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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成都高
新区产业培育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菁蓉汇举行。作为启动
仪式的一大亮点，成都高新区发布首批梯度培育企业及获支
持孵化载体的名单，并向首批认定获支持的420家梯度培育
企业和52家孵化载体、已成立的4个业界共治理事会授牌。

产业四级梯度培育是成都高新区扶持优秀企业成长壮
大、打造创新性企业集群的重要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为高
新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优质企业的成长发展助
一臂之力，促进产业创新生态的培育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优秀企业不断成长

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医联）2014年在成都高新区注
册成立。经过5年时间发展，医联已拥有覆盖全国30个省份
的60万名实名认证医生、3.3万名签约医生资源。“成都高新
区在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在医联创立初
期，成都高新区提供的人才奖励以及办公场所的优惠政策，
解决了医联在初创期的后顾之忧。”医联成都总经理郑力维
这样表示。

除了医联，拥有“薄荷阅读”“蛋糕英语”“芝士派”“番茄
英语”等在线英语课程的成都超有爱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来自
成都高新区。“梯度培育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企业的发展
阶段，在超高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自然放缓过程中，可以申
请对应的各项扶持政策，帮助很大。”该公司副总裁孙华说。

数据显示，2018年成都高新区新增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
10028 家，2019 年 1—4 月新增 3253 家。截至 2019 年 4 月，成
都高新区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累计超过5万家，培育出新潮
传媒、医云科技、壹玖壹玖等 3 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在梯
度培育政策的支持下，成都高新区创新氛围浓厚，企业竞相
成长壮大。

优质政策推陈出新

优质企业不断涌现，离不开成都高新区优质政策的支持。
去年11月，成都高新区召开产业培育大会，重磅发布产

业培育新政18条，加快构建以种子期雏鹰企业、瞪羚企业、平
台生态型龙头企业为重点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随后，成都
高新区“快马加鞭”推进政策兑现。

今年 3 月，成都高新区出台产业培育新政 18 条实施细
则，全面启动四级梯度培育企业申报、评审。据悉，此次认定
名单公布后，成都高新区将为首批梯度培育企业420家、提高
质量效益的孵化载体 52家，兑现支持资金 6516万元。其他
产业新政18条措施按计划今年逐一落地后，预计支持企业资
金超两亿元。

“企业梯度培育要围绕企业发展不同阶段。过去主要以支

持大企业为政策导向，更多向大企业倾注要素资源，存在政策
阳光撒不到小企业、撒不到科技型企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将政策逻辑起点转到企业梯度培育上，根据企业全
生命周期成长需求，重点对四个梯度进行培育，加快壮大充满
活力的创新型企业集群。”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这样表示。

优化载体培育产业

载体是产业培育的土壤。“我们打破过去普惠奖励方式，对
政府载体和民营载体一视同仁，建立载体绩效评价、优胜劣汰
的健康发展机制，根据孵化载体的实际贡献和企业成长质量进
行评价奖励。同时，鼓励存量楼宇资源转化为孵化载体，聚集
培育优质企业。”成都高新区科技人才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产业培育新政18条，成都高新区对产业载体提质增
效给予支持：对经认定的孵化载体，每年进行综合评价排名，
对 5000 平米以下的前十名和以上的前五名，分别给予最高
300万元、500万元支持；鼓励楼宇引进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经认定后，每引进一家给予楼宇运营方
10万元一次性奖励。

据介绍，目前，成都高新区已建设面积约440万平方米的
孵化载体，聚集孵化器（众创空间）104家。

“成都高新区还将引导商业楼宇转型升级为孵化载体，鼓
励现有楼宇聚集培育优质企业。”成都高新区科技人才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对楼宇进行综合绩效奖励，根据楼宇的
实际贡献，开展年度综合评价，按照排名给予政策支持。

6月的一个清晨，家
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平乐县四冲村的脱贫
户王端斌一大早就出门
了。这天，他要到佳瑶
民俗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表演长鼓舞。王端斌
曾因腰肌损伤长年无法
干重活成为贫困户，佳
瑶民俗乡村旅游专业合
作社成立后，他就时常
参加合作社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表演活动。一年
下来，为他增加 3000 多
元的收入，并因此顺利
脱贫。与王端斌一起到
合作社上班的，还有四
冲村身患残疾的贫困户
李忠连。

