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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建+扶贫”
用“红心”凝聚爱心正能量

在碧桂园近三十载砥砺前行的道路上，公益扶贫始
终是集团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国
强多次表示，是时代成就了碧桂园，企业要用行动来回馈
社会。多年来，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碧桂园集团的扶
贫事业也不断深入开展。从最初的单个项目帮扶，逐步
拓展至试点驻村扶贫、大规模驻村扶贫，2018年起，碧桂
园集团把扶贫上升到主业高度，集团的扶贫事业也由此
迈入向全国范围内的9省14县同步推进全新阶段。

在推进扶贫事业的过程中，碧桂园集团始终不渝贯
彻“做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有益补充”的定位，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指导下，以党建工作领航，充分建强集团内部
党组织“红色堡垒”，发挥集团各区域基层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深入一线、下沉服务，立足贫困地区实际，
坚持精准策略，因地制宜推进扶贫项目，通过将支部建
在扶贫项目上，以切实行动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党建+
公益”“党建+扶贫”工作品牌。

近年来，以面向 9 省 14 县深入开展扶贫工作为基
础，碧桂园集团着力推进包括举办“村支书研学班”、选
聘“老村长”打造集团扶贫“公益岗”、推动村企共建、开展
深度贫困户对口帮扶、开办“碧乡·乡村振兴学习实践中
心”等在内的各项扶贫品牌工程。截至2020年11月，集
团依托党建共建机制开办的“村支书研学班”已累计组织
约 3.5 万人次调研学习，间接覆盖贫困人口 30 多万人
次。通过14县选聘140名德高望重的“老村长”，并组建
碧桂园集团扶贫“公益岗”，打造出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
队”，实现“党建+扶贫”工作常态长效。通过推进村企共
建，增强脱贫动力，在贫困村形成了脱贫攻坚的良好氛
围。通过开展深度贫困户对口帮扶活动。在每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精准识别筛选出最贫困的百户家庭，整
合集团资源力量展开集中攻坚，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
的“最后一公里”。此外，通过把“碧乡·乡村振兴学习实
践中心”作为集团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创新
实践基地进行重点打造，已在甘肃东乡县、英德市连樟
村、鱼咀村、河头村、韶关市黄塘村、顺德区东海村等 5
地建成“碧乡·乡村振兴学习实践中心”试点。

紧随集团以党建为引领推进扶贫主业的脚步，2018
年至今，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也紧密开展了各项“党建+”
公益扶贫行动，以江苏区域公司所在的句容为原点，创建
了一系列扶贫工作品牌。2018年，碧桂园江苏区域联合
相关单位共同开展“乡村振兴走进蟹塘村”活动，走进句
容市白兔镇解塘村，通过向当地农村党员捐赠学习刊物、
组织碧桂园凤凰城社区业主文艺社团现场交流、现场直
播带货当地特色农产品等，把慈善公益和党建共建、乡村
振兴有机融合，还为外来务工子女较多的郭庄小学定向
捐建了“碧读希望图书室”，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2019 年，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党委联合句容市慈善总
会，对茅山镇夏林村开展定向帮扶。组织碧桂园服务集
团江苏区域党支部、镇江公司党支部、营销党支部、句容
凤凰城社区党支部，在句容凤凰城社区邻里中心开展党
员志愿服务日活动，除为广大业主义务开展保洁清扫、健
康体检、亲子社教等爱心志愿服务外，以党员带头组建
的社区交通文明劝导员队伍也正式上岗。

“感谢碧桂园服务队的小伙子们，新木床很牢靠，我
睡觉也安稳多了。”句容市边城镇东昌村94岁的程奶奶
开心地说。从2019年底开始，碧桂园服务集团江苏区域
党支部联合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职能部门党支部、碧桂
园凤凰城社区党支部，与东昌村23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长期结对开展定向帮扶，94岁的程奶奶就是其中一户受
助人。志愿者们每逢节日都来看望她，先后为程奶奶居
住的房屋做了多次入户维修。打扫卫生、修补门窗、整改
线路、更换灯泡，保障老人的居住安全。在一次探访中，
细心的志愿者看到老奶奶的木床咯吱作响，立刻召集人
手购买材料，为老人搭起全新的木床。为进一步弘扬爱
老助老传统美德，2020年，碧桂园服务集团江苏区域党
支部又联合凤凰城社区党支部、句容市人社局就管中心
组建爱心志愿服务队，共同走进茅山镇敬老院，为老人
们带去慰问品、开展健康讲座、义诊，陪老人拉家常。

作为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最初入驻的“梦想出发
地”，一直以来，在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下，碧桂园江苏
区域积极参与支持句容当地的慈善公益事业。包括“关
爱留守儿童蒲公英计划”“乡村振兴百村行”“关爱自闭
症儿童快乐驿站”“圆你大学梦”等一大批公益慈善品牌
陆续打响，成为当地慈善公益的亮丽名片，在2018年举
行的句容市慈善总会四届二次理事会上，碧桂园集团江
苏区域被正式增补为副会长单位。“牢牢抓住基层党建
的‘主心骨’、牵住公益扶贫工作的‘牛鼻子’，唱响共建
扶贫的‘协奏曲’，是近两年江苏区域落实集团扶贫主
业，践行‘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价值观，
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一条重要经验。”碧桂园集团江苏区
域相关负责人总结称。

