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赢脱贫攻坚战，
仅靠政府是不够的。我
市高度重视社会扶贫
在大扶贫格局中的重
要作用，积极挖掘和整
合社会扶贫资源，借力
中国社会扶贫网平台，
广泛凝聚社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充
分释放社会扶贫潜力，
为脱贫攻坚战增添一
支有力的“援军”。

同
心

姻2018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 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陈盛昌

21 版

百企帮百村
我市积极倡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袁

开展野百企帮百村冶行动袁在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袁 向贫困地区输送
资金和技术袁吸纳就业袁捐赠助贫袁积
极引导社会公益组织和非政府部门以
扶贫项目为依托袁助推精准扶贫尧精准
脱贫遥

2016 年瑞金市启动 野百企帮百村冶
精准扶贫行动以来袁124 家企业与 49 个
贫困村精准对接遥 爱心企业充分发挥企
业在资金尧技术尧市场尧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袁通过一企帮一村尧一企帮多村尧多企
帮一村等方式袁 灵活开展连心帮扶共
建袁野百企帮百村冶行动成效明显尧亮点
纷呈遥累计实施项目 103 个袁引导帮助贫
困户就业 1492 人袁 完成各类捐赠 7739
万元遥

推进产业扶贫遥 我市发挥企业的龙
头带动作用袁 依托各村现有资源优势袁
因地制宜发展致富产业袁实现了产业扶
贫 100%全覆盖遥 天成农产品有限公司袁
在我市叶坪乡合龙村组建成立了脐橙
专业合作社袁通过产前尧产中尧产后野五
统一冶模式袁带动了合龙村及周边农户
发展脐橙产业袁 使参与合作社的 300 多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遥 同时袁我市还依托
野互联网+冶的方式袁先后建成了 186 个
村级淘实惠电商服务站袁打造了野廖奶
奶咸鸭蛋冶野天成脐橙冶等一批知名电商
品牌遥 依托农业龙头企业绿野轩袁整合
全市 49 个贫困村的产业帮扶资金 4900

万元袁通过购买油茶林所有权袁再返租
给企业经营的方式袁让贫困户通过资产
收益性扶贫袁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遥

推进就业扶贫遥 全市一百多家爱
心企业袁积极参与野春潮行动冶尧野雨露
计划冶袁 加大对贫困群众的实用技能
培训力度袁 尤其通过确保在贫困村创
办扶贫车间的办法袁 使贫困户实现
野就业一人尧脱贫一户冶遥 目前袁全市有
就业培训车间 28 家尧扶贫车间 60 家袁
创建省尧 赣州市级创业扶贫示范基地
10 家袁 吸纳 1492 名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遥

推进捐赠扶贫遥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袁我市引导市内各类企业积极主
动尧踊跃捐赠袁帮助贫困村完善基础设
施袁发展社会事业袁切实改善贫困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遥 截至目前袁已争取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捐赠 3500 万袁中国光
彩事业基金会捐款 1620 万元袁赣商爱心
基金会捐赠 1070 万元袁江西江苏总商会
捐款 40 万元袁 本市企业捐款 243 万元曰
动员了华融集团尧北京金一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尧浙江叁益集团公司尧上海佳友
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尧赣州大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尧小鸟电动车集团等国内一
批著名企业参与我市脱贫攻坚袁累计捐
资 1266 余万元袁帮助各乡镇卫生院采购
医疗设备尧扶教助学尧建设我市 206 个村
级卫生计生服务室尧危房改造及保障房
建设尧支持我市叶坪乡仰山村和壬田镇
扶贫基础项目建设袁为贫困乡村脱贫摘

帽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遥

一野网冶情深
自 2017 年 3 月份下旬中国社会扶

贫网试点工作启动以来袁我市组建了以
227 个村渊居冤委会第一书记为村级管理
员的管理队伍袁在全市迅速推进中国社
会扶贫网工作袁同时袁我市将野社会扶贫
网县级后台冶连接至我市野96333 精准扶
贫信息服务平台冶袁 实现快速登录查看
全市所有贫困户尧爱心人士注册信息情
况和贫困户发布需求信息袁 现有注册
53753 名爱心人士账号袁26270 名贫困户
账号曰 全市贫困户发布物品需求 45461
条袁其中成功对接 35182 条曰发布资金需
求 676 条共计 654 万元遥

今年 5 月 10 日袁市委书记许锐发出
在社会扶贫网为贫困户发起众筹活动
的倡议袁并在 5 月 14 日率先捐款遥 在他
的倡议下袁我市广大干部尧社会各界人
士第一时间纷纷响应袁为广大贫困户献
上一份份爱心遥

倡议发出后袁文明瑞金志愿者通过
微信群袁发动群友 37 人袁半天时间为拔
英乡赤沙村贫困户曾年娣募集医疗费
用善款 1600 多元袁随后又组织十多名志
愿者上门慰问袁送去米油尧面包等食品遥
市人大机关发动各级人大代表尧干部职
工尧爱心企业尧爱心群众积极参与野扶贫
众筹冶活动袁在倡议发出第二天袁通过社
会扶贫网为帮扶对象邹林坤捐款 13360
元袁超额完成 12000 元的目标遥泽覃乡希

平村赤沙田小组贫困户邓金林因患重病
发出 2 万元众筹诉求袁 很快得到爱心人
士的响应袁两三天就筹集善款 20081 元袁
在外读大学的女儿听到这一消息后袁写
下一封写给市委书记许锐的感谢信噎噎
爱心暖流源源不断袁 截至 5 月 28 日袁已
有 12760 人次在社会扶贫网上捐善款
771631 元袁扶贫众筹仍在持续进行中遥

单位定点帮扶
一年来袁省级 4 个定点包扶单位尧33

个赣州市定点扶贫单位袁助力我市脱贫
攻坚工作遥 各级定点帮扶单位直接投入
帮扶资金共 5398.03 万元 渊含物资折
款冤袁为贫困户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
定点扶贫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遥

据统计袁4 个省级单位在今年直接
投入 2308 万元渊含物资折款冤袁帮助引进
各类项目 4 个遥尤其是省投资集团公司袁
对帮扶工作极为重视袁今年累计投入帮
扶资金 1190 万元遥重点帮助该村建设的
450 亩脐橙园基地袁吸纳 81 户贫困农户
成立大胜果蔬专业合作社袁合作社按照
合同向大胜村支付 32.4 万元的产业分
红资金袁 发放给全村的 285 个贫困人口
人均 1000 元的产业分红资金曰33 个赣
州市定点单位定点扶持 11 个贫困村和
22 个特困村袁 直接投入帮扶资金达
3090.03 万元袁为 11 个贫困村和 22 个特
困村发展产业尧兴修水利尧帮助贫困学
生尧兴修水利尧举办各类培训班袁帮扶工
作做得有声有色遥

一双双手竖起爱的森林 阴本报记者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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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慈善总会向贫困群众捐赠爱心食品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爱心商家捐赠扶贫物资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野百企帮百村冶捐赠活动现场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