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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在助力乡村振兴
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乡村特
派员制度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模
式，该模式依托三个主体（政府、
阿里巴巴及其他社会力量），运
用三类要素（产业、人才、科技），
以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来推
动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 ”

2 月 22 日，清华大学“乡村
振兴与县域发展”专题研讨会在
京举办，来自国家乡村振兴局社
会帮扶司、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
学者以及阿里巴巴公益代表出
席本次研讨会。

会议围绕政府、企业和社会
如何共同助力乡村振兴与县域
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并发布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
理 研 究 中 心 全 新 的 研 究 报
告———《企业如何助力乡村振
兴？ 阿里巴巴以乡村特派员制度
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模式研究》，
总结并解读了阿里以乡村特派
员制度为中心的互联网企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做法及模式。

报告认为，阿里乡村振兴模
式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
一定的借鉴意义，启示其他企业
要协助地方不断加强顶层设计，
通过资源下沉等方式来构建造
血式乡村振兴模式； 要通过科
技、产业和人才等关键要素来激
活县域各类资源；要动员各方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不断深化产学
研，提升地方科学决策能力和协
调发展能力。

据了解， 在阿里乡村特派
员制度下， 阿里巴巴选派资深
优秀员工深入欠发达县域，从
欠发达县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
难点出发， 把阿里的数字化能

力与乡村的特色结合起来，
制定“定制化”发展方案和
链接各类资源，推动形成乡
村 振 兴 的 三 类 典 型 路
径———引平台资源、强农业
产业、育电商人才；赋数字
科技、育文旅人才、促三产
融合；承产业转移 、赋数字
思维、促人才就业。

以河北省青龙县为例，板
栗是当地农户的主要产业，产

量大但知名度低， 导致农民缺乏
主动议价权。 乡村特派员刘琳到
来后，推动板栗产业走向升级：联
合盒马开发冰板栗、糖炒板栗、老
冰棒等高附加值产品， 从初级农
产品向农商品、 农精品迈进；其
次， 通过阿里设计师为当地设计
县域特色的产品包装， 提升品牌
溢价； 在当地政府和菜鸟的协助
下， 构建全县超 200 个村级物流
网点；在销售端，协调淘宝直播、
盒马鲜生等渠道， 拓宽线上线下
营销渠道。经过一年的培育，青龙
的农产品品牌力显著提升， 板栗
的收购价较之前一年高出了 1
倍。此外，阿里巴巴还孵化了当地

致富带头人， 带动全县百姓做直
播，累计孵化 339 名电商从业者，
销售额超 500万元。

几年来，阿里公益通过该模
式向全国 13 个省 25 个欠发达
县区累计派驻 27 名乡村特派
员，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不仅推动了县域产业发展，还培
育了地方人才，也提升了县域数
字化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

现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和阿里巴
巴公益共同发起为期两年的“乡
村振兴模式研究与发展”专题研
究行动，携手探讨在新时代征程
下，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模式与经验总结，探索
互联网平台与县域发展结合的
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
副司长刘胜安表示， 阿里乡村特
派员制度对于企业和社会力量参
与乡村振兴具有很好的示范带动
效应， 同时他希望以阿里巴巴为
代表的各方社会力量能发挥自身
优势特长， 继续投身乡村振兴伟
大实践， 探索总结出各具特色的
乡村振兴新模式， 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
献智慧和力量。 （皮磊）

探索推动乡村振兴

清华大学发布阿里巴巴乡村振兴模式研究报告

近日， 由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水滴公益、北京市晓更
助残基金会和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联合主办的“心智障碍者家
庭支持资源手册发布会” 在京
举行。 会上，主办方向社会公众
发布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资源
手册（系列），旨在为心智障碍
者家庭照料者提供详实的信息
与养育建议。

现场，水滴公司合伙人、副
总裁郭南洋， 壹基金秘书长李
弘，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校友事
务与合作发展负责人曹頔出席
并致辞。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王钢，北
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贾美
香， 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
心谷长芬，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
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梁志图以及
衡水乐启家园发起人、 核心志
愿者张美做主题分享。 各方就

“如何为心智障碍等残障家庭
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话题进
行分享、互动，探讨与展望如何
促进残障家庭服务向本地化、
社区化发展。

郭南洋表示， 今年是水滴
和壹基金开展心智障碍者家庭
支持计划的第四年。 截至 2022
年 12 月，“心智障碍者家庭支
持计划” 在水滴公益平台累计
筹集超 1000 万元，用于各地心
智障碍家庭资源中心的实质性
支持。 此外，水滴公益也在不遗

余力地参与心智障碍者支持相
关的公益倡导， 有效提升心智
障碍者家庭支持这个议题的社
会影响力。“期待未来在第二个
战略合作周期中， 水滴公司能
更好发挥自身业务优势， 联合
合作伙伴优势互补， 共同围绕
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的议题深
耕模式，不断提炼实践经验，为
相关政策建议的制定提供实践
依据。 ”

