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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概述

中国扶贫基金会 10 余年来致力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开展，一直探

索“村庄经济合作社模式”，以“村庄内部造血”为核心，充分发挥

村庄本地人才的作用，把村民组织起来“抱团取暖”。美丽乡村项目

启动于 2013 年，目前已在贵州、四川、河北、陕西等地的贫困村开

展大量工作。截至 2016 年底，项目先后获得民生银行、加多宝集团、

恒大集团和中国三星集团的支持，累计投入捐赠资金 5500 万元，其

中 2016 年总投入捐赠资金 1321 万元。惠及反排村、雪山村、邓池沟、

南峪村、薛镇安置新村 4省 5 县的 5 个国家级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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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景区带村，能人带户”

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金、信息和人才等要素，通过搭建乡村和城

市联结的发展平台，重估乡村价值，创造以乡村为本的发展机会，探

索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为旅游扶贫提供了发展模式和范本，把美丽、

生态、富裕、有活力的乡村留给下一代！

项目通过整体规划定位，重塑乡村价值：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

境。通过引导村民合作，共享合作社股份机制：引入各类合作伙伴以

市场化的方式共同打造,促进村庄产业发展，优化村庄产业结构,实现

共同富裕。针对村民特点，进行自组织体系建设、经济组织体系建设

和社区融合体系三大模式输出。先后推行了“三级联动、五户联助”、

“三七分成、二五保底”、“一个基本、三个原则”等精准扶贫手段，

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效果。通过品牌运营，打造项目影响力：通过开设

公众号，联合众多平台，全面树立项目行业影响力，组织或参与各类

论坛活动，为乡村发展、农民增收发声；出版相关书籍，传递分享项

目模式。通过精准扶贫、帮扶到人：针对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按照贫困村每人 1股，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 2 股的方式进行帮扶。让

贫困户能做到“不出家门口，三薪挣到手”（三薪：一份房租、一份

工资、一份分红）。

截至 2016 年底，项目惠及 4省 5县的 5个贫困村，共计 1224 户

471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22 户 1095 人，村民通过加入合作社，

2016 年实现收入合计 275 万余元，同时解决贫困户就业 145 人，带

动实现人均年工资性收入 189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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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项目进展

一、新增项目村庄

（一）中石油·范县

截至 2017 年 5 月，我会已对中石油定点帮扶项目范县进行了两

轮考察：2月，我会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河南范县与县委书记王秋芳、

副书记邵平、中石油挂职副县长王建利、以及县扶贫办、农委、各乡

镇主要领导进行了座谈交流。

实地考察了王楼镇东张庄村、濮城镇、辛庄乡毛楼村、颜村铺乡、

陈庄镇、韩徐庄村，其中重点走访了区位最好的韩徐庄村。结合当地

资源和基金会正在执行的美丽乡村项目经验，重点推荐陈庄镇韩徐庄

村作为备选村庄。

3月，我会组织乡村旅游规划专家团队、乡村旅游运营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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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范县第一轮调研意向村庄韩徐庄村进行重点考察。考察建议：韩徐

庄村的美丽乡村建设，紧紧围绕“荷”的主题，打造荷花观光、乡村

度假、休闲娱乐、特色餐饮、亲子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特色荷花主题

的旅游小村。

截至 3月中旬，已收到范县、陈庄镇韩徐庄村、王楼镇东庄村、

濮城镇西苏庄村的申报材料，项目经理应聘简历，并组织专家团队对

意向村庄进行了专题考察，提供了基本发展思路；初步确定规划团队

（大地），规划意向方案、样板建筑意向图。下一步计划重点资金匹

配计划、10 项重点工程推进计划排期、设计、施工进场、建立工作

站、项目经理到岗、摸底调研并组建合作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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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石油·台前县

截至 2017 年 5 月，我会已对中石油定点帮扶项目台前县进行了

两轮考察：2月，我会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河南台前县与县委书记常奇

民、副县长郭丽君、中石油挂职副县长陈树栓，以及县扶贫办、农委、

各乡镇的主要领导进行了座谈。

并实地考察打渔陈镇梁庙村、夹河乡卢庄村、吴坝镇朱庄村、孙

口镇王楼村、清水河乡南葛村等，以及侯庙镇的菇香特色小镇和许集

村。其中，重点考察了清水河乡南葛村。综合考察，拟推荐清水河乡

南葛村作为备选村庄。

3月，在第一轮调研的成果与基础上，我会组织乡村旅游规划专

家、乡村旅游运营专家，再次对台前县清水河乡南葛村、吴坝镇东张

村、夹河乡北姜村进行重点考察。考察建议：清水河乡南葛村和夹河

乡北姜村最具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其中，南葛村可以围绕黄河月亮湾

打造，打造有特色的黄河风情线，以观景、体验、游玩、餐饮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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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北姜村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利用古村旧址，打造有情怀、有

