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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枣 庄 市 民 政 局
枣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枣民字〔2020〕21 号

关于印发《2020 年枣庄市

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民政局、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枣庄高新区国土

住建社会事业局，各市管社会组织：

现将《2020 年枣庄市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枣庄市民政局 枣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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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枣庄市社会组织助力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

府工作要求，更好地动员引导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在补

齐问题短板、提升帮扶质量、巩固脱贫成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社会组织要努力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

精准聚焦扶贫工作重点村、老病残特困人员的脱贫目标，汇聚扶

贫资源、凝聚慈善力量，通过实施“短平快”项目，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结对帮扶，在解决贫困户具体生产生活中实际

困难方面担当作为、发挥优势、取得实效，为确保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二、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项目指引

(一)产业扶贫项目。整合行业内的专业资源，通过采购、代

销、委托加工、农企直通车等形式，帮助贫困村对接外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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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批有针对性的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增收。

（二）就业扶贫项目。动员企业建立“扶贫车间”或扶贫岗

位，为因受疫情影响失业的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带动贫困人口

就近就业。通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增强贫困户

就业能力。

(三)健康扶贫项目。开展医疗义诊、免费体检等扶贫公益活

动，实施新生儿疾病筛查、妇女两癌筛查、优生优育、白内障治

疗等健康项目，帮助解决大病、地方病、慢性病等救治问题。

（四）医疗救助项目。实施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为出

行不便的老年慢性病人员提供药品代购服务，减轻贫困户医疗费

用负担。

（五）文化扶贫项目。开展送文化下乡、送电影下乡、送戏

曲下乡、送图书下乡等活动，通过演出、培训、展览等形式开展

文化服务活动。

（六）法律援助项目。为贫困户中的农民工、残疾人、老年

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咨询、

法律宣传等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

(七)扶贫助困项目。通过直接捐资、捐物，对无法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等脱贫的贫困家庭，建立完善点对点捐赠救助帮

扶机制，改善其基本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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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消费扶贫项目。社会组织会员单位和个人所需的鸡蛋、

蔬菜、水果、鸡鸭等农产品优先从贫困村扶贫种养殖点和贫困户

中购买，或通过购买消费扶贫产品目录（可参考附件 3）中的农

产品实施消费扶贫。同时，积极转发传播消费扶贫信息，发动身

边亲朋好友参与消费扶贫，让消费扶贫惠及更多的贫困户。

（九）教育救助项目。资助低收入家庭儿童、特殊困难家庭

儿童、“事实孤儿”等困境儿童接受教育，解决食宿、教材、学

习用具等基本教育需求。

（十）扶老助老项目。为贫困户老年人开展包括生活照料、

康复护理、精神慰藉、走访慰问、家居环境整治等活动，改善老

年人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

（十一）扶残助残项目。通过为残疾贫困户开展生活照料、

康复训练、医疗救护、就业帮扶等活动，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生

产条件，帮助融入社会生活。

（十二）志愿服务项目。结合各自业务范围和专业特长，为

贫困户提供理发、维修、家政服务、环境清洁、节日走访等志愿

服务活动。

（十三）社工服务项目。针对建卡贫困户、低保户、孤寡老

人、残疾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失独家庭等困难

群体，开展心理抚慰、成长辅导、亲情陪护、生活帮扶、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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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权益保障等社工服务活动，通过社会工作的赋权、增能和协

调等功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脱贫信心，减少发展障碍，使贫困

群体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

（十四）支援丰都扶贫项目。根据省、市东西部扶贫工作要

求，各社会组织通过消费扶贫、劳务协作、捐款捐物等方式，积

极参与东西扶贫协作工作。

（十五）其他项目。

三、发挥市、区（市）社会组织扶贫示范单位的引领作用

市级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主力军，要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及帮助老病残特困人员解

困为重点，为帮扶对象提供发展类服务类项目。行业协会商会要

强化责任意识，积极主动作为，重点从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就

业扶贫等方面，整合优势资源，精准实施一批扶贫项目；科技类、

文化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和民办教育、培训、养老、卫生等

社会服务机构，要结合各自业务范围和人才资源，认领 1-2 个扶

贫项目通过结对帮扶、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面向贫困村、贫困

户开展特色扶贫活动，参与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各区（市）至少确定 20 家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示范单位，以

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为龙头，广泛团结带动志愿者、社

会工作者、爱心企业参与，实施针对性强的扶贫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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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间安排

（一）筹划展开阶段：2020 年 4 月 30 日前。

各社会组织在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

的指导下，根据各自活动区域，确定扶贫帮扶意向和项目实施地，

制定帮扶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方法措施和时间步骤。民政

部门、扶贫部门根据社会组织上报的项目对接意向表，确定各社

会组织具体帮扶对象，并选取具有示范效应的社会组织扶贫项目

目录向社会公布。社会组织提供的资金可注入区（市）、镇街或

村级扶贫资金，统筹用于扶贫开发。

（二）推进落实阶段：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各社会组织按照制定的目标工作计划，重点结合五一劳动

节、端午节、六一儿童节等时间节点，扎实开展各类扶贫帮扶活

动。坚持与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定期联络、

问题反馈、请示报告等制度机制，积极推进扶贫帮扶工作落实。

（三）深化巩固阶段：2020 年 7 月 1 日以后。

各社会组织在完成帮扶目标基础上适度提高，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及时总结帮扶工作经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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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按照“融入脱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的思路，把助

