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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扶贫健康行·互联乐业”

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2019-2020）

一、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的明确要求，将我国的扶贫开发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李

克强总理曾强调“我们发展经济，最基本的还是保障就业”。目

前，我国各类残疾人逾 8500 万，分布在 7000 多万家庭户中，但

城乡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的就业率仅为 43%。就业是民生之本，

帮助残疾人及其家庭就业增收，于残疾人个体、家庭而言，才是

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提高社会地位，促进身心康复与融合发展的

根本途径。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 年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部署，落实邓朴方会长提出的要发展“劳

动福利型”残疾人事业的指导思想，实现残疾人与全国人民的同

步小康，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残基会）自 2017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了“集善扶贫健康行·互联乐业”残

疾人网络就业项目。这是一个以“为残疾人提供互联网工作岗位

为目标、倡导残健共融的多元辅助型”公益项目。该项目联合各

地残联、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爱心企业等共聚合力，以建设

残疾人互联网集中就业基地为基本落点，通过“共建+共管”的运

营模式，有效搭建了残疾人与企业间对接的通道；打造“集中+居

家”相结合的就业模式，尽全力为残疾人扫平就业路上的重重障

碍。

二、实施情况



2 / 26

项目实施三年来，已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 6 个“集善扶贫健

康行·互联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基地。依托基地，累计为近 2000

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约 800 余名实现了就业，通过就业帮

助残疾人增加收入约 265 万元。

（一）基地建设情况

省份 合作方 建成时间

宁夏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
2017.12

甘肃张掖

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

甘肃省张掖市残疾人联合会

张掖市甘州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8.5

山东淄博
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

淄博市残疾人联会
2018.5

黑龙江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市残疾人联合会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9.12

江西萍乡
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萍乡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9.12

广西桂林 建设中

（二）基地运营情况

基地采取“共建共管”模式——中国残基会、地方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地方残联合作共建，也可由各地社会服务机构、爱心

企业共同参与；由中国残基会专门设立的集善乐业（北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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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由地方社会服务机构共同管理运营。

基地以就业为抓手，通过三个方面打造真正的属于残疾人的

残疾人之家。一是通过专业化管理，让残疾朋友成为合格的劳动

者，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二是构建残疾人就业关爱体系，从

幸福乐业、健康乐业、成长乐业三个维度，全方位关爱残疾人朋

友；三是同过残健融合的方式，为残疾朋友创造与社会充分融合

的良好氛围，增加基地团队竞争力，向外界传达正向声音。

（三）基地就业情况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间，在集善乐业公司的洽谈联络

下，已开展了 5 个就业岗位合作项目：包容美力计划—京东阳光

天使坐席、大数据标注、圆通爱心坐席、申通爱心坐席、凡星计

划。以上就业岗位可满足残疾人集中、居家、灵活就业等多种需

求。合作方中不乏京东、欧莱雅、圆通、申通、淘小铺、（腾讯、

百度，正在签约中）等知名企业。

1.集中就业岗位

以集善乐业基地为落点，现已开发了圆通客服、申通客服、

电信客服等业务，通过对残疾人集中培训、就业的方式，为企业

提供优质的客服服务，承接其相关的在线、话务客服等外包业务。

工作实践证明，这种专业化管理、集中就业的形式不仅提升了残

疾人的在职场中的归属感，保证了业务质量，促使残疾人成为合

格的职场人，同时也减轻了企业零散招募残疾人就业的人力资源

管理压力和成本，实现了残疾人和企业的双赢。经过两年多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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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基地内残疾人工作者不论是收入还是职业竞争力都取得了显

著的提升与改变。集善乐业团队业绩从末位已一跃成为圆通外包

团队中的佼佼者，多次蝉联第一、二名，残疾人工作者的潜力得

到了充分的挖掘与发挥。

2.居家办公岗位

对于不方便集中就业的残疾人，集善乐业公司联络洽谈了大

数据标注业务。此业务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从培训到实际

工作全部在线上完成，残疾人就业者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根据自身情况居家办公。据悉，通过集善乐业大数据标注业务居

家办公的残疾人中，月工资几乎都在三千元以上，最高时可达五、

六千元，远高于当地收入，极大地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除了大数据标注，中国残基会还联手欧莱雅集团和京东集团，