特色、有内涵的古村落旅游目的地。

截至 3月中旬，已收到台前县、吴坝镇东张村、清水河乡南葛村

的申报材料，项目经理应聘简历，并组织专家团队对意向村庄进行了

专题考察，提供了基本发展思路；初步确定规划团队，三个村庄开始

项目竞选。

5月上旬，我会再次前往项目备选村进行第三轮调研，并组织召

开了台前项目村评审会，邀请了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中石油挂职副

县长陈树栓、副县长郭丽君、大地乡居张秋梅与基金会代表共同担任

评委。经过答辩规则介绍、答辩顺序抽签、公开答辩、评委点评、评

委打分等环节，夹河乡北姜村以其独特的古村落景观、丰富多彩的齐

姜文化、梁山文化、运河文化以及较深的贫困程度在评审过程中，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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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而出，当选台前县美丽乡村项目村。在调研期间，我会还组织了台

前项目经理的招聘面试工作。

下一步计划重点签署与县政府的战略合作协议、明确资金匹配计

划、建立工作站、项目经理顺利到岗、摸底调研并组建合作社等工作。

（三）中石油·横峰县

我会组织工作人员于 2016年 12月下旬已前往江西省横峰县与江

西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副处长余宙、横峰县副县长周文斌、县农委、

扶贫办及各乡镇领导进行了讨论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姚家乡琯山村、

家村、丁家村，葛源镇林场和黄栗村等。其中，重点考察了葛源镇黄

栗村。葛源镇黄栗村保持着较好的古老风貌，是横峰县为数不多的、

原址保存完整的村庄，距离葛源镇核心景区距离约 20 公里，具有较

好的发展潜力；结合基金会正在执行的美丽乡村项目经验，以及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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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村庄资源、基础设施、交通条件、景区带动性，以及政府的支

持、村两委的能力等综合因素考虑，重点推横峰县葛源镇黄栗村作为

备选村庄。

截至 3月下旬，已收到横峰县、葛源镇石桥村、黄栗村，莲荷乡

杨家村、义门村，以及国营横峰县山黄生态公益型林场的申报材料；

通过第一轮项目实地考察，初步确定葛源镇黄栗村作为意向村庄。下

一步计划重点是完成第二轮考察、确定规划团队、资金匹配以及确定

项目村庄。

（四）中石油·习水县

2017 年 3 月上旬，我会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贵州习水县与副县长

刘华江、宣传部长苟明利、扶贫办及各乡镇领导进行了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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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了仙源镇福同村、东皇镇马皇坝村、土城镇青杠坡村、

大坡镇田坝村和裕民村等。其中重点考察了大坡镇田坝村。

大坡镇田坝村位于大坡乡镇府的西北部，北抵重庆边界。通过实

地考察了解到当地的旅游步道与天然水景观十分奇特。而且当地的民

居原始面貌保存完好，比较适合开发民宿。因此考察团队推荐田坝村

作为美丽乡村项目的备选村。

（五）四川彭州

彭州市蟠龙村美丽乡村项目是结合旅游扶贫开发战略布局、彭州

市区域特点及村庄实际需求，围绕“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美丽

乡村”村庄合作经济体系培育、“美丽乡村”人才培养、“美丽乡村”

村庄文化品牌梳理和传播等领域行成一套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乡

村旅游建设“彭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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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初，彭州市项目村确定。3 月项目经理到岗，工作站正式

成立，相继完成村庄摸底调研，蟠龙村风景可视化梳理，两次蟠龙村

合作社组建的专题培训，蟠龙村全民合作社筹备委员会，组织蟠龙骨

干代表参加“都江堰善行者大型公益徒步活动”，以及磁峰镇蟠龙村

美丽新村规划设计大纲方案，并组建成立蟠龙村全民合作社。

下一步工作计划：确定项目总体规划，蟠龙村全民合作社的登记

注册、规章制度，确定项目业态基本组成，物色运营方及合作伙伴，

项目市、镇相关领导代表外出民宿考察培训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六）中石化·泸溪县

2017 年 4 月，我会组织的考察团队与泸溪县副县长尚远道、副

县长（挂职）石宝明、村支书、中石化扶贫办主任朱卫华等各主要领

导进行了座谈交流，重点考察了泸溪县的斧头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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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头寨位于县大峡谷景区内，属于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前这里是

