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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背景 

2014 年 10 月，中国三星同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捐赠 3000 万元用于陕西、河北两省开展“美丽乡村——三星分享村

庄”项目，其中 1500 万元用于薛镇实施“三星分享村庄项目”。该

项目主要是帮助薛镇北部山区的十二盘村实施易地移民搬迁，为使搬

迁村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项目在薛镇街道西部杨范村内征地

80 亩，建设“薛镇北部山区移民搬迁安置区”，同时征用盘石村流

转土地 300 亩作为安置社区的产业发展用地。 

 
图△：安置社区全貌图  

薛镇北部山区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

没有特色产业，效益低。交通闭塞，出行困难，山区群众的缺乏教育、

卫生设施，造成学生上学难、村民看病难，也是造成当地群众贫困的

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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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已完成安置社区的住房以及生活

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农业产业园投入使用，村民奶山羊养殖规模扩

增，新型产业扶贫日益筹建，居民生活蒸蒸日上。 

第二部分  项目执行 

一、社区建设 

   （一）社区民居建设 

第一、安置社区可安置 112 户，户型包括 130 平米、65 平米、

30 平米。目前入驻社区的共有 97 户，其中，130 ㎡的有 81 户，65

㎡的有 13 户，30 ㎡的有 3 户。且房间水、电、宽带设施均已配置。 

  
           图△：130 ㎡安置房                                图△：65 ㎡安置房                                  

第二、村庄周转房建设，建设 7 套 30 平米的房屋，提供给村庄

的五保户等居住。目前共有 3 位五保户入住。室内进行简单的装修，

实现通电、通气、通水，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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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保户村民生活照          

   （二）公共建筑建设 

作为村庄与外部交流的平台，以及社区内部活动的“三星分享之

家”，兼具社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活动室、社区卫生室、文化中心

等功能。 

 
图△：安置社区活动中心 

   （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社区拥有一座现代化的奶山羊养殖场，

并投入使用；同时社区供排水、供电、道路、广场、路灯、村室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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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就位，活动中心和广场配置的健身器材已正常投入使用，配套的污

水处理厂也完工并开始使用。 

污水处理厂的修建解决了集中安置的生活废水，极大程度地改善

了社区环境卫生，保障了小区的日常生活环境。 

 
 

图△：安置社区污水处理厂    

  
            图△：安置社区部分                        图△：活动广场使用中的健身器具 

    

    三星文化广场位于活动中心的空地，由中国三星集团援建，命名



 
陕西富平薛镇分享村庄 

5 
 

为“三星文化广场”，广场不仅仅是村民休闲娱乐、健身运动的公共

空间，还兼具村民务农粮食、饲草晒坝的功能。 

 
图△：安置社区全貌和广场局部 

 

 
 图△：三星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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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生计发展 

   （一）奶山羊产业情况 

2015 年 7 月，薛镇北部山区移民安置社区完成建设，村民开始

入住社区。同时，社区配套的奶山羊养殖小区完成建设，农户开始进

入小区养殖奶山羊。 

搬迁社区成立了薛镇北民奶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作为村庄经济

发展的组织平台，引入陕西秦龙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安置社区建立

奶山羊养殖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发展奶山羊养殖

产业，提供经济收入。 

为保证搬迁群众前期买羊方便，镇政府暂借社区 10 万元启动资

金，由农户进行购羊申请，合作社对购羊户养羊能力和偿还能力进行

审核，镇政府进行审批，购羊户用暂借方式买羊存栏，待羊入圈后，

由金融服务站将该户贷款资料递交邮政储蓄银行，银行经审查、批准，

贷款资金部分偿还前期买羊暂借款。 

目前合作社社员人数为所有养殖户，共有 9 户，养殖奶山羊 400

余只；与 2015 年底相比，新增养殖户 5 户，新增奶山羊 270 余只。

其中羊场养殖大户 3 户：闵栓运、李文斌、曹天才，均超过 50 只/

户，其余各户在 30-40 多只，目前有两户准备贷款买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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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置社区产业贷款座谈会 

  
         图△：农户现场调研                            图△：发放奶山羊贷款 

2015 年，闵栓运通过养殖合作社的帮助，向银行贷款 8 万元，

购买奶山羊 50 余只，挤奶羊 30 余只，2016 年后，每天可卖鲜奶 200

元左右，预计每年增加收入 3-4 万元，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环境，为日

后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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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现代化养殖场建设前                        图△：现代化养殖场建设后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金融扶贫项目已经顺利开展，资金暂时由