在集善乐业项目中引入“包容美力计划—京东阳光天使客服”业

务。残疾人通过培训考核后，不仅可以以居家办公的方式进行京

东阳光天使客服工作，还有机会可以签约京东，成为其正式员工。

3.灵活就业岗位

2020 年的疫情对于残疾人的影响尤为巨大，许多残疾人失去

经济来源，生活处在难以维持生计的边缘。为了增加残疾人收入，

集善乐业公司特别开发新的互联网创业资源，将阿里巴巴集团淘

小铺“凡星计划”引入 “集善扶贫健康行·互联乐业”项目之中，

为残疾人群体提供灵活创业的就业渠道。目前，已有 596 名残疾

人通过集善乐业加入到凡星计划中成为凡星掌柜，累计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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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万元。未来，集善乐业项目计划本年度成功孵化一万名残疾

人成为凡星掌柜，为更多的残疾人送去新的希望。

4.高端就业岗位

会领导指示，以动漫制作为代表的大文娱行业，是一个可以

深度挖掘的、残疾人就业新蓝海。近期，集善乐业公司正在围绕

如何推动“残疾人高端就业”进行合作洽谈，目前已经初见眉目。

预期，本年度内，促成一处以动漫设计为就业方向的残疾人互联

网集中就业基地落地。

三、项目实施效果

“集善扶贫健康行·互联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实施以

来，一直将以为残疾人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和更适合的就业岗

位、解决残疾人就业难题为目标。残疾人在就业方面一直存在着

身体条件限制、专业知识缺失等问题，择业范围和可选平台受到

了极大的限制。集善扶贫健康行·互联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

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开展残疾人助残扶贫工作。一是以就业为导

向，围绕就业岗位需要的工作能力和技能设置培训课程，培训合

格即可直接上岗，扫除残疾人就业障碍；二是搭建起企业与残疾

人之间的桥梁，将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输送至贫困地区，打通残

疾人就业通道，为当地残疾人带去更多就业机会与选择空间；三

是集合各方社会资源，为残疾人打造专属、无障碍的康体活动中

心，提供良好、舒适、适合残疾人工作的职场环境，减少残疾人

就业顾虑；四是以基地为落点，注重对残疾人的心理疏导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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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帮助他们充分挖掘自身优势，重塑信心，将每一个基地都

打造成残疾人真正的家；五是倡导残健融合，吸纳富有爱心的健

全人加入团队，构建一个步入社会的“缓冲区”，让残疾人能够

提前适应职场生活，减少他们步入职场、融入社会的心里压力。

三年来，“集善乐业”项目通过对残疾人朋友提供就业培训、

工作岗位、心理疏导、爱心扶持等全方位的就业支持，扫除其步

入职场的障碍，从而改变其生活状态与质量，最终摆脱贫困，与

健全人一起同步小康。

四、项目执行情况

五、项目执行照片

1. 宁夏银川基地项目执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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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包容美力计划”培训照片

图为残疾人就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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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基地办公区及宿舍照片

2. 甘肃张掖基地项目执行照片

图为残疾人工作照片

图为残疾人防疫消毒照片

3. 山东淄博基地项目执行照片

图为项目培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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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残疾人交流分享照片

4. 广西桂林基地项目执行照片

图为基地培训照片

图为残疾人工作照片

5. 黑龙江齐齐哈尔基地项目执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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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残疾人认证参加培训照片

图为残疾人双十一工作照片

图为基地场景照片

6. 江西萍乡基地项目执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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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为残疾人发放工服照片

图为为残疾人进行培训照片

图为残疾人工作、交流照片

图为基地环境照片

六、项目中残疾人关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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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爱心企业为残疾人赠送蛋白粉 图为萍乡基地申通工服发放

图为基地残疾人发放鞋、冬装等物资

图为基地残疾人过生日、对优秀工作者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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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专家刘劲松老师和田罡老师对唐小鹏进行检查

七、项目故事

共发布人物故事 20 余篇，以下为精选的两篇人物故事。

集善乐业走出的“最美新娘”