穷则思变。近年
来，平乐县加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
传承及开发利用，通过
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台，
实现了助推扶贫工作的
良好成效。像王端斌所
在的四冲村佳瑶民俗
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就是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展经济助推脱
贫的例子。

四冲村是大发瑶族
乡的一个小山村，该村
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并
拥有自治区、桂林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香龙舞、盘王神舞、瑶家
药浴、瑶家婚礼等。但由于瑶胞们长期以来只
是靠山吃山，生活并不富裕。近年来，在村民
和投资者的支持下，四冲村成立了平乐县佳瑶
民俗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民俗观光
旅游业务，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成为旅游
项目的重头戏。随着景区名声不断扩大，游客
不断增多，昔日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平
乐县民俗文化旅游的品牌之一。如今，佳瑶合
作社每年接待游客 8 万多人，仅此一项，村民
们年均收入增加4000多元。通过合作社吸纳
村民及贫困户加入，让他们自食其力，在增加
收入的同时树立勤劳致富的信心。该村共有
573户 2298人，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0户 169
人，截至2017年底共脱贫32户、121人，贫困发
生率由原来的 7.35%下降到 2.26%，当年实现
了整村脱贫摘帽。

与四冲村一样，青龙乡大刚村也通过非物
质文化遗产石崖茶制作技艺实现了整村脱
贫。大刚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产石
崖茶甘甜清香，余味悠长。当地村民拓荒种
茶，大量种植石崖茶叶。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崖
茶技艺便成为大刚村脱贫致富的一大产业。
特别是近年来，村民们严格按照有机产品标准
种植石崖茶，大刚石崖茶生产基地于2013年获
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2014年又获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村民还成立石崖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走出一条“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销售”
的产业化发展新路。2016年底，大刚村成为平
乐县首批脱贫摘帽村之一，石崖茶种植户户均
年收入超过5万元。昔日贫困村，已成功转型
为特色产业村。

粽子飘香，龙舟竞渡。今年端午假期郑州
共接待游客 706.3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1.78亿元，纳入统计的 17家景区共接待游客
29.3万人次，门票收入1395万元。

当端午节邂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端午
小长假多了浓浓文化味。假日期间，郑州市图
书馆共接待读者4万余人次；郑州文化馆共接
待游客 7390 人次，其中非遗展厅接待 6500 余
人次；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出系列端午
活动及优惠政策吸引大量游客。在浮戏山雪
花洞“粽子情 父母恩”活动现场，游客亲手为
家人包粽子、煮粽子，表达对父母的爱。郑州
方特欢乐世界举办端午民俗会，游人亲身体验
沐兰汤、挂艾草、佩香囊、雄黄画额，感受端午
民俗，体验国风魅力。郑州园博园围绕“诗画
园博景粽香端午情”主题，开展竞龙舟、“汉服
游园”“礼赞屈原”等节目，将端午祭祀屈原的
传统文化和游客的互动体验结合起来，让游客
畅游的同时，感受端午传统民俗文化。

端午期间，郑州市还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推出超化吹
歌、豫剧（豫西调）、木偶戏、河南坠子等传统音
乐类、曲艺类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为广大游客
呈上一场视听盛宴，木板年画、木雕、香包、民
间剪纸等数十个非遗项目300余件代表作品，
传承着中原传统文化和工艺，向游客展示了郑
州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风采。

6 月 15 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爱心工作委员会举办的
“民族一家亲爱心新疆行”活动在新疆莎车县亚喀艾日克村举行。

（资料图片）

2019年5月10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立德树人资助育人”爱心助学捐
赠仪式在新疆教育学院举行。

2019年5月10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立德树人资助育人”爱心助学捐
赠仪式在新疆教育学院举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因爱而美 为爱而行

黄顺森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助力精准扶贫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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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瑶合作社瑶胞们在表演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鼓舞。 （资料图片）