政府垫付，当地邮储及保险公司共同配合合作社实施，2016 年累计

放贷 23 万元。此外，奶山羊养殖场二期改造工程启动，改造工程包

括饲草库、羊床、自动刮粪机、围栏、羊舍等改造。 

  
             图△：现代化养殖基地                       图△：现代化养殖场二期改造中 

通过聘用一位返乡大学生，协助合作社的管理，农户房贷资料的

整理，培育合作社的本地化人才管理团队。目前，合作社相关财务、

档案管理工作也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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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合作社聘用的返乡大学生                    图△：合作社农户诚信管理档案 

   （二）农业产业园情况 

在奶山羊养殖的过程中，需要保障奶山羊饲草来源的稳定，中国

扶贫基金会会同薛镇人民政府以及安置社区群众商议之后，在社区周

边流转土地建立农业产业园区，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搬迁社区剩余劳动

力，另一方面也补充了部分山区群众不擅养羊的短板。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成功流转盘石村土地 300 亩，并

建设移民安置社区柿子园基地，柿子园种植采用间作套种玉米、苜蓿

等。套种承包给部分社区群众，承包户在管理套种作物时，优先管理

柿苗（除草、施肥），保证柿苗成活率。间作套种，一是合理利用了

土地，二是间作让柿苗的成活率更高，三是间作物也是对羊场饲料的

补充，四是提高了管理效率，节约了人力成本。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产业园区共雇佣 14 名工人。其中，男 5

名，女 9 名，全部来自搬迁社区群众，一方面利用本地人管理柿子园，

因地制宜，满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解决了安置社区的部分就业问题，

让社区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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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农业产业园的柿苗和套种的苜蓿        

此外，永辉超市在富平淡村镇已开工建设年生产柿饼 3000 吨的

柿饼加工基地。为保证搬迁群众产业发展顺利，镇政府已同永辉超市

达成协议，柿园作为加工基地的柿子供应点之一，永辉超市采用保护

价方式（比市场价高出 5%-10%）优先收购柿园柿子，从根本解决柿

子销售问题。 

富平作为世界闻名的柿子优生区，富平建有优质柿子基地 10 万

亩，年产鲜柿 4000 万公斤，制作柿饼 800 万公斤，鲜柿、柿饼产量

每年递增 20%以上。其中四分之一的富平柿饼用于出口，而出口的目

的地主要是韩国。从 2009 年开始，韩国的客商每年都会提前驻扎在

富平县等待柿饼下架。剩余的四分之三主要由国内市场消化。统计发

现，南方城市的消费者普遍钟爱柿饼，这可能和南方人喜欢甜食的习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085/945021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107/20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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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有关系。2015 年每年有近 3000 吨柿饼销往韩国市场。在“互联网

+”新的时代背景下，富平已形成“柿饼哥党晨飞”、爱秦柿饼品牌、

“老农乐”、“柿子红了”等一批知名电商品牌，柿饼年销售量突破

1000 吨。柿饼市场的火爆，带来柿子供应的不足。由于 2016 年气候

干旱，柿子个小量小，柿饼再次成为“抢手”食品（比去年上涨 7.1%），

因此作为原材料的柿子价格比去年略有上涨（比去年上涨 0.6%）。 

  
图△：2016 年柿子园价格趋势   

为加快柿饼优势产业的发展，永辉超市在富平淡村镇已开工建设

年生产柿饼 3000 吨的柿饼加工基地。占地 50.3 亩，规划总建筑占地

面积 2.2 万平方米，年生产柿饼 3000 吨，投资 2 亿元；在淡村镇、

庄里镇、薛镇等地建设优质柿子原料基地 2500 亩。 

  
图△：柿饼加工基地        

合作社负责园区的规划，统一提供果树苗木，截至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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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 300 亩柿苗已全部栽植到位，2017 年开春可进行品种嫁接。

鉴于当地水资源紧缺，我们根据园区实际情况，新增灌溉机井、电力

用房、管理用房。 

富平县薛镇柿子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施工招标在富平县富尔大

酒店四楼沁园春会议室成功开标。此次投标企业共计 3 家，分别是：

陕西富辰建设有限公司、陕西泰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朝丰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最终陕西富辰建设有限公司成为此次项目的中标

企业。 

  
          图△：柿子园基础配套设施招标公告                     图△：柿子园招标现场 

    
图△：柿子园基础配套设施中标通知书 

2016 年 11 月 25 日，启动产业园区基础建设，截止 2016 年 12

月 10 日，已完成柿子产业园区道路硬化 2500 米，其中主干道 1500

米，支干道 1000 米；同时，完成园区周边安装围栏 2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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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已硬化的主干道       