大家还记“集善乐业”基地里那个爱笑、爱写诗的小姑娘赵

彩霞么今天，她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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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上，她眉眼间掩不住的甜蜜！拜谢父母，从此与最爱的

人执手一生，我想，这大概就是嫁给了爱情的模样吧。

曾经，她的世界只有诗

还记得赵彩霞刚来“集善乐业”基地的时候，腼腆、不爱说

话，但是特别爱笑。虽然看起来是那种软萌的性格，但熟识之后

就会发现，其实她“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小时候，我最喜欢读课本上李白、杜甫、苏轼的诗句。大

些了，我就喜欢看毛泽东诗集、郭沫若的散文诗，它们陪我度过

了整个校园时光，感觉那里面有我所有的梦”。

赵彩霞因为先天原因，一出生就被医生诊断为智力残疾。身

体上的不同，让她一直被同龄人排斥，小小的她很早就明白了生

活的残酷。她变得内向，变得不知道该如何与外界接触。

“亲戚来家里串门，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打招呼，我连最基

本的交流都做不到了。诗歌，可以帮我排解寂寞，抒发内心，我

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可谁又能教会我如何融入这个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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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希望的种子

2018 年年初，一次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改变了赵彩霞的人

生轨迹。那年，张掖市残联领导联系到赵彩霞，让她去兰州参加

残疾人运动员选拔。很遗憾，她落选了。但是，却又给她播下了

另一颗希望的种子。

因为参加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她结识了她现在的同事杜爱

凤，她也是一名残疾人。可能因为经历相同，让她们在选拔过程

中逐渐成为了朋友。从她那里，赵彩霞第一次听说了“集善乐

业”，知道了，这是中国残基会组织实施的一个帮助残疾人通过

网络实现就业的项目。那年中旬，正好会有一期职业技能培训班

开班，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赵彩霞、杜爱凤决定一起去集善

乐业基地看看，两个人也从此就留了下来。

收获幸福与希望

“集善乐业”基地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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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之前多自卑、多不爱与人交流，来到这里后都会变得自信，

变得乐观。这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不仅可以圆就业的梦，还可

以收获幸福与希望。”自从来到集善乐业基地，赵彩霞仿佛找到

了组织，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不仅有很多和她一样的残疾人，

还有着不少健全人。一同学习、一同工作、一同生活，一年的时

间，不仅让赵彩霞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还让她结交了许多朋

友。

“刚来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爱说话，每天就是默默

的坐在一个角落。可能正能量真的会传递，当看到很多像我一样

的残疾人，虽然他们在生活中都经历了不幸，但大家都很坚强、

乐观，用自己的双手打拼着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当发现基地里健

全人同事也与我之前碰到的不一样，都很和善且富有爱心，真心

与我交往的时候；当看到基地里老师们，在我遇到困难时不断地

鼓励我、帮助我，从没有不耐烦的情绪的时候，我被深深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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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才发现，我也可以开心时大笑，可以有朋友，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任何事，与健全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开始逐渐敞开

自己的内心，接受这个新的家。”

找到了属于她的诗和远方

不管什么时候碰到赵彩霞，都会发现，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

工作的时候在笑，和同事交流的时候在笑……她的笑很有感染力，

带给人一种来自心灵的触动。被她笑容深深吸引的，还有一个男

孩子——同在“集善乐业”基地工作的残疾人李鑫。

他俩的相识就像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同时来到的“集善乐

业”基地，通过同一期培训考核合格后，留在了基地工作。他俩，

一个是在业务上刻苦钻研，业绩出众的好小伙儿；另一个是因自

创诗歌《海燕》，一诗成名的基地才女。

同在基地工作，他们两个人每天都会一同骑着心爱的小摩托

上下班，一同手牵手去吃饭，共同努力，共同拼搏，每天他们甜

蜜的笑容成为了集善乐业基地内的一段佳话。“现在，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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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再只有诗歌，还有适合我的工作、相濡以沫的爱人、互相帮

助朋友，变得充实又多彩。”

相识、相知、相惜，两个年轻人，在“集善乐业”，找到了他们

的诗和远方……

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沃土

今天，是赵彩霞和李鑫结婚的日子。他俩经过一年多的朝夕

相处，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即将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19 / 26

