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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肯定扶貧促進會工作
讚有識之士勇於擔當 架起兩地愛心橋
堅持「輸血」
「造血」並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9 月 13 日晚，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會見了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召集
人兼監事長譚錦球、會長蔡加讚、主席蘇長榮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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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由習近平
總書記親自部署督辦的一場終結中華民族千百
年絕對貧窮的偉大戰役，是中央確定的 2018
年三大攻堅戰之一，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球華人的共同使命和心願。港區部分全國政協
委員林武 、王惠貞、譚錦球、蔡加讚、黃少
康等在今年 3 月「兩會」期間，以《發揮香港
各界人士在國家脫貧攻堅戰中作用》為題作聯
名提案，被列為全國政協重點提案。其後，短
短 3 個月的時間，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得以成
立，從4月到現在已取得了階段性扶貧成果。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召集人
兼監事長譚錦球表示，該會已制訂參與內地精
準扶貧、協助南江縣2018年實現整縣脫貧「摘
帽」目標，目前已在香港各界籌集資金近
8,000 萬港元、向首個扶貧點革命老區四川巴
中南江縣第一期撥付 3,000 多萬港元，主要用
黃羊產業、教育與技術、醫療與衛生扶貧等。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得到國務院扶貧辦、國
務院港澳辦、香港特區政府、中聯辦的高度重
視和支持，國務院扶貧辦、國務院港澳辦高度
讚揚委員提案的重要意義，高度肯定香港各界
扶貧促進會在提案辦理期間已經做出的成果，
表示大力支持香港各界參與國家扶貧攻堅戰，
期望該會成為實踐服務國家大局的典範。

兩次當地考察 冀助整縣脫貧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籌備骨幹成員，在中聯
辦的推動下，以扶貧攻堅速度，4 月先後兩次
去南江考察。其中，4 月 24 日至 28 日，該會主
要籌備領導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全國政協委
員蔡加讚，全國政協委員蘇長榮，及全國政協
委員、原中聯辦副主任林武，中聯辦秘書長文
宏武等20多位籌備代表，和四川巴中南江確定
扶貧方向和重點項目。
5 月，蔡加讚和蘇長榮代表該會參加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率領的代表團。在特首林鄭月娥、
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
明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見證下，蔡加讚代表
和南江簽署《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籌）參與
四川巴中南江縣精準扶貧合作備忘錄》，正式
宣佈擬籌集首期扶貧資金 1 億元人民幣，協助
支持南江縣在 2018 年完成總共 45 個村、1.95
萬人的艱巨脫貧任務，實現整縣脫貧「摘帽」

中聯辦願大力協助支持配合
王志民強調，從現在起到 2020
年，是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
決勝期，其中最艱巨的任務是脫
貧攻堅，這需要包括港澳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同心，共
同努力。對香港各界到內地參與
扶貧的善舉，中聯辦願意給予大
力協助，並積極做好支持配合工
作，真真切切做到習近平主席在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讓香港、澳
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
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
的偉大榮光。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由部分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省級政
協委員及香港工商專業界人士發起
籌備，今年 6 月正式成立，旨在發
揮香港優勢，凝聚社會善心，宣揚
關愛文化，動員香港各界參與內地
扶貧攻堅戰，承擔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歷史責任。目前，香港各界扶貧
促進會已撥付專項扶貧款 3,000 餘
萬港幣，支持南江縣白內障和青光
眼復明、「童伴計劃」、資助困難
學生、黃羊產業發展、聘用專業人
才、鄉村醫生培訓等 6 個項目的落
實落地，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和四
川省領導、南江縣當地群眾的高度
評價。
中聯辦秘書長文宏武及有關部門
負責人參加會見。

扶貧促進會 3000萬助川拓黃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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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標。
6 月 23 日，該會在港舉行簡單隆重的成立暨
就職酒會、扶貧項目新聞發佈會，由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各省政協委員及工商界
組成的架構成員達42位，知名合作機構20家，
香港各界代表300多人出席。譚錦球、蔡加讚、
蘇長榮分別榮膺為召集人、會長和主席。