文 力

产业培育主题活动 （资料图片）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作为国
家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的同时，注重承担社会责任，在
精准扶贫中展现社会担当，大力开展多种形
式的爱心公益活动，为促进贫困地区的发
展、推进爱心公益事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助贫 用教育阻断贫困传递

精准扶贫，“精”字当头，发力到位。自
成立以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国爱
心工作委员会把爱心公益活动特别是教育
扶贫作为工作重点，定期、定点、定向地向边
远地区贫困学生进行持续帮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9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要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
行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
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用好教
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2019年5月10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主办，中国爱心工作委员会、加多宝集团

捐助的“立德树人资助育人”爱心助学捐赠仪
式在新疆教育学院举行。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中国爱心工作委员会、加多宝集团、新
疆杜氏集团及爱心艺术家共同向贫困学生捐
赠，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实现梦想。

2019年6月15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爱心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民族一家亲
爱心新疆行”活动在新疆莎车县亚喀艾日克
村举行。活动主办方为当地村民发放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及慰问金，鼓励当地村民在党
的领导下，勤劳工作，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幸福美好的明天。

一直以来，在中心领导的带领下，工作
人员上高原，走边疆，进老区，足迹遍布全国
各地，为寒门学子、困难群众、残疾人士、受
灾群众等送去了援助与爱心。

助残 支持残疾人事业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群体，需要格外
关心、格外关注。保障残疾人在医疗、教育、
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权益，实现残
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目标，不仅
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

志 ，更 是 社 会 团 结 稳
定、共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事业。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文明中华 2019新
年公益活动上，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爱心
残疾人艺术团首次亮
相，并表演了舞蹈《中
国 红》《未 来 不 是 梦》

《俏花旦》。中国国际
文化传播中心爱心残
疾人艺术团的大部分
演员在全国残疾人艺
术大赛及各类比赛中
获过大奖。2018 年 11
月15日，在俄罗斯乌德
穆尔特共和国首都伊
热夫斯克举行的第二届乌德穆尔特国际残
疾人艺术大赛颁奖典礼上，中国国际文化传
播中心爱心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首创聋人
无手语指挥舞蹈《中国红》及舞蹈《我的未来
不是梦》同时荣获舞蹈类一等奖；艺术团独

唱演员常啸、孔令珍组成 LOVE 组
合，在轮椅上演唱的经典爱情歌曲

《我心永恒》荣获声乐类一等奖，为
祖国赢得荣誉。

对残疾艺术团体的长期扶持，不
仅促进了残疾艺术团自身的发展，更
促进了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曾带领
中国爱心残疾人艺术团和浙江爱心
残疾人艺术团，赴联合国总部参加
联合国公务员日“和谐之声”文艺演
出，《千手观音》《星星你好》等舞蹈
节目获得观众的一致赞赏。这些节
目向世界呈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
统文化，也展现了中国残疾人自强
不息的精神面貌。

大爱无疆 善行天下

2019 年 4 月 11 日，中国国际文
化传播中心莫桑比克基地通过莫桑
比克文化和旅游部向莫桑比克救灾

管理局(INGC)捐赠 100吨粮食。当日，莫桑
比克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席尔瓦·丹多罗、中
国驻莫桑比克大使苏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莫桑比克基地筹建组组长徐锡奇等单
位负责人共同出席了捐赠仪式。席尔瓦·丹
多罗表示，感谢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莫桑
比克基地为灾区重建所做的努力，此次捐赠
将重点帮助莫桑比克中部，特别是贝拉和索
法拉地区的灾民。他相信两国人民之间的
传统友谊将会不断加深。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不仅积极参与国内的慈善活动，更发扬国
际人道主义精神，让大爱无疆善行天下。

正是热心积极的参与扶贫事业，因爱而
美，心怀家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获得了相应的荣誉。2019
年1月24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的中国发展网主办，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的
2018（第四届）“发展中国”年度人物盛典在
京举行。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荣获 2018
中国发展社会责任奖。2019年3月26日，中
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受邀
出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的
女童和妇女教育特别会议。

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世界因
此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