婚礼上，她俩邀请“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张掖）基

地负责人刘韦评作为证婚人讲话，与在场的嘉宾一起见证了小两

口儿的幸福时刻。

赵彩霞最尊敬的“刘叔叔”更是在北京远程连线，代表集善

乐业所有工作人员，为这对新婚夫妻送上了来自远方的祝福。这

位“刘叔叔”，就是中国残基会集善乐业项目联合办公室主任刘

亚衡。他总说“集善乐业项目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不断为在这

里工作、生活的残疾人提供养分。我们为残疾人提供了一个集就

业、社交、康复、扶贫、心理支持为一体的平台，不仅关注残疾

人的工作与生活，更关注残疾人的身体与心理。这里就是残疾人

的‘家’！今天，看着赵彩霞和她的老公李鑫，两双年轻的手紧

紧的牵在了一起，或许会有更多人明白“集善乐业”项目的意

义。”

据悉，像赵彩霞这样的残疾人员工在集善乐业基地还有很多。

不完全统计，集善乐业已建成残疾人网络就业基地 6 个，已累计

为 500 余名残疾人、残疾人家属及贫困人士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20 / 26

其中 300 余名残疾人实现了或集中、或居家就业岗位（其中 100

余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或低保户）。

2020 年，集善乐业项目将会走进更多的省市，为更多残疾人提供

就业机会，扫除就业困难，把每一个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基

地都打造成真正的残疾人之家。

我也想为抗击疫情出份力

“抗击疫情是全民行动，我不想做一个旁观者，我也想为抗

击疫情出份力。”说话的是 27 岁小伙儿曾金胜，他是集善乐业残

疾人网络就业（萍乡）基地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疫情爆发以来，

他一直坚守在申通客服岗位，用亲切的声音解答着客户的问题，

用专业的行动护卫着抗疫物资准确的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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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此次集善乐业居家办公，时间就要回到 22 天以前。那时

因为病毒的肆虐，城市没有了以往的喧闹和繁华，在这样安静的

背景下，集善乐业萍乡基地工作群里却热火朝天，原来是集善乐

业项目团队在群里发布了可以申请居家上岗的消息。

据集善乐业萍乡基地负责人李春兰说“此次居家办公，一是

为了落实国家邮政局‘做好寄往武汉邮件快件收寄服务，保障正

常邮件快件及时寄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让每一

个防疫物资包裹都能顺利到达；二是为了让残疾人朋友们在疫情

期间可以通过工作，保障温饱，维持正常生活；三是为了缓解合

作伙伴申通快递客服岗位因疫情爆发而造成的缺人压力。”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自 17 岁因为脑

出血落下残疾后，这十多年我都一事无成，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直到遇到集善乐业项目，成为申通的客服，才让我的生活发生了

改变，才让我发现原来我也是有用的。现在疫情当前，集善乐业

项目给了我帮助他人的机会，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

会，为抗击疫情奉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就是这个信念，让他迅速的开始行动。下载软件、连接设备、

调试电脑，在经过技术人员的远程指导，自己反复的琢磨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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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顺利登上了客服平台，开启了居家工作新

模式。

“第一次居家上岗，心里怦怦直跳，唯恐设备出什么故障，

还好，一切顺利，客户评价非常满意。”自第一通电话顺利接听，

他就暗暗告诫自己，要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客户，特别是疫情特殊

时期，要尽职尽责，确保防疫物资最快到达目的地。为此，虽然

不用考勤打卡，但他仍坚持每天定时上岗，从不迟到、早退，坚

守话机前，唯恐耽搁一个电话。现在他每天电话量能保持在 120

通以上，更是多次登上萍乡基地居家工作优胜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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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疫情期间居家上岗的残疾人工作者在集善乐业基地