  
图△：已安装的围栏     

截止到 12 月 31 日，柿子产业园区管理房屋主体已建成。室内涂

白预计 2017 年 3 月底前完成，购置简单办公设备即可投入使用。灌

溉机井通过回购农户一口合适井源，待灌溉网管铺设完成，预计 4 月

初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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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管理用房                                    图△：回购的灌溉机井  

   （三）光伏扶贫产业情况 

2016 年 1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加快

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在现有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光伏扶贫的范围。鉴于薛镇搬迁社区的

规模和分布情况，结合社会经济状况、能源资源和电源结构、交通运

输条件等基本条件。 

根据薛镇贫困村、贫困户规模与分布，结合地区社会经济状况、

能源资源和电源结构、交通运输条件等基本条件，计划 2016 年开展

光伏扶贫试点工程。共在薛镇移民新村的 112 户房顶以及 2 户公共区

域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按照每户安装不低于 5KW Solibro 光伏组件，

总功率不低于 570KWp。光伏设备产生的电能将直接并入国家电网，

根据同类模式估算，每户保底收益 5000-7000 元，114 户每年收益为

5000 元*114（含公共区域 2 户）=570000 元。光伏项目一方面充分利

用了搬迁社区闲置的屋顶，另一方面也充分补充了奶山羊和柿子产业

发展见效期长的不足，为搬迁群众解决日常生活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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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置社区屋顶实地测量 

 
 

图△：光伏扶贫产业招标公告 

11 月 11 日，富平县薛镇搬迁安置社区光伏扶贫项目在薛镇搬迁

社区如期进行开标大会，本次招标会共有 3 家企业竞标，分别是北京

汉能薄膜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江川建设有限公司、鸿川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最终由北京汉能薄膜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中

标。参与此次招标的专家分别来自国电热工研究院、陕西省科学技术

协会、陕西省电力公司、中国航发西航公司、薛镇人民政府。参与监

标的单位有中国扶贫基金会、薛镇人民政府以及合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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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光伏扶贫产业招标现场                    图△：光伏扶贫产业中标通知书 

11 月底 12 月初，通过入户走访和集中签署的方式，完成了社区

112 户农户光伏电板安装协议。 

        
    图△：农户光伏电板安装协议签订现场                        图△：已签订的协议 

    

                 图△：112 户农户已签字确认的光伏电板安装协议              

12 月 6 日至 12 月 20 日，北京汉能薄膜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进驻安置社区进行施工，并签订施工安全协议，截至 12 月 31 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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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完成114户楼房的固基部分，并完成社区75%的楼房光伏电板安转。

预计 2017 年 3 月完成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建成后，由社区中心合

作社对光伏电站后期进行运维管理。光伏项目采取统一安装，统一分

配。每户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不低于 5KW，整个社区并网时采用一个总

表，所获收益由合作社平均分配至各户。 

    

                     图△：光伏电板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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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公共服务 

   （一）考察活动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30 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

国胜教授、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副主任汪杰带队，与中国三星集团、

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及部分媒体前往陕西薛镇十二盘村及移民搬迁

新区了解三星分享村庄薛镇项目实施情况。先后走访调研了奶山羊养

殖场、柿子采摘园、光伏项目等产业；并就搬迁家庭、奶山羊养殖户、

金融合作社典型代表进行入户调研。 

 
图△：调研组前往柿子博物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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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调研组了解老村饮水状况                       图△：调研组走访老村村民 

在十二盘老村，邓教授一行人对四户人家进行了走访，对老村的

住房、饮水、就医、就学、婚嫁、出行等现实条件的破、差、难等困

难有了深刻感受。在产业发展调研过程中，邓教授一行对安置社区奶

山羊养殖场、柿子采摘园、光伏项目等产业有肯定部分，对产业“近

期、中期和远期的组合搭配”给予了认可，对柿子园种植和奶山羊养

殖能结合富平县和山区群众的生活实际给予了肯定。同时，邓教授也

对当地政府和合作社提出了期望，他认为，安置社区的产业发展处于

起步阶段，要做好群众的奶山羊养殖工作，让更多的群众打消疑虑，

尽快走上发展致富的道路。 

  
 图△：调研组到奶山羊养殖场调研                     图△：调研组与村民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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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档案查看                                  图△：入户走访 