国有林场，植被茂盛、环境幽静怡人。村内都是空置多年的房屋，现

已无人使用。户与户之间有一段小路的间隔，且多数房屋门前都有独

立小院，视野开阔、私密性强，可独户成院。村庄距离正在打造的景

区入口约 7 公里，距离县政府约 17 公里。政府已计划投入约 4000

万，用于道路改造加宽、修建酒店和景区栈道等。

考察建议：民宿按照“中石化模式”推进，找到基金会、中石化、

政府三方的平衡点。民宿由天桥山酒店旅游管理公司（在建四星级酒

店）统一管理。以民宿为核心，疗养酒店作配套。基金会作营销导流、

提运营要求。8 月 20 日前完成其中两栋民宿的改建，达到能入住体

验的标准。贫困户动态调整，一个月内完成贫困户新认定。制定“共

同收益、但有差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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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石化·凤凰县

2017 年 4月 25 号，我会组织的考察团队与中石化扶贫办主任朱

卫华、凤凰县副县长周勇等相关领导一同考察项目备选村。实地考察

了新塘垅村、关门坳村、黄沙坪村、雷家村。其中重点考察了新塘垅

村及黄沙坪村。

新塘垅村庄交通方便，凤凰古镇到村庄 17 公里，凤凰机场到村

庄 20公里。老房屋多，大部分空置，房屋很有特色。

黄沙坪村，凤凰古镇到村庄 22.7 公里。村庄房屋特色鲜明，均

为夯土结构，基本上都为空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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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计划：组织专家评审小组到 2 个村庄进行实地考察，考察

小组包括旅游、运营、建筑专家、中石化项目负责人、县委县政府相

关领导、基金会领导等，并完成专家评审意见。就专家评审意见同当

地政府沟通。完成两个村庄 PK 及评审工作。完成项目村庄摸底及合

作社组建，启动村庄规划设计。

（八）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沧源佤族自治县

2017 年 3 月，受东方航空公司邀请，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项目

工作人员前往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与临沧市市委办公室主任李德

锦、沧源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尹红青、县扶贫办及各乡镇相关领导进行

了座谈交流。

实地考察了勐卡傣族村、翁丁村、怕浪村芒黑古村落、勐来乡丁

来村格达新寨、班考村、永和口岸国门第一村等村。其中重点考察勐

来乡班考村、永和口岸国门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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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来乡班考村：该村离机场和县城都很较近，道路交通很好，且

位于峡谷地带，环境优美。正在规划打造千米观景长廊、湿地及花海。

除包含峡谷本身景色外，就近囊括了司岗里溶洞、崖画、天坑等主要

著名景点，具备一定市场包装和开发潜力。同时有享誉省内外的佤山

旅游景点，如有浓郁佤族特色的民俗村及绚丽多彩的壁画长廊，遮天

蔽日的董棕林，绝时奇观的天坑地缝，千姿百态的小石林，“佤族历

史文化的烙印”崖画等等。

永和口岸国门第一村：位于沧源县勐董镇永和口岸旁，与缅甸佤

邦勐冒县绍帕区隔桥相望，距沧源县城 14KM。该地处于中缅交接处，

正在申请成为 1 级边境口岸。该村整体规划方案已经出来定位成国际

旅游小镇，同时会在缅甸境内建立赌场和高尔夫球场。通过集乡村规

模化特色农产品种植、集中养殖和旅游业为一体的新型佤族村庄、展

示国门形象、体现边关风情、生态宜居、美丽家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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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援建项目村庄

（一）加多宝·雪山村

2 月 6 日下午，宝兴县雪山福民专业合作社召开 2016 年红大会。

全村 586 人人均分红 200 元，共计分红资金 117200 元。

3 月 28 日雪山村举行开业启动会，加入合作社的十余位民宿户

参与讨论统一经营模式和退入社机制，并确定了合作社民宿职责分工

和岗位人员。合作社对客源进行统一调配，分红统一按房屋投入比所

得。完善合作社岗位职责和人员更改。

截至目前，合作社陆续接待不少于 6 批次大型客人，其中，主题

专访 3 次，分别是阿拉山口市燕海九州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灾后

重建评估组专家、时代文艺出版社；大型参访活动 2 次，分别是 80

余人“精准扶贫项目调研交流培训班和2017中国汽车文化官方路演；

专题拍摄 1 次，旅游卫视“扶贫中国行”摄制组专题拍摄。正式运营

一个月余期间，合作社民宿营业额 5 万元左右。同时，雪山村荣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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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中国农村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二）恒大·邓池沟

