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提高母亲创业循环
金项目思想引领和爱心传递功能， 切实为困境妇女

办实事、解难事，日前，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 2022 年 @ 她创业计划———母亲创业循环金项
目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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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她创业计划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启动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
布了 2022 年全国消费帮扶助
力乡村振兴优秀典型案例推介
名单，抖音乡村计划的“‘品效
合一’，激发乡村经济数字新活
力”案例入选。

据了解， 自 2021 年 6 月
起， 抖音乡村计划围绕“人”
“货”“景”三方面目标，打造了
“乡村守护人”“乡村英才计划”
“山货上头条”“山里 DOU 是好
风光”等公益项目，助力山货销
售、文旅推广及乡村人才发展。

本次入选案例涉及“山货
上头条”“山里 DOU 是好风
光”。 两个项目通过数字化手
段，分别对乡村电商、文旅产业
进行帮扶和带动， 激发乡村数
字经济的新活力。

“山货上头条”是抖音乡村
计划中帮助乡村特色农产品在
抖音渠道的电商专项， 旨在品
效合一地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电
商销售和农业品牌推广， 结合
乡村基础和特点， 与本地相关
主体协力， 巩固电商基础能力
建设，开展中小商家扶持，优化

内容营销路径， 提升区域重点
农产品品牌价值， 助力特色农
品实现“优质优价”。

项目自实施以来， 已经通
过不断实践和摸索， 为特色农
货开拓市场提供了一种可行路
径。 2021 年，在“山货上头条”的
推动下，共有 179.3 万款农特产
通过抖音电商销往全国。

2022 年 5 月 6 日，“山货上
头条”走进贵州，推动长顺绿壳
鸡蛋、都匀毛尖等“黔货出山”，
“焕”新区域农产品品牌。 7 天线
上活动期内， 抖音电商共推动
36.3 万单黔货出山， 绿壳鸡蛋
销量大幅增加， 环比增长高达
196.7%。 此外，烟熏排骨、手撕
豆干、 黔稻长粒米销量增长颇
高 ， 环比 增 幅 分别 达 到 了
115.1%、90.9%和 82.6%。

“山里 DOU 是好风光”是
抖音乡村计划中帮助乡村文旅
推广与产业发展的公益项目，
旨在帮助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和
创作者掌握抖音运营技能，基
于抖音生活服务的产品功能与
业务能力打通线上经营路径，

探索实现乡村文旅资源价值的
新业态，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2022 年，“山里 DOU 是好
风光”项目陆续在广西、江西、
贵州、四川、河南、山西、云南等
地落地，全年累计落地 10 个省
份，覆盖 400 多个县域，帮扶商
家超过 2000 个，销售乡村文旅
产品约 4 亿元。

其中，“广西 DOU 是好风
光”项目落地期间，累计助力广
西 12 个地市、41 个区县的文旅
企业， 帮扶乡村文旅商家 160
余个，累计成交额约 750 万元。

除此之外，过去一年，抖音
乡村计划在乡村人才培训方面
也取得了丰富成果。其中，“乡村
守护人”项目累计已吸引 1.5 万
余创作者报名参与， 覆盖超过
9000 个乡村， 带动乡村优质内
容传播超 2000 亿次；“乡村英才
计划” 覆盖全国 8 个省市自治
区，累计培训 20 余万人。 未来，
抖音乡村计划将继续通过创作
者激励、数字化人才培训、电商
助农、文旅推广等方式，全方位
助力乡村发展。 （李庆）

为让乡村的孩子们拥有丰
富的课外书籍、 舒适的阅览环
境，2022 年， 夸克 APP 联合阿
里公益升级“益起读” 公益项
目， 全年参与朗读捐赠的网友
达到近 300 万人次，拉动 20 余
家各界机构参与公益。目前，项
目累计在全国落地 300 多个图
书角，覆盖乡村儿童超 2 万名。

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
《乡村儿童阅读报告》显示，在
中国 70%的乡村儿童只拥有
11.1%的儿童读物， 高达 74%
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
课外读物不足 10 本， 更有超
过 36%的乡村孩子年均阅读
量不足 3 本。

2020 年，夸克公益与阿里
巴巴“人人 3 小时”公益平台联
合发起以声音捐赠为特色的
“益起读”公益产品。 网友可以
通过朗读书籍段落实现公益捐
赠，建立一套让社会关注公益、
参与公益的循环模型。 网友朗
读的声音可以在筛选后作为盲
校学生及视障人士的有声读
物， 同时可以“捐献自己的声
音”， 为乡村儿童建立图书角，
实现“一次参与，两次爱心”的
创新公益模式。