力脱贫攻坚作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积极探索“社会

组织党建＋”扶贫模式，与帮扶贫困村党组织建立经常对接机制，

共同研究制定扶贫实施方案。

（二）加强工作支持。民政部门会同同级扶贫等部门完善协

调运行机制，推动社会组织资源供给和扶贫需求有效对接，努力

为社会组织提供信息服务。各区（市）民政局负责协助各社会组

织与帮扶村所在镇（街）对接，协调解决帮扶活动中的具体问题。

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各区（市）民政局要将扶贫

帮扶工作纳入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抽查检查、工作考核、先进社

会组织评比表彰、享受政府奖励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对参与扶贫行动且成效评估较好的社会组织，加大培育

发展力度，提供优先享受扶持政策、优先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公

益创投范围和优先推荐参加相关评比表彰等优惠措施。

（三）及时报送情况。各区（市）民政局、市管社会组织请

于 4 月 30 日前报送《2020 年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对接意

向表》（见附件 1）、《全市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情况统计表》

（见附件 2），6 月 30 日前报送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攻坚工作方案

执行情况。及时报送活动信息，市民政局、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不定期通报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情况，通过各类媒体



- 8 -

宣传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电子邮箱：

zzsgj3168638@163.com，联系电话：8179002。

（四）强化督促落实。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

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市）民政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帮

扶工作的指导，及时跟踪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

和问题，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攻坚工作扎实开展。

附件：1.2020 年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对接意向表

2. 全市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情况统计表

3.枣庄市消费扶贫产品目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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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对接意向表

单位（签章）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社会组织名称 负责人

扶贫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认领扶贫项目

（可多选）

产业扶贫项目□ 就业扶贫项目□ 健康扶贫项目□ 医疗救助项目□

文化扶贫项目□ 法律援助项目□ 扶贫助困项目□ 消费扶贫项目□

教育救助项目□ 扶老助老项目□ 扶残助残项目□ 志愿服务项目□

社工服务项目□ 支援丰都扶贫项目□ 其他﹍﹍﹍﹍﹍﹍

拟帮扶贫困户数 拟投入资金（万元）

拟对接扶贫点 区 镇（街）

扶贫项目概述

（可另附纸张）

项目名称：

实施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项目计划：

备注：“拟对接扶贫点”，各社会组织结合活动区域，自行选择实施帮扶活动的区（市）

镇（街）。区（市）扶贫办落实具体村、户，民政部门协助对接，也可自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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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区（市）

参与扶贫

社会组织名称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计划投入

资金数（万元）

预计

受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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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枣庄市消费扶贫产品目录指引
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主要经营产品目录

1 枣庄市三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山亭区水泉镇驻地
三禾农场火龙薯红薯干、

紫薯花生、山楂条

2 枣庄山沃农产品有限公司 山亭区徐庄镇
山沃板栗仁、 山沃精制花

椒、山沃红薯干

3 山东莺歌食品有限公司 山亭区店子镇 花生酱

4 山东森乐食品有限公司 山亭区青屏路 89号 面包、蒸蛋糕、蒸三明治

5
枣庄市山亭区枣店香大红枣种植专

业合作社
山亭区店子镇驻地 长红枣产品系列

6 山东欧乐食品有限公司 山亭区城区 山楂条、红薯干

7
枣庄旺达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市中区西王庄镇西

花沟村
果蔬种苗和蔬菜等农产品

8 枣庄正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峄城区 峄州牌生物有机肥

9 峄城梅台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峄城区 梅花台花生油、香油

10 山东汉旗科技有限公司 峄城区 hanture 集成电路

11 峄城区强民蔬菜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 清河湾黄瓜

12 峄城区众鑫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
鑫骐宝平菇、姬菇、秀珍

菇、木耳

13 枣庄市永旺工艺品有限公司 峄城区 玩具

14 枣庄市正和制刷有限公司 峄城区 刷子

15 枣庄寨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峄城区 仙石泉核桃油

16 枣庄市东旭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 峄城区
菇芝益康蘑菇培养基、菇

娘娘鲜菇菌棒

17 苏州想念服装有限公司 峄城区 僖呈绣合服

18 峄城区城一村土地股份有限公司 峄城区
城前牌无公害西瓜、黄瓜、

西红柿、辣椒

19 峄城区萝藤土地股份有限公司 峄城区 城前牌无公害西瓜、辣椒

20 山东地平线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峄城区 DPX保温装饰一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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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主要经营产品目录

21 峄城区丰登家庭农场 峄城区 葫芦娃、香瓜、土豆

22 峄城区富森花卉合作社 峄城区 鲜花

23 峄城区祁盛食用菌种植合作社 峄城区 蘑菇

24 峄城区跃进家庭农场 峄城区 土豆

25 滕州市鑫润泽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滕州市柴胡店 刘村梨

26 枣庄涛沟河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台儿庄邳庄镇 涛沟人家大米

27
枣庄市台儿庄区穆柯寨甜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台儿庄张山子镇

国家级“穆柯寨”无公害

甜桃

28 枣庄穆柯寨花卉有限公司 台儿庄张山子镇 菊花

29 台儿庄区库山前家庭农场 台儿庄张山子镇 葡萄

30 山东憩园苗木发展有限公司 台儿庄涧头集镇 苗木

31 薛城区江南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薛城区临城 果蔬

32 枣庄市金瑞丰食品有限公司 薛城区沙沟

果荷牌咸鸭蛋、果荷牌松

花蛋、果荷牌杂粮、果荷

牌大枣

33
枣庄市薛城区界沟蓝莓种植专业合

作社
薛城区沙沟 界沟蓝莓

34 枣庄市盈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薛城区周营
辣椒，千禧果，油黄瓜，

茄子，螺丝椒

35 周营镇龙塘蔬菜种植合作社 薛城区周营 辣椒、土豆、毛豆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管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枣庄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