还有很多，他们虽不能像广大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战士等冲锋在

这场“战役”的最前沿，但他们却在以自己最实际、最认真的行

动来表达对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加油鼓劲，他们以一个平凡人的身

份在为抗击疫情传递着自己的声音。

八、媒体报道

媒体 标题 网址

中国经济周刊
丝绸古道的公益丹霞：以

共建集善，以共管乐业

https://www.toutiao.com/a6729374519292609038/?tt_from

=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

estamp=15668048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

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82615344701001

104910878902BE4&group_id=6729374519292609038

中国新闻网

探访张掖残疾人就业基

地：迈过就业“坎” 登

上乐业“山”

http://it.chinanews.com/gn/2019/08-20/8931665.shtml

公益时报

你知道吗，你的客服可能

是残疾人——互联网时

代的残疾人就业探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3MjM5Mg==&mid

=2652358368&idx=1&sn=f13cb41c5f2f434986f9ad63d7f83ad4

&chksm=bd1aeae78a6d63f101f2a5e3d256b568e92998d2643ee7

2933d7e8051b357fcc40b0f9ed630a&mpshare=1&scene=1&srci

d=&sharer_sharetime=1565872822099&sharer_shareid=63f4

4e7fe86a2b164922ed00ad22ec2c&key=b1d774c47332243ad611

2bd783973a0d71012f29b1c680a674ddbf7c6597f1dc1a5e3bf00

817e5afa495fb0e5a466e9d76e137f8fe4763a1bf6cd13b649127

c15d7f0124fad14b686a157da7f8a3fb7c&ascene=1&uin=ODM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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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wMjU%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833&lang

=zh_CN&pass_ticket=A9dIyEsn%2BmjLs92wm8QIIv4RV%2F5k%2

BzNBipdnKqtgVUM%3D

人民政协报
为了真正的“乐业”扶贫

这样“造血”

http://share.591adb.com/sharearticle/article/article_

id/2672414/app_key/337439fef71af08fe85942ebd690e43f

人民政协报
一根网线，打通残疾人的

就业路

http://share.591adb.com/sharearticle/article/article_

id/2672413/app_key/337439fef71af08fe85942ebd690e43f

善达网

探访集善乐业残疾人网

络就业（甘肃张掖）基地

被评为“残疾人之家”

http://www.shanda960.com/shandaguan/article/18674

宁夏日报客户端
大数据标注助残就业，宁

夏模式将向全国推广

http://app.nxnews.net/ningxia/cfwz/tt/201803/t20

180328_2409119.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

lled=0

宁夏日报客户端
“集善乐业”助残疾人网

络就业

http://app.nxnews.net/ningxia/fz/dbxl/index.html

?guid=979116436674838542&indexName=mlf_product_f

ormal&isDetail=true&from=groupmessage

新华网
“集善乐业”助残疾人网

络就业

http://www.nx.xinhuanet.com/2018-03/29/c_1122609

109.htm

宁夏新闻网
“集善乐业”助残疾人网

络就业

http://www.nxnews.net/dz/tjld/201803/t20180329_4

479671.html

人民网

大数据标注开启助残新

模式 每年可助 300 名残

疾人就业

http://nx.people.com.cn/n2/2018/0329/c378082-314

01152.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314

01152.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中国新闻网
宁夏建培训示范基地 帮

扶残障人士上网就业

http://www.chinanews.com/m/sh/2018/03-29/8479280

.shtml?from=groupmessage

新华网
银川：大数据标注开启助

残就业新模式

http://www.n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8-03/3

0/c_1122614739.htm?from=groupmessage

CCTV13
人工智能为残疾人就业

带来新岗位

http://app.cntv.cn/special/cbox/detail/index.htm

l?guid=e986f40a263f4ab0ab6bff7c11af2daa&mid=e986

f40a263f4ab0ab6bff7c11af2daa&from=groupmessage

宁夏新闻网

大数据标注开启助残新

模式 每年可助 300 名残

疾人就业

http://www.nxnews.net/yc/jrww/201803/t20180328_4

479619.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借大数据“东风” 宁夏

打造残疾人就业新模式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80401/t2018040

1_524183293.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

ed=0

中新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content.jsp?id=8825

310&classify=zw&pageSize=6&language=chs

公益时报
“集善乐业”：打造“造

血式”残疾人就业项目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16451.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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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集善乐业：一个造血式的

残疾人就业项目

http://m.people.cn/%2Fn4%2F2019%2F0430%2Fc648-1265287

6.html

新浪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4-30/doc-ihvhiq

ax6017107.shtml

腾讯
60 多名特殊的“圆通客

服”他们的故事足够励志
https://new.qq.com/omn/20190501A01MTG

东方新闻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mini.eastday.com/a/190430203612769.html