践行产业扶贫
用实力深耕创业“致富田”

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先行开拓者，多年来，碧桂
园集团江苏区域一直深耕宁镇扬都市圈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在用心筑造美好人居家园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关
注并致力于推进城镇经济转型发展、带动农村群众兴产
致富。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通过发挥企业实力，不断
深化产教融合、村企联合，探索以创业就业为主的扶贫

“造血”机制，为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引入源头“活水”，在产业扶贫的长效之路上留下
属于碧桂园的前行足迹。

2019 年 6 月，句容市召开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会
上，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被授予“句容市就业扶贫基地”
称号，用以表彰碧桂园江苏区域着力推动句容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杰出成果。2018 年，句容市人社局
出台该市“精准就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力争用 3 年的
时间，全面实施包括精准对接、技能定培、岗位定制、创
业扶贫等在内“七大行动”，帮扶当地低收入贫困人员就
业脱贫。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由
公司党委牵头，与碧桂园服务江苏区域党支部和句容市
劳动就业指导中心紧密联动，结合碧桂园服务的岗位需
求，特别拿出一批岗位定向招聘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时，
通过技能培训和就业上岗来帮助这些贫困户脱贫，彻底
解决贫困户的就业难题，圆满实现了“七大行动”的目标
要求，被树立为该市推进精准就业扶贫的先进典范。

与此同时，在促进贫困户就业的过程中，碧桂园集
团江苏区域立足企业自身实力与特色，以市场用工需求
为导向，联动各方资源，积极培育新型产业工人和职业
农民。针对有劳动能力缺乏技术的贫困人口开展集中
培训、远程培训或送教下乡。针对不愿外出或只能就近
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开展
新技术推广和生产技能培训，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增
收。对参与就业培训的贫困劳动力进行跟踪式服务，从
而吸引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成员参与就业扶贫项目，真正
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通过持续推进产业扶贫，变‘输血’为‘造血’，带领
贫困户走上就业致富的道路，不仅为脱贫攻坚按下了

‘加速键’，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源’，更为打
造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样板点燃了‘强引擎’，真正实
现了多方共赢。”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扶贫是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兴产致富的长效之策，也
是推进城镇经济转型提质发展的长远之路。近年来，碧
桂园集团在多个新兴产业领域不断创新拓展、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建树，并在技术研发与职业教育方面逐步积累
了丰厚的实力与经验。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通过发挥
集团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实力和经验，聚合优势资源，深
入实施产业扶贫。在解决就业这一最大的民生问题的
同时，带活地方经济，进一步推动创新产业集聚、加快产
城融合发展，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从而切实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到精准扶贫、长效扶贫。

襄助教育事业
用爱心照亮扶智成才路

为校园增添一抹亮色，为童年绘出一道“彩虹”。近
些年，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逐渐增多，如何更好地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群体，对留守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帮
扶，为他们营造幸福快乐的成长空间，也是碧桂园集团
江苏区域着力探索的公益助学新方向。

从 2019 年开始，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联合省妇女
儿童福利基金会，开展以“缤纷梦 益起来”为主题的“彩
虹校园焕新计划”，依托区域公司自身的经验优势，重点
面向宁镇扬都市圈内留守儿童较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的农村地区，帮助当地小学校园对破损的建筑墙面进行
翻新修补，同时对教学楼外墙、走廊等处进行粉刷涂绘，
扮靓七彩缤纷的美丽校园，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明亮舒适
的校园环境。

两年来，依托“彩虹校园焕新计划”的持续开展，碧
桂园集团江苏区域已先后对句容天王镇第一小学、镇江
市丹徒区上会中心小学等农村小学校舍进行了美化翻
新。2019年，江苏区域公司为天王镇第一小学整修翻新
了教学楼内外墙，还通过捐建爱心图书室，线下募集爱心

捐赠等形式，成功募集助学金5.28万元，一对一定向资助该
校的40名贫困家庭儿童。2020年，江苏区域公司为丹徒区
上会中心小学教学楼外墙进行了修葺翻新，并多次召集由员
工、业主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共同参
与“彩虹校园”焕新行动，动手为上会中心小学的操场墙面涂
上彩绘，让志愿者们通过亲身参与校园焕新，感受到公益助
学的快乐与爱心互动的温暖。

“用每一笔绚烂色彩，照亮孩子们的一片天空。碧桂园
江苏区域通过独具‘亮点’的爱心行动，在传递关怀和温暖的
同时，更深刻地诠释了公益助学的意义。”丹徒区上会中心小
学校长吴双全介绍说，该校现有15个班级，600多名学生，其
中留守儿童近200名，占到学生总数的3成。在留守儿童的
成长道路上，更需要关注与呵护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在开展
校园焕新计划之前，学校的大部分教学楼存在墙皮老旧剥落
等现象，通过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的精心修葺和美化，不仅
为孩子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校园环境，也给校园生活注入缤
纷童年的欢乐色彩。

