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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
行业及专业优势

今年 4 月 8 日，由国家乡村
振兴局指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
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活水
计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
层社会组织赋能行动” 正式启
动。 该项目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 首批遴选 80 个基层
社会组织，支持基层社会组织发
展和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资金、技
术、资源等多方位支持，系统解决
基层社会组织存在的资金有限、
人才匮乏、筹资能力不强、专业能
力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同
时，项目将通过三年时间，为乡村
振兴重点县培育起一批扎根本地
的规范化、 专业化发展的社会组
织，衔接社会慈善资源，打造一批
具有实际帮扶成效的乡村振兴示
范项目， 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
振兴的互联网平台。

“活水计划”项目负责人表
示， 为更好地推动项目实施，双
方联合组建了专门的团队，搭建
了分级、分层、分类的“活水计
划”能力建设支持体系，面向基
层社会组织持续组织开展包括
项目设计、项目管理、筹款动员、
财务规范化、机构治理等方面的
能力建设培训和一对一支持工
作，“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合作伙
伴专职人员及专业队伍的形成、
工作实施体系的完善，同时也为
增强基层社会组织凝聚社会帮
扶资源的内生动力、 创新活力、
实施项目能力和社会帮扶力量
的公信力、影响力拓展了工作空
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

截至目前，“活水计划”已覆
盖内蒙古、广西、重庆等 12 省份
104 县。 项目发起方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引入项目设计和项目管
理经验，同 104 个项目实施地共
同努力，聚焦“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社会事业”，设计
出包括产业扶持、 教育支持、特

殊人群关爱以及搬迁安置社区
服务等符合当地实际需求的系
列公益项目。

此外， 依托技术和平台优
势，双方携手搭建了一个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实施国家乡村振兴
的互联网平台， 通过集中打造
“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公
益品牌、开展“活水计划乡村振
兴专场公益日”等活动，链接和
汇聚了更广泛的社会帮扶资源
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项目捐款
累计超 1.2 亿元， 获得超 180 多
万人次爱心支持。

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帮扶案
例也更加突显了社会组织（行业
协会）的动员能力和专业优势。

公开报道显示， 为充分发挥
资本市场作用， 创新金融帮扶新
模式，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原中
国扶贫基金会) 及山西省隰县政
府，发起设立特困帮扶基金。中国
证券业协会负责资金筹措和监
督，基金会负责资金管理，隰县政
府负责相关工作的协调实施。

据悉，特困帮扶基金首批资
金规模为 2100 万元， 通过专业
公司进行运作，因户施策确定帮
扶标准， 保障特困群众生活需
求。 自设立以来，该基金已累计
产生收益 315 万元，帮助特困群
众 1153 户、3173 人次，不仅解决
了部分特困群众的实际困难，还
为兜底保障资金提供了补充。

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的同
时，中国证券业协会还联合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开展“善行者”
公益徒步活动筹集善款，扩大资
金规模和来源，为特困群众稳定
脱贫提供持续保障。 2021 年，该
协会组织开展证券行业促进乡
村振兴公益行动启动仪式，63 家
证券公司签署《证券行业促进乡
村振兴公益行动发起人协议》，
首期承诺公益投入 3.5 亿元。

精准帮扶
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地域差异显著，各地
农业基础和产业结构也大为不同，

如何保证帮扶项目的精准高效，同
时能够帮助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广大社会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
事业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多年农村扶贫经验基础
上，经过长达一年的摸索后，2015
年年初，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
中国扶贫基金会） 针对欠发达地
区小农户生产规模小、效率低、溢
价难等问题， 发起实施“善品公
社”产业帮扶项目，即“以合作社
为组织基础， 以善品公社为统一
品牌”的电商扶贫模式。

据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官
网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善
品公社”已在四川、云南、山西等
19 省 109 县 138 个项目点落地，
在 14 省建设了 35 个仓储中心，
帮扶产品涵盖生鲜、坚果、饮品
和粮油四大类 95 品， 受益农户
43753 户， 通过整合营销形成网
络传播量 25 亿次， 参与支持的
消费者超过 200 万人次。

该基金会产业发展项目部副
主任冯忠德告诉记者， 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 基金会主要考虑了以
下几个因素： 一是着重在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和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遴选项目点， 以实现精准帮
扶目标；二是在产业发展层面，注
重遴选县域主导农特产业， 在组
织培育、 品牌提升和人才培育等
方面开展帮扶； 三是在帮扶实效
层面，注重遴选发展意愿强、带动
能力强的合作社或村集体。

据他介绍，在项目设计和实
施期间，“善品公社” 主要围绕
“合作社培育、品牌建设、品质提
升”四方面推进，整合各方资源，
系统提升项目地自身发展动力。

其中，在合作社培育方面，基
金会联合雅安市人民政府、 中国
农业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
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发起成立蒙顶
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建立“四位
一体”的合作社人才培养模式。