过去的一年，“益起读”联
合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公益与商
业机构， 将公益产品升级为公
益合作平台， 拉动更多社会资
源与爱心善行， 为乡村的孩子
们开拓了眼界，增长知识，萌发
对读书的兴趣， 丰富了孩子们
的课余生活， 为他们打开更广
阔的世界。

据介绍，2022 年 4 月，“益
起读” 联合北京春晖博爱公益
基金会，将爱心网友超过 10 万
段声音转化为爱，为 12 个村子

送去图书角所需的桌椅、 地垫
及 1000 余套适合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图书、 桌游、 手工材料
等，为 4000 余名困境儿童和乡
村儿童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
阅读环境。

此外，2022 年“益起读”以
明星代言、朗读竞赛等形式，先
后联合北京春晖博爱公益基金
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六和
公益、担当者行动、南都 N 视
频、联劝公益等机构，发起世界
读书日、 世界儿童日主题等活
动。目前，与“益起读”建立合作
关系的各界机构已达 20 余家。

“益起读很简单，闲着没事
的时候，录一段话就行。 ”在高
校工作的王妍在“益起读”平台
给自己设定了目标， 想要花几
个月时间，建起自己的图书角。
晚上回到家里， 王妍一读就是
几个小时。两个多月时间，王妍
成功捐献了自己的图书角。

上线至今两年时间，“益起
读” 已有超过 200 万名用户参
与其中， 在全国落地了 300 多
家图书角，湖北恩施、随州，四
川凉山，江西赣州，甘肃陇南等
地 30 余所乡村小学因此受益，
覆盖乡村儿童超过 2 万名。
2022 年一年，有近 300 万人次
参与“益起读”，捐出了近 200
万分钟的温暖声音。

“越多人参与，越方便参
与越好，这就是我们的公益初
心。 ”夸克公益负责人王军影
表示，智能信息技术应该持续
发挥普惠的社会价值，“益起
读”用数字化把知识和兴趣带
给乡村儿童，更希望成为公众
低门槛参与公益的平台，用朗
读为孩子们打开地理和心理
上的阻隔。 （皮磊）

抖音乡村计划获评
2022全国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优秀典型案例

从公益产品到公益平台
夸克“益起读”累计建成 300
多个乡村儿童图书角

公益资讯 INFO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董葵、黑龙江省妇联副主席
王霞、 吉林省妇联副主席刘丹、
甘肃省妇联二级巡视员崔海华、
平安普惠品牌管理部总经理程
瑞、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孙炜
琳、项目所在市县妇联主要负责

人和受益妇女代表等 70 余人参
加活动。

董葵表示， 各地妇联组织
和妇儿基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 发挥公益慈善项目的思
想引领和爱心传递功能， 扎实
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工作， 团结

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 壮大促
进妇女发展的公益慈善力量，
引导受益人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助力更多妇女追梦圆梦，
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
风尚的倡导者、 敢于追梦的奋
斗者。

平安普惠品牌管理部总经
理程瑞表示，平安普惠惠农金将
为此次“她创业计划———母亲创
业循环金项目” 提供 800 万元，
支持 3 省 9 个项目，实现累计提
供 3560 万元惠农循环金。

黑龙江、吉林、甘肃三省妇
联有关负责同志在发言中介绍
了各省执行母亲创业循环金项

目的经验和成效。项目所在地市
县妇联主要负责同志分享了执
行项目的具体做法。受益妇女代
表分享了在母亲创业循环金的
支持下实现自主创业、追求幸福
生活的故事，为参加活动的困境
女性就业创业带来了信心，树立
了榜样。

据介绍，1996 年，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开始实施母亲创业
循环金项目，以“小额借款，入
户扶贫，循环使用”的方式，帮
助困境女性实现就业和再就
业。 2015 年，项目升级为 @ 她
创业计划。 经过二十多年的深
耕细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 截

至 2022 年年底，项目已累计实
施资金 4.086 亿元， 为 46.3 万
多名女性创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和培训赋能，在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促进受益地区妇女
及家庭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2 年第二期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实施资金
总额度 1260 万元，扶持黑龙江、
吉林、甘肃三省 14 个中标项目，
资助金额 1260 万元， 预计将直
接帮扶 560 余名困境女性和女
性创业带头人发展生产，为推动
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贡献
力量。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