2017 年 1-3 月集中处理合作社民宿户经营分红、客房租金及客

房收回等事宜后，于 3 月底正式营业，运营方主要以推广旅游线路和

开发特色农产品为主，目前已研发围绕熊猫主打的旅游专线和以当地

特色野菜为主的吃货专线，同时衍生人工提炼羊肚菌油。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接待不少于 5 批次大型客人，其中，主题参访

2 次，分别是碧桂园旗下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型参访活动 2 次，分别是 80 余人“精准扶贫项目调研交流培训班

和 2017 中国汽车文化官方路演；专题拍摄 1 次，旅游卫视“扶贫中

国行”摄制组专题拍摄。正式运营一个月余期间，合作社民宿营业额

6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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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反排村

1至5月份主要进行了反排文化中心和民宿客栈软装的进场与施

工，期间与贵州循美匠心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探讨反排未来运营合

作，确定了基本合作模式。同时，反排村荣获由农业部中国农村杂志

社主办的“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接待不少于 3 批次大型客人，2 月 27 日反排

举行祭桥节活动，活动吸引外来游客 500 余人；拍摄活动 2 次，张

选华导演组进驻拍摄“美丽乡村—反排宣传片”和北京星雨慧君传媒

有限公司拍摄团队进驻拍摄《我在贵州等你电视剧》。期间合作社收

入 3 万元左右。

（四）三星·南峪村

2017 年 1 至 3 月集中处理合作社民宿配套工程及结算工作，包

括化粪池、钻井及上水工程的落实。并于 4 月初，所有配套工程基本

完成。同时，民宿运营方项目工作人员入驻南峪村，对二期民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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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验收、配备软装配饰以及管家的招募培训事宜。于 4 月下旬，民

宿软装配饰进场，管家培训工作完成。于 5 月 1日，二期民宿正式试

运营。3月初，启动以工换宿项目，于 5 月初，项目完成。5月 3日，

召开南峪村合作社理事会，讨论了南峪村第三期民宿项目启动事宜以

及五户联保制度的推行。期间，南峪村荣获由农业部中国农村杂志社

主办的“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接待不少于 9 批次大型客人，其中，主题参访

4 次，分别是内蒙古兴安盟扶贫办、河南省台前县县委、河南省范县

县委、云南云福乡村基金会；大型活动 3 次，分别是河北省委组织部

组织各乡镇干部进行参访学习。专题拍摄 2 次，分别是成都太合映画

美丽乡村专题设置和旅游卫视“扶贫中国行”摄制组专题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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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项目活动

1、1 月 12 至 13 日，中和农道“不负初心·积极进取”2016—

2017 年会在四川省宝兴县邓池沟戴维新村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江

绍高副会长、刘文奎秘书长、王军副秘书长、王鹏秘书长助理及苹果

公司全球副总裁戈峻、沃尔玛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付小明，雅安市群团

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主任任昌蓉、雅安市林业局副局长刘伟及石棉县宰

羊乡负责人、雅安市 8家合作社负责人、诚信果农代表及中和农道全

体员工等相关方共计 60余人参加年会。

2、1 月 1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发展部主任助理赵溪花带领

中石油驻湖南省泸溪县领导、证监会驻山西省临汾市领导到南峪村参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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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月 1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部主任助理邹志强携及中国

扶贫基金会驻尼泊尔办事处工作人员到南峪村参访。

4、2 月 6 日下午，宝兴县雪山福民专业合作社 2016年分红大会

在穆坪镇雪山村隆重召开。此次分红大会全村 586人分红受益，人均

分红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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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月 21日，由南峪村合作社组织第二期民宿设计方北京空间

进化设计师金雷、运营方远方网运营总监续莹丽、施工方北京全雅安

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井全在南峪村就第二期民宿施工及运营做排期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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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月 27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管理部主任助理郝德旻、中

石化合作县领导、贵州循美匠心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肖逸飞带领运营团队与拍摄团队 10 人参加反排祭桥节活动，车

毛毛与万德学负责活动组织与协调；张选华导演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带领团队七人开始了美丽乡村宣传片与反排项目宣传片的拍摄，车

毛毛与万德学为其进行村里人员协调工作。

7、3月 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项目管理部主任

助理郝德旻来到恒观远方（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店村项目点，

与远方网创始人陈长春、远方网运营总监续莹莉、远方网营销总监任

涛就南峪村民宿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度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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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月 8日至 9日，碧桂园旗下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刘刚及凤凰优选特供产业事业部采购总监梁时前往邓池沟、雪山村，

了解美丽乡村项目运作模式。

9、3月 13日，台江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杜贤伟与台江县方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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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李强等三人参观考察中国扶贫基金会民生银行反排项目的文化

