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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介绍 

产业扶贫项目（电商扶贫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自 2014

年下半年开始，以“4·20”芦山地震灾后产业重建为契机

启动的产业扶贫实践。项目立足贫困县区，以特色农业产业

为切入点，以贫困农户为核心及主要服务对象，以农民合作

社为组织载体，从供给端精准发力，通过破解农产品上行过

程中效率、品质和品牌三大瓶颈，结合市场化力量推动农业

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优化实现贫困农户与现代农

业的深度链接。在具体手段上，通过组建、优化农民专业合

作社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通过深耕产品品控管理提

高产品品质，通过产业链拓展和地域公共品牌打造，实现以

贫困农户为参与核心的产业链提升，最终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农户可持续增收与能力提升。 

截止 2018年底，项目累计出品农产品品类 17 个，项目

涉及 10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2 个深度贫困县，援助合

作社 27 个，合作社联合社 2 个，探访和开展驻村工作 278

次，培训 110场次，产品及品牌运营活动 34次，累计为 16044

户农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152户）户均增收超过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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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项目进展 

一、中国三星盐源苹果产业扶贫项目 

4 月 21 日盐源苹果合作社完成 2018 年度合作社分红大

会活动；5 月召开月度生产计划会，邀请农科院专家组织苹

果生产技术培训；对外接待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农业科学

院果树所的领导参访合作社；6 月完成 4 口合作社灌溉机井

的建设。 

表 1 中国三星盐源树子洼村苹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25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26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36406.49  

3 待执行费用 1087593.51  

二、中国三星舒兰大米产业扶贫项目 

5 月至 6 月舒兰大米合作社协调召开 2 次绿色水稻种植

专业技术培训，由市镇两级农业部门讲解水稻田间管理和苗

床管理培训，完成示范基地 1000亩土地整备及插秧工作，编

制完成 2019大米商品化加工仓储中心建设设计图，预计 8月

启动建设任务。 

三、中国三星田东芒果产业扶贫项目 

4 月完成田东芒果合作社标识标牌设计、制作及安装等

规范性建设办公阵地及示范基地标准建设，合作社制度上墙，

基地环境水样和土壤已取样送检；5 月完成合作社基地环境

检测；6 月合作社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产业扶贫项目 2019 年工作报告 

（第二季度） 

 

3 

 

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完成芒果上市前准备及包装设计。 

表 2中国三星田东芒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9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2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3,339  

3 待执行费用 510,000  

四、中国三星富平柿饼产业扶贫项目 

4 月 12 日，富平柿饼产业扶贫种植合作社注册成立；4

月 25 日，合作社召开相关方座谈会讨论柿饼加工厂建设规

划、合作社运营策略以及此次筹资规模及未来利益分配机制；

6 月 26 日，合作社水样、土样取样送检；6 月 28日，柿饼加

工厂建设协议和初稿完成。 

表 3中国三星富平柿饼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3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9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20,000  

3 待执行费用 1,190,000  

五、浙江加多宝雅安石棉黄果柑产业扶贫项目 

4 月石棉黄果柑开展 2019 年春季生产管理技术培训会；

5 月合作社派出骨干成员外出参加多场电商经营与管理扶贫

专项培训活动；5 月，合作社理事会组织合作社核心骨干裴

术林、王燕等人，与 5 家枇杷电商开展 2019 年枇杷组货发

运合作；6 月合作社按计划开展县域 500 亩黄果柑标准化示

范片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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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浙江加多宝雅安石棉黄果柑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500,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350,0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9,900.58，差旅

费出自加多宝 480

万 

3 待执行费用 150,000.00  

六、浙江加多宝雅安名山猕猴桃产业扶贫项目 

该项目落地雅安市名山区东建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以下简称东建合作社）和雅安市名山区名建猕猴桃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名建合作社）两个合作社。4月

至 6 月，是猕猴桃生产管理的重要阶段，合作社统一开展关

键时期生产工作，主要项目活动包括授粉、浸果、疏花疏果

等；5 月至 6 月，因今年猕猴桃受溃疡病影响严重，为提高

种植户生产管理水平，增强社员们信心，合作社及时开展了

外出交流学习会议及培训活动，前往苍溪红心猕猴桃发源地

学习交流栽培管理技术、减少溃疡病侵害；6 月，合作社开

展六一儿童节、端午节两场社区活动，提升合作社影响力与

凝聚力。 

表 5 浙江加多宝雅安名山猕猴桃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460,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322,0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5,946.03 