东方新闻

60 多名特殊的“圆通客

服”，他们的故事足够励

志

http://mini.eastday.com/a/190430093621682.html

厦门生活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www.tcex.net/news/hcxw/20190430/35877.html

深圳新闻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9-04/30/content_217

10396.htm

扶风时讯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www.fufeng114.com/gongyi/2019/0502/41513.html

沂南广播电视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iyinan.net/news/caijing/23088.html

西北财富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www.xbcfw.com/news/2019/0430/73937.html

财经新闻网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www.skping.com/zixun/2019-05-01/68605.html

汇闻天下
“集善乐业”公益项目为

残疾人就业“造血”

http://www.huiwnews.com/a/caijing/2019/0430/284874.ht

ml

华商网

60 多名特殊的“圆通客

服”，他们的故事足够励

志

http://life.hsw.cn/system/2019/0430/159352.shtml

网易新闻

60 多名特殊的“圆通客

服”，他们的故事足够励

志

http://3g.163.com/dy/article/EDVKKR4N0512AE4K.html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

集善乐业—一个“造血

式”的残疾人就业项目

http://www.cfdp.org/jjhzxtd/201904/t20190430_651793.s

html

张掖市人民政府
张掖残疾人网络就业项

目结业挂牌仪式举行

http://www.zhangye.gov.cn/dzdt/zyyw/201904/t20190429_

210274.html

张掖市残疾人联

合会

项目助残 让残疾人更有

尊严的实现就业

http://cl.zhangye.gov.cn/gzdt/201904/t20190428_209811

.html

中国快递协会

杨骏副秘书长参加圆通

速递张掖扶贫助残 就业

基地挂牌仪式

http://www.zgkdxh.org.cn/content/details_15_18463.htm

l

圆通之家

60 多名特殊的“圆通客

服”，他们的故事足够励

志

https://mp.weixin.qq.com/s/erE9KF1rvmjPL7mK9lH1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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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云网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十万名

残疾人创业

https://m.lieyunwang.com/archives/465139

今报网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十万名

残疾人创业

http://m.jinbw.com.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6

3&id=152522

财经评论
淘宝：疫情期间 200 万人

在淘小铺一键创业
https://www.cnfew.com/news/articles-1540.html

公益中国
淘宝助力稳就业：疫情期

间200万人在淘小铺创业

https://www.appbw.com/mobile/index.php?moduleid=21&it

emid=5419

公益时报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 10 万名

残疾人创业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18542.ht

ml?from=singlemessage

光明日报
助力稳就业：疫情期间

200 万人在淘小铺创业

https://wap.gmdaily.cn/article/34fd1e49d91d4bd08c5404

cfcad646e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今日头条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 10 万残

疾人创业

https://www.toutiao.com/i6815902294358360587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

王乃坤理事长出席“淘小

铺凡星计划 爱心帮扶项

目”启动会议

https://www.cfdp.org/bhzx/1540.html

经济日报
“凡星计划”启动 帮残

疾人实现开店梦想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215394018641373&

wfr=spider&for=pc

快科技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十万名

残疾人创业

http://news.mydrivers.com/1/683/683592.htm

东方财富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 10 万名

残疾人创业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004151455385648.htm

l

环球网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帮助每个人一键创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015718326156119&

wfr=spider&for=pc

大河财立方

阿里系启动“凡星计划”，

1年内帮助 10 万残障人

士一键开店

https://app.dahecube.com/mobile/clfnews/20200415/2020

0415163618733093?news_id=61597

北京商报
淘小铺启动“凡星计划”

将鼓励 10 万残疾人创业
http://www.bbtnews.com.cn/2020/0415/349646.shtml

北京头条

阿里启动“凡星计划”，

未来一年将帮助十万名

残疾人无成本创业

https://app.bjtitle.com/8816/newshow.php?newsid=55998

75&src=stream&typeid=13&uid=276224&did=a1d006abed8745

27aa32c22d4a11d09c&show=0&fSize=M&ver=2.6.8&ff=fz&moo

d=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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