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重庆市民政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
度，搭建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平台，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重庆市乡村振兴局与市民政局日前联合印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

兴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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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明确，此次专项行
动的目标任务是组织动员社会
组织对巫溪、城口、彭水、酉阳
等四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进行对接帮扶， 并因地制宜
拓展到全市涉农区县， 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动员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围绕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
工作，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
兴公益品牌；针对乡村振兴重点
区域和重点领域，开展社会组织
乡村行活动， 搭建项目对接平
台， 促进帮扶项目落地实施；选
树一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
的先进典型， 强化示范带动，推
动形成社会组织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良好局面。

该《方案》从结对帮扶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县、 打造社会组
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开
展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三个方
面对专项行动重点任务进行了
明确。

结对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县，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方案》提出，组织有一定
实力和能力的全国性社会组
织、山东及其他东部省（市）社
会组织， 力争对四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结对帮扶

全覆盖， 并结合实际拓展到全
市涉农区县。 通过一个社会组
织帮扶一个或多个重点帮扶
县， 或多个社会组织组团帮扶
一个或多个重点帮扶县的方式
参与帮扶。参与专项行动的社会
组织要立足国家和市级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实际，有针对性地
开展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养
老、消费帮扶或多样化帮扶。 鼓
励山东及其他东部省（市）社会
组织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参与
国家和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工作。 参与结对帮扶的社会
组织要注重对当地社会组织、
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培育、
培训，挖掘当地潜力，激发当地
发展活力， 促进帮扶项目留得
住、可持续、出成效。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 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
兴公益品牌。《方案》提出，引导
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依据章
程、业务范围和自身专长优势，
开展专业化、差异化、个性化特
色活动。 动员引导行业协会商
会等社会组织聚焦产业、 就业
和消费帮扶， 打造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发展品牌。 动员引导各
类社会组织聚焦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打造社会

组织参与乡村建设品牌。 动员
引导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社
区社会组织聚焦“三留守”人员
等特殊群体巡访关爱、 促进矛
盾化解、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培
育文明乡风等， 打造社会组织
参与乡村治理品牌。 通过打造
具有可持续性和影响力的公益
品牌， 动员引导各类社会组织
充分发挥优势， 积极开展示范
创建，探索有效参与机制，发挥

好引领作用。
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

域，开展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
《方案》要求，组织有条件、有实
力的社会组织针对国家和市级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乡村振
兴重点领域开展项目对接活
动， 集中优势资源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每年根据工作推进情
况确定当年社会组织乡村行的

地域和主题， 组织社会组织到
相关区县， 开展富有特色和成
效的项目对接活动。 对社会组
织项目对接及项目落地情况进
行持续跟踪， 对社会组织乡村
行活动进行研究总结， 加强宣
传推广，逐步形成活动品牌。

该《方案》还从强化组织领
导、政策支持、工作落实、组织培
训、激励引导等五个方面对组织
保障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重庆出台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专项行动方案 ■ 本报记者 皮磊

为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进一步助力西部地区乡村
振兴，北京市社会组织积极发挥
专业优势和自身专长，在西藏自
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开
展产业、教育、医疗等支援帮扶
工作，彰显社会组织责任担当。

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建藏
援藏工作者协会在中国烟草总
公司的支持下， 在西藏山南、林
芝、日喀则等地区开展“数字化
养蜂” 项目， 计划从 2022 年开
始，3 年投入 3000 万元， 推动西
藏蜂产业健康发展，帮助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 目前项目已投入
500 余万元。 中关村技术经理人
协会积极协助西藏自治区科技
信息研究所建设“国家技术转移
西藏中心”，推动信息、技术、人

才、资本等各种创新要素加速向
西藏汇聚，该项目于 2022 年 6 月
启动，计划 2 年完成。

在教育帮扶方面： 北京语泽
公益基金会在新疆喀什地区、西
藏日喀则市开展“海通·爱朗读”
公益项目，凝聚多方爱心力量，以
捐赠小书屋、红色音频课堂、爱心
音频盲盒等方式， 帮助当地孩子
提升普通话听说水平。 北京苹果
慈善基金会自 2010 年起捐助西
藏地区冈底斯藏医教学院办学和
发展，目前已累计捐赠 2800 多万
元，培养了近 400 名优秀毕业生，
其中约 70%的毕业生回到家乡成
为村医， 为当地基础医疗人才培
养发挥重要作用；2022年，北京苹
果慈善基金会向冈底斯藏医教学
院捐赠教职工工资、 保险费共计

72.5 万元， 向优秀毕业生发放藏
药材包款项共计 35.64万元，向藏
医学院教学点门诊部捐赠药材款
25万元。

在医疗健康方面：北京屈正
爱心基金会在新疆开展“护心云
工程—校园心电监护”和“护心
云工程—远程心电监护” 项目，
向阿勒泰地区 10 所中小学捐赠
36 台校园心电监测设备，向伊犁
州、阿勒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捐助 22 台远程心电监护设
备；在阿勒泰地区开展“困境先
心病儿童救治”项目，计划救助
困境先心病儿童 50 例， 目前已
救助 2 例。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在西藏那曲地区开展“危重新生
儿救治基金”项目，为当地危重
新生儿提供除医保之外的救治

资金， 提高危重新生儿成活率。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助力
西藏基层医疗机构提升综合能
力，开展“韩红爱心·关爱藏区公
益在行动”项目，向西藏捐赠高
原转运型救护车 40 辆、 捐建复
明中心 2 所、 高原急救站 1 所，
并为基层医护人员提供为期 3
个月的培训。 北京白求恩公益基
金会在新疆和田地区开展“幼儿
园儿童及小学生结石健康筛查
项目”，为 4000 多名儿童提供泌
尿系结石公益筛查，118 名病患
儿童得到诊治；与北大医学眼科
专业力量、北京奇安信公益基金
会携手在西藏启动“白求恩·眼
明心安—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
诊疗能力提升项目”， 共同助力
完善西藏防盲和眼健康服务体

系建设， 促进眼科专业人才培
养，推动西藏眼科医疗服务高质
量发展。

在文化建设方面：北京五八
公益基金会针对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博院“我帮国宝来说话”
青少年文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
组织开展形式新颖的配捐活动，
动员 5000 名青少年志愿者作为
文物“代言人”参与文物传播任
务，有效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爱国
主义情感，为龟兹石窟文物保护
事业作出贡献。 北京宋庄艺术发
展基金会向北京市援疆和田指
挥部捐赠“京韵京味”主题老北
京声音藏品，用于建设“北京援
疆民族团结进步实践基地”，让
自治区群众体验老北京文化。

（据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社会组织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西藏、新疆乡村振兴

重庆北碚：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图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