3 待执行费用 1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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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旅游集团西盟普洱茶产业扶贫项目 

2019 年 5月份合作社综合服务站完成装修工作；6 月份

西盟普洱茶合作社农资统购，组织社员统一施肥。 

八、中国旅游集团德钦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 

2019年 4月至 6月德钦蜂蜜合作社举行了两场蜜蜂养殖

技术现场培训会；6 月份合作社开始采收蜂蜜。 

九、苏宁控股集团隰县玉露香梨产业扶贫项目 

4 月 13 日至 15 日，隰县善品良田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在习礼村举办了主题为“赏梨花，谋发展”活动，隰县

政府、中国扶贫基金会、苏宁控股集团以及合作社社员代表

600 余人参加；4月 20 日，隰县县委李亚丽书记到习礼村调

研；6 月 1 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晓鸣

及其学生到隰县善品良田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考察；6 月 21

日，善品公社市场中心到联合社跟各理事长和小组长集中讨

论了 2019年玉露香梨营销的初步方案。 

表 6 苏宁控股集团隰县玉露香梨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2,0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54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0,000  

3 待执行费用 1,360,000  

十、同盾科技察右后旗雪菊产业扶贫项目 

4 月 27日至 3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产业扶贫项目部到内蒙

古察哈尔右翼后旗调研雪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组织政府座谈会

和下乡调研，最终项目落地察右后旗贲红镇陈仕村；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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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注册成立并拿到工商营业执照；6 月 17日，察右后旗

惠农亮菊合作社在陈仕村举办雪菊种植栽培技术培训会，邀

请旗农牧和科技局经作站现场为种植户传授雪菊栽培技术。 

表 7 盾科技察右后旗雪菊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5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9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20,000  

3 待执行费用 390,000  

十一、新力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 

3 月 28日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合作社组织建设方面，4 月完成 3 场地社区动员，200 人次

参与，完成理事会、监事会及财务人选遴选，以月度计划会的形

式开展理事会 2 次；5 月召开 2 次理事会，讨论骨干具体分工，

22日合作社正式注册成立；6月召开理事会议 2次，敲定社员花

名册，讨论 2019 年白莲销售工作事宜，完成办公室阵地建设主

体框架。 

品控执行方面，4月完成第一次生产技术培训，70人次参与，

完成品控方案制定，完成 305亩白莲换种工作，优选建选 31号、

35号、满天星德等优势品种，覆盖 126 户社员户，77户示范户，

完成合作社第一次化肥统购，合计 17.3吨，项目补贴 15%；5月

完成白莲腐败病、褐纹病防治 300亩，统一用药，完成杀虫灯供

应商遴选；6月完成杀虫灯采购工作，完成基地规范性建设。 

宣传推广方面，6月 16-2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社会企

业善品公社完成合作社 2019 年传播素材采集工作，并发微信推



产业扶贫项目 2019 年工作报告 

（第二季度） 

 

7 

 

文《这个七月带你看石城荷花》。 

表 8 新力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4,000,000.00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200.000.00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90,322.34  

3 待执行费用 3,709,677.66  

 

第三部分 项目大事记 

1. 2019 年 4月 21 日，盐源县龙洞湾苹果专业合作社在

梅雨镇树子洼村村委会召开 2018 年度合作社分红大会。合

作社 2018年销售苹果 98万斤，销售额 3529224元，扣除运

营、销售成本、人员工资、提取四金（公积金、公益金、风

险金和贫困救助金）后可分配盈余共 28751元，认证农户 43

户按照每亩地返利 68 元，户均分红 668 元，合作社 5 户贫

困户物资支持共 1700 元，同时合作社提取贫困救助金

1796.75元作为贫困户发展生产和就医等援助使用。 

 

2. 2019 年 6 月 9 日，为应对盐源县几个月来的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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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县龙洞湾苹果专业合作社自发组织自筹资金进行机井

