真学习，珍惜来之
不易的机会； 二是上课积极发
言，向老师多请教问题；三是同
学间多交流、多讨论。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杰秀在线上发言中表示，社
区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社区治理的成效直接决定国家
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成效， 社区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
参与方， 长期以来在社会治理
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
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是社区社
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
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短板，
这次培训班以此为主体， 非常
必要，做得很及时。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组织服
务处处长赵宇表示， 上海市民
政局、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作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
部门， 肩负着孵化培育社会组
织、指导服务社会组织的职责。
上海市民政局与上海交通大学
紧密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找
到了一条行政部门与高等学府
合作的新路径。 通过全面梳理
分散的教育培训资源， 逐步形
成一个集基础理论、实务操作、
考察学习及实训锻炼为一体的
人才培养的体系， 在培训的内
容深度和广度上都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

开班仪式结束后， 中共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刘志伟讲授《从党史看社会组

织党建》课程。 刘教授指出，学
习党史对社会组织党建高质
量发展的借鉴意义在于，必须
重视组织建设， 做好作风建
设，抓好方法掌握，促进能力
提升。

本次培训计划开展四期，
预计培训人数在 300 人以上。
培训课程通过集中授课、 主题
讨论、实地参访和案例教学，旨
在让培训学员进一步熟悉社会
组织相关政策法规， 掌握社会
组织专业工作知识和技能，提
高自身业务能力， 提高项目打
造和运作能力， 未来可以更好
地胜任工作岗位； 同时为社区
社会组织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为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
供源动力。 （王勇）

上海交大举办高质量发展上海社区社会组织
专业人才培训班

7 月 23 日， 世界青年发展
论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主题论坛在京举办。 论坛设有
开幕致辞、主旨演讲、青年行动
案例分享、嘉宾对话等环节，20
余名国际组织代表、 教育领域
专家学者等在线上线下共同探
讨青少年教育话题。

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致
辞时表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包容教育方面开展工作，识
别并消除教育的一切障碍，反
对一切形式的歧视， 为全球青
年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郭美荐在主旨演讲中分享
了希望工程的探索与实践。 他
表示， 紧紧跟随社会发展与青
年需求变化， 通过广泛的社会
动员， 助力农村地区基础教育
设施改善， 持续丰富项目结构
帮助更多欠发达地区青少年释
放潜能、拥抱梦想。

“当代青年，正走在时代的
最前沿，是建设更加包容、美好
人类社会的生力军。 ”全国青联
副主席、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
基金创始人姚明在主旨演讲时
呼吁，认可体育重要价值，培养
终身运动习惯， 把体育的快乐
带给更多的孩子们。

在青年行动案例分享环节，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老师林杨琼
分享了厦门大学支教团与西海
固孩子们跨越 20余年的“山海
情”， 展现了全国的研究生支教
团队员助力西部地区教育资源
均等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次论坛作为世界青年发
展论坛四个主题分论坛之一，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承办。
论坛还向国际社会发出倡议，
加强社会组织国际间合作，促
进各国青少年享有更包容和公
平的优质教育机会。 （张明敏）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探讨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在河北青龙，通过电商直播线上卖货，当地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