在品牌打造层面，“善品公
社”整合了包括主流电商平台、新
媒体、明星名人等资源，以整合营
销为载体开展立体营销推广；在

销售渠道拓展方面， 项目通过天
猫、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平台
开展消费帮扶行动， 帮助项目地
扩大市场销售额， 提升县区特色
农产品在全国尤其是互联网市场
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品质提升层面，“善品公
社”以县域为单元，由当地政府、
社会组织、合作社协同发力，为产
地引进先进的设备设施， 探索建
设“产地联合仓”的产业集聚发展
模式。“善品公社”也得到了众多
企业及社会力量的支持， 共同支
持合作社在生产、 加工及销售环
节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提升。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
会（原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在助力
乡村女性发展方面的实践，也从
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社会组织在
助力乡村发展事业中的优势。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乡村女
性全面发展，使之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友成基金会“香橙
妈妈”项目自 2015 年开展乡村女
性就创业赋能活动。 该项目通过
“线上线下创业技能培训+女性
创业孵化指导+创业运营资源对
接”模式，带领乡村妈妈完成一
年的创业学习， 从电商技能、产
品打造及营销推广等多个领域
为乡村女性赋能。

友成基金会乡村产业及人
才发展中心主任郑瑶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香橙妈妈”项目覆盖
了包括甘肃、贵州、四川等在内
的 17 个省份的 117 个县市，项目
直接受益人达 17705 人， 间接受
益人达 90000 人， 其中 65%的学
员通过电商领域的就业创业改
善了经济收入， 人均收入增加
800 元以上。

提升乡村
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于广大社会组织而言，在整合外
界力量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帮扶
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动其主观能
动性、激发受助地内生发展动力
和创新能力，对当地的长远发展

来说更为重要和紧迫。 这也对各
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和开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活水计划”项目负责人表
示， 项目执行首年覆盖了 80 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占全
部项目数量的 50%。 在申报过程
中，10 个省、区、市累计推荐 129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参与申
报。“项目规模大，工作内容多，
要求复杂， 涉及的相关方也多。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帮
扶项目，这本身就是挑战。 ”

该负责人谈道，“一些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县基础薄弱，需要
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项
目县厘清工作思路，进一步重视
推进基层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工作。 同时，这些地区基层社
会组织发展水平较弱，赋能他们
成长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需
要对县域社会组织的成长抱有
信心。 这就需要我们在资源提供
和能力培育上持续支持，推动机
构不等不靠不要， 积极主动作
为，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

郑瑶表示，在筛选地域和帮
扶对象方面，基金会前期会开展
一系列实地调研，了解当地的产
业情况和女性创业情况。 由于项
目的开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配
合，因此基金会也特别在意当地
政府的项目意愿和支持力度，如
能否提供免费场地或解决部分
学员的食宿问题。

“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确实
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郑瑶
告诉记者，“第一个困难就是很
多乡村女性的学习能力很弱，一
方面表现在她们的基础文化水
平不高，另一方面就是她们的理
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吸收能力都
比较弱。 第二个困难和阻力来自
她们的家庭， 由于观念原因，一
些乡村女性的家庭并不支持她
们学直播或者拍视频。 ”

面对这些困难， 基金会和项
目组也花了很多心思。 如， 通过

“创业导师+班导师+班主任”模
式， 结合乡村女性实际情况开发
课程并形成模板； 在项目中加入
女性心理课程、亲子课程等内容，
让她们掌握一些与家人的沟通技
能。同时，项目也争取与各地妇联
合作，获取妇联的协助和支持。

在“活水计划”启动仪式上，
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天云
谈道，要以培育“造血功能”为主
要帮扶方式，进一步优化项目顶
层设计，帮助重点县在突破地域
局限、创新发展模式、培育专业
组织、引进帮扶力量等方面精准
帮扶； 确保帮扶资源引得进、留
得住、发展好，让“活水”在当地
充分涌动，让“赋能”变为自我发
展的“本能”。

这段话， 不仅可以看作是
对项目的期望和要求， 也为以
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今后
深入参与乡村振兴事业明确了
目标和方向。 （李庆 、张明敏 、高
文兴参与采访报道 ）

”

编者按：
乡村振兴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参与。 近年来，
以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协同发力，在促进农
村产业结构升级、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及乡村人才培养等方
面积极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日前， 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展了社会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征集工作，遴选出首批 36 个
具有创新性、 代表性和推广性的典型案例， 涵盖了东西部协
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助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

为更好地分享入选案例的经验做法，《公益时报》 记者近期
采访了其中部分企业和社会组织， 深入了解其开展乡村振兴工
作的聚焦点、落脚点，在开展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
以及下一步工作规划。 本期分享的是社会组织帮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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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社会组织篇
搭平台、聚资源，着力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 本报记者 皮磊

吉林舒兰，善品公社共建农户喜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