李弘表示， 自 2019 年壹基
金与水滴公益联合发起“心智障
碍者家庭支持计划”公益项目至
今， 项目覆盖超 40 个市县，为
5.8万个心智障碍者家庭提供了
服务， 惠及 6.6 万名家庭照料
者。今年的 4月 2日世界孤独症
日，壹基金将连续第十二年携手
社会各界开展“蓝色行动”公众
倡导活动，共同助力孤独症群体
获得一个就学、 就业、 就医、出
行、社区生活无障碍，更加理解
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让心智障碍者家庭享温
暖，有陪伴，用专业服务营造心
智障碍友好社区。 ”晓更助残基
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梁志图结合
手册开发的背景与框架———对
中国心智障碍者家庭全生命周
期需求的调研和识别结果，向
参会人士简要介绍了“心智障
碍者家庭支持计划” 项目的价
值和成效。

梁志图介绍，面对“如何将

一二线城市的心智障碍家庭服
务经验和资源下沉到社区、县
域及农村”这一棘手问题，晓更
基金会在由水滴公益和壹基金
发起的“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
计划”项目执行中，设计出城市
“家庭资源中心”和欠发达地区
“家庭联络站” 两种工作模式，
已在全国建立四个区域枢纽和
21 个城市资源中心，29 个欠发
达地区的家庭联络站， 将一二
线城市中已经成熟的服务和资
源递送出去。

同时， 项目鼓励各试点组
织针对不同生涯阶段的心智障
碍家庭需求进行多元化服务模
式探索， 持续提升在地组织专
业服务、紧急响应、政策和社会
倡导等能力。 下一步，通过手册
的研发、迭代与持续推广，项目
将继续探索与在地康复、教育、
医疗和社区系统深度合作的方
式，以实现家庭服务的常态化、
专业化和可持续。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校友事
务与合作发展负责人曹頔表示，
《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资源手
册》补充了目前政策上对特需家
庭支持的空缺，依托各位专家的
力量，为广大家长从庞杂的信息
中提炼出涵盖教育、 医疗康复、
法律服务等全面的一站式指引，
是一种非常创新的尝试，为心智
障碍议题的倡导提供了全新的
工具和视角。 （李庆）

多方共议家庭支持服务下沉
“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资源手册发布会”在京举行

� � 2月 23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主办、 阿里巴巴
公益支持的“商业向善：百万商家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慈善之路研讨
会”在京举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发布《商业向善：百万
商家参与中国式现代化慈善报
告》，该报告梳理了“公益宝贝”项
目创立 17 年来的模式特点、迭代
演变以及呈现出来的多重社会价
值， 并基于抽样调查结果对平台
商家公益行为进行分析。

报告指出，“公益宝贝” 经过
8 次升级 4 次进化，打通“电商+
公益” 价值链， 重构公益生态。
“公益宝贝“的“交易捐”模式将
第三次分配融入第一次分配，拓
展了三次分配的对象、缩短了三
次分配的链路， 提高了分配效
率。 数百万商家通过设置“公益
宝贝”成为“第三次分配”的实际
参与主体，他们在每单交易中捐
赠几分或几毛钱用于慈善项目。
通过单一商家每年平均捐赠 100
多元钱的积累，800 多万商家在
17 年的时间里为慈善事业贡献
了数十亿元捐款。

报告数据显示，17年来，通过
“公益宝贝”，800万商家联动 7 亿
消费者捐赠数十亿善款，国内外约
5000万人次受益。参与“公益宝贝”
的电商，从 2012年的 24万家增长
至近五年平均 233万家，增长近 10
倍；达成的“交易捐”从 2012 年的
1.52亿笔上升至近五年平均 83亿
笔，增长 54倍。 近三年来，“公益宝
贝” 交易捐的订单数量有所下降，
但单笔交易平均捐赠额稳中有增，
从 2019年的 4.5分增长到 2022年
的 5.3分。

总的来看，“公益宝贝” 生长
于电商平台蓬勃发展、公益慈善
兴起的善经济时代，是中华商业
文明中的“向善基因”与阿里巴
巴“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科

技的力量”完美结合的产物，基于
阿里公益一直倡导的 3 小时文
化， 从而能够联动 800 万商家广
泛参与公益。

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冯
凌从平台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价值和责任角度进行了点评。
她结合当下人口发展现状与趋
势， 提出未来的互联网公益，特
别是以“公益宝贝”为代表的互
联网公益典型项目，要更具前瞻
性和多样性，在选择空间和开发
升级上对老龄和儿童群体有更
为聚焦和细化的关注。

作为公益宝贝深度合作的公
益机构代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秘书长陈红涛从“童伴计划关
爱留守儿童”“顶梁柱公益保险”
及“国际爱心包裹”等公益项目
切入，分享“公益宝贝”的价值，以
及“公益宝贝”平台汇聚百万商家
点滴之爱而产生的国内外影响。
电商公益代表、十月结晶新消费
事业群总监王水钟分享了企业
的爱心如何通过“公益宝贝”链
接行业服务和消费者爱的需求，
以及受到“公益宝贝”影响将公
益理念引入其生产流程、运营管
理、供应链提升，重构商家和消费
者关系，并以公益作为隐形的纽
带，构建企业的社会价值，全面
带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每笔四分多钱、累计 500 亿
笔的捐赠汇聚了巨大的善的力
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在会议总结
时表示，会议发布的报告让大家
重新认识到“公益宝贝”及其多重
价值。“这是一个商业文明的升
级， 是公益事业中最光彩的项
目。”他希望在“商业向善”的实践
中，加强各界联合与社会凝聚，不
断提升项目，放大行善效果，更加
有力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慈善
的发展。 （皮磊）

《商业向善：百万商家参与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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