中心、民宿客栈。

10、3月 15 日，项目管理部副主任陈济沧前往彭州市蟠龙村向

蟠龙村党支部书记贾学芬、村主任毛恩芳以及当地村民代表介绍中国

扶贫基金会美丽乡村项目。

11、3月 18 日，涞水县扶贫办主任闫益学陪同内蒙古兴安盟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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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办主任陈延成带领乌兰浩特市、扎赉特旗、科右前旗、突泉县、科

右中旗分管扶贫工作的旗县市领导、扶贫办主任一行 12 人到南峪村

参访。

12、3月 23 日，磁峰镇人大主席邹朝迎、蟠龙村党支部书记贾

学芬与规划设计师黄兴旺就蟠龙村整体规划问题交换了意见。

13、3 月 26日，北京星雨慧君传媒有限公司拍摄团队 40 人入驻

反排拍摄《我在贵州等你》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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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月 28日，雪山福民专业社 2017年开业启动会在雪山村游

客接待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加入合作社的十位民宿户参与讨论。

15、3月 29 日，清华大学灾后重建评估组邓国胜教授一行前往

雪山村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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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月 29日，由爱驾传媒策划组织的 2017中国汽车文化官方

路演抵达雪山村，践行旅行中的随手公益。此次路演还有君爱公益发

展服务中心、态客民宿试睡大师、爱驾网 、中国西藏网、读城杂志

等全程参与跟踪报道。



中国扶贫基金会美丽乡村项目

29

17、4月 4日，北京旅游卫视节目组到达南峪村进行项目拍摄。

18、4 月 5日，项目管理部张皓博、唐庭、靳松、兰岳澄与规划

团队设计师黄兴旺第二办公区会议室就蟠龙村整体规划进度和方向

问题展开讨论。

19、4月 9日，南峪村书记段春亭、会计赵术全、合作社法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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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亮、南峪村项目经理张润源前往北京参加“九康杯”2016中国美

丽乡村百佳范例揭晓仪式暨农村改革与发展座谈会，并领取奖牌。

20、4月 9日，河北省财政厅一行到访南峪村，南峪村书记作项

目介绍，涞水县扶贫办副主任卢东海、南峪村项目经理张润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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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月 9日至 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精准扶贫项

目调研交流培训会暨加多宝雪山村灾后重建项目研讨会”在雅安市宝

兴县邓池沟召开。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中国扶贫基金会秘

书长助理丁亚冬、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久国、加多宝集团党委书

记庞振国以及国家相关部委、央企、国企、金融行业民企代表共 80

余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22、4 月 10日“精准扶贫项目调研交流培训班 80 余人前往雪山

村实地参访，项目管理部主任助理郝德旻做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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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月 13 日，项目管理部张皓博、唐庭、靳松、兰岳澄在彭

州市蟠龙村向彭州市妇联主任唐霞、猪圈咖啡创始人张攀一行介绍蟠

龙村项目，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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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月 14日至 17 日，时代文艺出版社专家方伟老师前往雅安

宝兴县美丽乡村雪山村进行实地采访，与合作社理事长李德安、村内

有代表性的农户座谈，了解美丽乡村项目故事，为《乡村发展之路》

书籍的编撰搜集素材。

25、4月 19 日，项目管理部靳松在彭州市蟠龙村党群服务中心

会议室组织召开蟠龙村全民合作社宣传暨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大

会，村干部积极响应，共有 20 名村干部报名参加合作社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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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月 20 日，台江县方召镇政府、反排村两委联合反排福民

旅游专业合作社在反排举办姊妹节活动，中组部挂职台江县老屯乡副

书记常健等领导参加活动。

27、4月 29 日，旅游卫视“扶贫中国行”摄制组前往宝兴县雪

山村进行拍摄，项目管理部副主任陈济沧作美丽乡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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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项目资金

捐赠方 项目村 捐赠资金（元） 已支出（元） 待拨付（元）

加多宝 雪山村 9000000 7637306 1362694

恒大 邓池沟 9000000 7376899 1623101

民生银行 反排村 7000000 5599346 1400654

三星集团 南峪村 12800000 5071647 7728353

薛镇 15000000 9733520 5266480

途牛 雪山村、

邓池沟

450000 105200 344800

合计 53250000 35523918 1772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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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江西省横峰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2、《河南省范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3、《河南省范县第二轮实地考察报告》

4、《河南省台前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5、《河南省台前县第二轮实地考察报告》

6、《贵州省习水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7、《湖南省泸溪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8、《湖南省凤凰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9、《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10、《云南省沧源县第一轮实地考察报告》

11、《彭州市实地考察调研报告》

12、《彭州市蟠龙村项目阶段性进展报告》

13、《蟠龙村调研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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