245例復明手術 500貧童受助
截至 8 月底，該會撥款目前取得相當理想的
成果，當中包括：為關愛留守兒童「童伴計
劃」項目完成 25 個新建村「童伴之家」陣地
建設；為當地貧窮老人免費實施白內障、青
光眼復明手術 245 例；資助困難家庭學生項
目，7 月開始分 10 個月發放到 500 名家庭困難
學生卡上；開展 2018 年首期培訓的 90 名鄉村
醫生項目；聘用 20 名專業人才開展智力扶
貧；及已在南江黃羊科研扶貧項目開展課
題。
譚錦球還表示，習近平主席提出倡議「扶貧
協作」、強調「精準扶貧」，產業扶貧是國家
扶貧攻堅戰特別重視的內容，是造血式扶貧的
有效措施，因此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在上月底
已與南江簽訂《南江黃羊產業扶貧基金合作協
議書》，與南江政府共同設立 4,000 萬元人民
幣，扶貧促進會將捐助 3,000 萬元，首期已撥
付 2,000 萬元，目的是要協助南江打造特色產
業 扶 貧 ， 幫 助 科 研、 支 持 基 地 建 設、 帶 動
1,500 戶貧困戶脫貧致富、帶動周邊產業，提
高南江黃羊品牌影響。

留資金擬建光電項目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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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網站圖片

王志民充分肯定了香港各界扶
貧促進會自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籌
備成立以來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他說，雖然中央沒有安
排香港參與定點扶貧的任務，但
香港各界有識之士勇於擔當，主
動提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香港有責任、也有能力參與其
中，大家的愛國情懷和責任擔當
令人敬佩。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
更是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務實有
為的作風，多次赴對口幫扶地區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縣考察調研，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
上，積極配合當地政府有針對性
地提出了「聚集一點、兼顧一
面」的總體思路，堅持「輸血」
和「造血」並舉，通過支持發展
優勢產業，激活其內生發展動
力，幫助南江縣脫貧致富，在香
港同胞與老區人民之間架起了一
座愛心橋樑。
王志民指出，國家改革開放 40
年來，已經成功讓 7 億多人擺脫貧
困，成為全球首個實現聯合國千年
發展目標的國家，創造了「中國奇
跡」。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脫貧
致富不僅僅是貧困地區的事，也是
全社會的事，要努力構建大扶貧格
局，動員和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共
同向貧困宣戰。希望香港各界扶貧
促進會充分認識這項工作的重要意
義，努力探索「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扶貧新模式，緊扣精準扶貧的
要求，確保扶真貧、真扶貧，推進

南江縣如期實現脫貧任務，為內地
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國家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貢獻香港力量。

該會會長蔡加讚則表示，扶貧促進會下一步
將重點落實產業扶貧，監督已開展的項目進

展，跟進後兩年攻堅戰項目，並且加強宣傳推
廣，推動香港社會參與扶貧攻堅。
蔡加讚續說，扶貧促進會未來還將預留資金
考慮捐助得到批准的光伏發電扶貧項目，考慮
在南江捐建養老院、學校、圖書館等項目。
他強調，協助四川南江扶貧攻堅是三年計劃，
該會撥款依照年度進行，下一步將監督項目進
展，效果好的將繼續，不好的則需檢討。
蔡加讚並說，該會將仔細研究將「童伴計
劃」、黃羊產業、白內障青光眼、貧困學生生活
補助等項目，量化為個人可參與的項目，發動香
港社會廣泛參與，讓普通市民也可參與其中，使
大家更了解國家發展大局和行動。

助本港弱勢 增青年往內地交流
該會主席蘇長榮補充指，作為香港本地成立
的非牟利機構，該會在參與國家扶貧攻堅戰同
時，也積極關注本地扶貧，援助本港基層弱勢
群體，如幫助本地孤寡老人和弱勢群體，資助
青年到內地大學學習交流，承辦義工聯盟基層
孩童自助餐項目等。
譚錦球重申，該會所籌得的捐款將全數用於
扶貧，所有撥款項目都和南江每個單項以協議
形式監督落實，項目完成需要驗收等程序，使
得港人可放心捐獻。
譚錦球與蔡加讚、蘇長榮最後表示，國家在
各個層面均對他們近半年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
定，並對未來的進度抱有很大期望。因此，他
們絕不會有半點鬆懈，期望港人可大力支持他
們的工作，使得首個扶貧點工作順利完成，日
後並將繼續選擇如貴州、陝西等省的革命老區
貧困縣為扶貧點，共同為國家早日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盡中華民族一員的歷史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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