助力“微心愿”，温暖留心间。在对校园进行美化焕新的同
时，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还开展了百名留守儿童“微心愿”认领
计划，联动江苏区域的党员、员工、业主和社会各方力量，收集
留守儿童们的“微心愿”，以“一对一”个人认领的方式，帮助孩
子们完成心愿，共同助力爱心公益。2020年9月5日，碧桂园
集团联合国强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梦想益行者·心愿100公益
行”活动正式启动。江苏区域多城联动，号召近500名员工及
业主线上线下“益”起开跑、为爱助力，在短短2天时间内筹集
到10余万元的善款，用于帮助贫困家庭学生实现梦想。11月
26日，“缤纷梦 益起来”彩虹校园焕新暨点亮儿童“微心愿”线
下捐赠仪式在丹徒区上会中心小学举办，通过将一个个“微心
愿”礼物亲自送到孩子们手中，温暖了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并
鼓励孩子们认真学习，为实现成才梦想而努力。

一缕书香、一片真情。书本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成才进
步的阶梯。2019 年，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先后委托集团赣
州区域、陕西区域，将总计6000余本、价值10万余元的图书
捐赠至江西兴国县、陕西宁陕县等地的10余所中小学，并帮
助学校建立图书馆、图书室，圆上当地孩子们的读书梦。这
其中，通过与集团江西区域兴国县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项目部
联动，开展教育扶贫爱心书籍捐赠活动，共捐赠书籍3600余
册，覆盖兴国县杰村乡白石小学、和平小学、梅窖镇黄沙小学
等共11所学校。通过与集团陕西区域联动，向陕西省宁陕筒
车湾小学捐赠了3000余册图书，并帮助学校建立图书馆。

除了爱心助学，社会教育同样是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积极
投身的一个重要领域。“感谢碧桂园江苏区域的及时捐赠，在脱
贫攻坚的决战时刻，为我们送来知识的源泉，注入了精神的动
力。”在2019年6月举办的一场“扶贫扶智 书香乡村”报刊赠阅
活动仪式上，响水县运河镇党政办主任田浪感激地说。

作为江苏省定重点脱贫帮扶县之一，截至 2019 年上半
年，响水县已有1.4万户、4.3万人实现脱贫目标，累计脱贫率
达84.5%，脱贫攻坚工作已走在全省前列，正处于决战冲刺阶
段。为此，碧桂园江苏区域联合江苏省委驻响水县帮扶工作
队及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江苏中心，共同发起报刊赠阅活
动，向响水县14个镇区党政办公室及152个村居党群服务中
心赠阅了超过 7700 份报刊。通过报刊赠阅，将党的声音传
递到基层，激发响水全县上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
心。这批捐赠报刊除进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外，还将全面投
入村镇图书室、农民阅览室、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基层
文化阵地的建设，让书香浸润响水县的农村大地，让农民群
众在知识的海洋里受到启迪、增强本领，从而提高技能水平，
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加快实现高质量脱贫发展目标。

“助学兴教、授人以渔，护航孩子们的求学梦想，用知识
照亮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的前行道路，是碧桂园集团江苏区
域一贯坚持的目标，为此，我们还将笃行不辍、久久为功。”碧
桂园集团江苏区域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碧桂园
江苏区域广泛开展农村公益扶智活动，将书香带进农村贫困
地区的校园，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同时，以书本
为纽带，播撒爱心扶智的阳光，不断为推动全民阅读、助力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进一步体现“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
阳光企业”的企业价值观，倡导“公益江苏”的特色慈善理念。

汇点滴涓流，铸公益大爱，谱发展新篇。为迎接“十四
五”的到来，碧桂园将继续以一颗赤诚之心深耕属地，在深
化现有公益活动的基础上，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大爱
心联动覆盖面，构建多元化精准帮扶机制，将善心、爱心、暖
心化作春风甘霖，做到细处、落到实处、沁入心田。

种下

﹃
爱心籽

﹄
，绽放

﹃
公益花

﹄
，收获

﹃
发展果

﹄

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

：精准扶贫

汇聚爱心暖流

用企业善举汇聚爱心暖流，以责任担
当践行品牌使命。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近两年来，碧桂园
集团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将扶贫工作提升
到集团主业高度，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
极投身扶贫公益事业。结对帮扶 9 省 14
县 33.7 万贫困人口，助力 14 个贫困县脱贫
摘帽，在全国范围帮扶项目涉及 16 省 57
县，脱贫超 49 万人⋯⋯一系列扶贫工作的
喜人成果，不仅为夺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提供有力保障，也生动诠释着“希望社会
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使
命。通过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努力，碧
桂园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可造血、可复
制、可持续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树立了
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样本。在此过程中，
碧桂园集团江苏区域也围绕集团主业、立
足自身实际、联动各方力量，通过践行“公
益江苏”特色理念，与江苏的公益扶贫事
业同向而行，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高质量
发展同频共振，在“党建+公益扶贫”以及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各个领域创新突
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品牌特色与区域特色
的精准扶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