此次调研，为安置社区的后续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农业

产业园原有的基础上完善了基础配套设施，并新增了光伏扶贫项目。 

   （二）帮扶效果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三星分享村庄陕西项目完成薛镇北部山区

移民安置社区完成 112 户的民居建设，完成社区的道路、水电、文化

广场等配套设施建设，修通了社区的水泥路，绿化了广场以及社区各

个角落，安装了路灯和各类健身器材，生活条件明显提高。逐渐解决

了交通闭塞，出行难、上学难、卫生差、看病难等现实问题。 

随着搬迁安置新村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配套产业发展，惠及全

村 112 户，377 人。搬迁之前全村基本是建档立卡户，通过项目帮扶，

目前已有 103 户，347 人脱贫。较搬迁前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元相

比，现在人均年收入可达 7000 元，翻了一番有余。 

安置社区在我会帮扶下，通过成立了合作社，通过配套开发柿子

园产业基地、奶山羊养殖基地和光伏扶贫等多个帮扶项目的实施，为

新村村民提供近 50 个岗位，人均工资性收入可达年收入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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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起到了良好的帮扶效果。 

据十二盘村村支部书记介绍，以前他们全村群众除了低保户全是

贫困户，30 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就有 30 多人，人口负增长。随

着搬入新村，目前社区已有 11 人新婚，9 人订婚。许多大龄未婚男

青年的婚姻问题得到了明显地改善。 

案例：曹建宏，薛镇十二盘村人，家中有 4口人在未搬迁之前主

要靠劳务为主，收入低下，生活十分贫穷，唯一的儿子成家都成问题。 

未搬迁前，曹家一家住在老村，当时住房条件十分简陋，全家人只能

居住在土墙堆砌的房子。交通不便，医疗水平差，孩子上学也十分不

方便。 

  
               图△：搬迁前的房屋                              图△：搬迁后的房屋 

自 2013年，中国三星集团、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当地政府开展

“分享村庄－薛镇北部山区移民搬迁项目”，曹建宏一家享受国家建

房补贴 3万元，现拥有一套 130㎡的两层楼房，水、电、宽带等设施

配套齐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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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婚照和新房 

像曹建宏儿子这类大龄男青年娶妻难的现状，对于安置社区的百

户村民来说，近四分之一存在婚姻无着的情况，不仅让父母担忧，对

于他们自身而言，单身的危机和心灵的孤独日渐加重。如今，社区已

有 11对新人已婚，9对新人订婚。部分社区的年轻人在家就近务工，

逐渐实现“安家乐业”的愿景。 

随着搬迁安置房屋的建设，村民陆续搬进新房，生活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在中国三星、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政府的鼎力合作支持下，

从社区民居住房、生活配套设施以及社区生计等层面介入，如今，社

区不仅有了干净、舒适、敞亮的居住环境，还配套了娱乐、休闲设施，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产业园、奶山羊养殖以及正在开展的光伏扶贫等产

业项目因地制宜地的开展实施，对解决了社区闲置劳动力给予了极大

的支持。 

第三部分  项目资金支出汇总表 

2014 年到 2015 年，中国三星集团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 3000

万元，用于三星分享村庄河北项目和陕西富平项目。其中，三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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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陕西富平项目援助项目资金 150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2 月底，三星分享村庄——陕西富平项目累计实际

支出 11429760.7 元（大写：壹仟壹佰肆拾贰万玖仟柒佰陆拾元柒角）。

2016年总计拨付2844200元，2017年初拨付1696240元，合计4540440

元（大写：肆佰伍拾肆万零肆佰肆拾元整），其中，合作社建设运作

经费 108200 元，产业扶贫经费 4432240 元。具体如下表： 

 

 第四部分  项目下一步工作计划  

薛镇移民搬迁项目通过陕西省发改委由中国三星集团定向帮扶

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薛镇北部山区的十二盘村实施易地移民搬迁，

使搬迁村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截至 2016 年底，项目在薛镇

美丽乡村——三星富平项目预算与支出汇总表(单位：元) 

合同预算归类 预算支出 项目合作单位 合同资助金额 合同期限 项目内容  已拨付资金  备注  

一、村庄基础建设 5000000.00 

陕西省富平县薛镇

人民政府 
5,000,000.00 2014.12 

薛镇北部山区移民安置社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000,000.00 完成 

陕西省富平县薛镇

人民政府 
764,320.70 2015.7 

社区配套设施建设和入住

仪式费用 
764,320.70 完成 

二、村庄产业发展 9700000.00 
陕西省富平县薛镇

人民政府 

2,367,000.00 2015.10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土地流

转） 
1,125,000.00 完成 

763,400.00 2016.12 柿子园 1,696,240.00 未完 

3,420,000.00 2016.12 光伏扶贫项目 2,736,000.00 未完 

三、合作社建设 300000.00 
陕西省富平县薛镇

人民政府 
143,800.00 2017.12 

合作社行政办公及人员费

用支出 
108,200.00 未完 

项目汇总 15000000.00  12,458,520.7   11,429,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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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西部杨范村内征地 80 亩，建设“薛镇北部山区移民搬迁安置区”，

同时征用盘石村流转土地 300 亩作为安置社区的产业发展用地，先后

通过招商引资、政府配套、捐赠投入、百姓投劳等方式，建设了奶山

羊养殖基地，金融互助扶贫、柿子园产业基地、光伏发电等产业。目

前，产业项目运转良好。 

2017 年的工作重点安排如下： 

一、合作社建设部分 

1、继续执行 2015-2016 年的行政办公经费拨款事宜，在此基础

上梳理、规范合作社的相关票据。 

2、片区经理的规范管理：按月度提交进展大事记。 

3、合作社档案管理规范化：按项目分类整理归档相关资料，归

档目录参照：村委两委类资料、合作社类资料、产业发展类资料、传

播类资料等。 

其中，合作社类资料包含但不仅限于：合作社章程、内部各种管

理制度文本；社员名册等资料；合作社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合作社

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合作社办公援助协

议；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账目资料。 

产业发展类资料包含但不限于：产业援助协议、项目方案；项目

实施过程中的招投标、进展报告、图片、视频等资料。尤其重点的产

业有奶山羊产业、柿子园产业、光伏产业。 



 
陕西富平薛镇分享村庄 

25 
 

二、产业执行部分 

（一）奶山羊扶贫项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金融扶贫项目已经顺利开展，资金暂

时由政府垫付，当地邮储及保险公司共同配合合作社实施，2016 年

累计放贷 23 万元。此外，奶山羊养殖场二期改造工程启动，改造工

程包括饲草库、羊床、自动刮粪机、围栏、羊舍等改造。明年将继续

沟通、调研此部分的需求，增加此部门的资金投入，吸纳有意愿、有

能力进行奶山羊养殖的农户加入。 

1、加大对合作社的监管力度，监督每月对贷款农户的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跟踪，每月底出具一份产业发展的情况报告，在社区里公示，

并提供给基金会备案。 

2、银行每月提供一份贷款的发放、回收等情况的报告，报基金

会备案。 

（二）农业产业园项目 

柿子产业园已完成 300 亩土地流转，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柿子

园已完成 1500 米的主干道硬化、1000米的支干道、2000米的围栏。

管理用房预计到 2017 年 4 月份投入使用，灌溉机井和电力用房投入

使用预计 4、5 月份投入使用。 

针对产业园的建设重点工作有如下几个方面： 

1、根据项目进度及时拨付相关款项，并追回相关票据。 

2、监督片区经理做好项目实施过程、项目产出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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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督柿子园日常管理，探索柿子园的合作社管理机制。 

（三）光伏扶贫项目 

截至 12 月 31 日，薛镇移民新村的 112户房顶以及 2 户公共区域

光伏发电设备固基部分已全部完成，并完成绝大部分的电板安装。预

计 2017 年 3-4 月完成所有设备的调试、运行。为使光伏设备产生的

电能将直接并入国家电网，根据同类模式估算，每户保底收益

5000-7000 元，114 户每年收益为 5000 元*114（含公共区域 2 户）

=570000元。针对此部分的主要工作如下： 

1、根据项目进度及时拨付相关款项，并追回相关票据。 

2、监督片区经理做好项目实施过程、项目产出的相关资料。 

3、监督镇政府、合作社对光伏发电后产生的收益按照方案约定

统一分配给农户，探索光伏收益的分配机制，力争年底实现第一次分

红。 

二、社区公共服务部分 

2016年 12 月底，薛镇移民搬迁项目实现了广场建设、水、路、

电、排污等配套设施，80%的村民已搬进新居。2016 年以产业为重点，

同时兼顾社区需求，增加社区公共服务。2017 年待产业逐步走上正

轨后，其中一部分收入归入“社区分享基金”，通过分享基金，增设

社区娱乐休闲器具，加强文化建设，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搬迁居民的互

动交流，另一方面有助于居民对新家的认同，让全体村民都能享受“发

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