建设，缓解苹果旱情。在困难面前，展现出了合作社社员众

志成城的决心，和齐心协力办事儿毅力。 

 

3.2019 年 4月，东县祥周镇联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完

成标识标牌设计、制作及安装等规范性建设办公阵地及示范

基地标准建设，合作社制度上墙；5 月完成合作社基地环境

检测达到绿色标准；6 月合作社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 

 

4.2019 年 4 月 8日，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统一

组织的黄果柑春季生产管理技术培训会在坪阳村展开，本次

培训为期 3天，覆盖坪阳村、碾子村、三明村、马富村，本

次培训会特邀石棉县农业农村局专家、技术员，为合作社社

员培训黄果柑病虫害、植保管理，黄果柑土、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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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柑春季整形修剪，农药复配使用原理，肥料、有机肥的

使用等技术知识。 

 

5.2019 年 5月，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理事会组

织合作社核心骨干裴术林、王燕等人，与 5家枇杷电商开展

2019年枇杷组货发运合作，裴术林负责在外收果，为合作社

锻炼了枇杷收果专业人员 20余名，王燕负责仓配中心组货、

协调工作，为合作社积累了多家枇杷商的资源，通过一个月

的工作，合作社已初步积累了自营发运枇杷的能力，为合作

社来年开展枇杷业务打下了基础。 

 

6.2019 年 6 月 14 日至 24日，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业合

作社骨干王志伟、徐登文、曹正强等一行在先锋乡、宰羊乡

等地开展县域 500 亩标准化黄果柑示范基地建设动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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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骨干向农户全面介绍项目的运营管理模式和利益分

配机制，听取农户意见，并做项目参与摸底。 

 

7.2019 年 4 月至 6 月，猕猴桃进入生产管理的重要阶

段，4 月是猕猴桃花期重要阶段，5-6 月是果实膨大的关键时

期。雅安市名山区名建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雅安市

名山区东建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花果管理技术

培训活动，主要活动内容包括授粉、浸果、疏花疏果等。5 月，

合作社组织了外出交流培训，开展了生产技术管理培训，为

提高种植户生产管理水平，增强社员们生产信心。 

 

8.2019 年 6 月 1日，雅安市名山区名建猕猴桃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在名山区建山乡小学为小学学生发放书包，帮助

其快乐成长；6 月 7 日，组织社员户一起到合作社包粽子，

为社员户发放端午节福利、提高合作社社员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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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9 年 4月至 6 月，德钦县夺松村霞赤通蜜蜂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举行了两场蜜蜂养殖技术现场培训会；6 月份

合作社开始采收蜂蜜。 

 

10.2019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苏宁

控股集团资助和指导的隰县善品良田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在习礼村举办了主题为“赏梨花，谋发展”活动。隰县

人民政府县长助理、果业局局长段兰虎、苏宁控股集团山西

大区副总经理李景好、中国扶贫基金会电商扶贫项目部副主

任冯忠德、脱贫攻坚协作部助理主任赵溪花、善品公社首席

运营官王光远及合作社社员代表 600 余人参加。隰县善品良

田联合社以此活动为契机，成立了隰县“三合一”果园托管

技术服务队和乡村合作食堂，为社员提供综合性的生产生活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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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9 年 6月 17 日，察右后旗惠农亮菊合作社在陈仕

村举办雪菊种植栽培技术培训会，村两委及合作社邀请旗农

牧和科技局经作站站长王恒、科技特员纪丽芳，现场为种植

户传授雪菊栽培技术。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员、村“两

委”干部、各组组长、合作社成员以及各村种植户近 100 人

参加培训。 

 

12.2019年 2月至 3月，在江西省扶贫办公室的协调下，

由江西省扶贫办公室社会扶贫处副处长刘福东，上海新力公



产业扶贫项目 2019 年工作报告 

（第二季度） 

 

13 

 

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基成、副秘书长严润辰，中国扶贫基金会

副秘书长丁亚冬、产业扶贫项目部副主任冯忠德、资源发展

部助理主任黎钊、养老项目部助理主任朱一存、产业扶贫项

目部项目主管李宗枝组成江西产业扶贫调研小组，调研小组

调研修水、永新、吉安、兴国等江西特色产业县域，经过反

复论证，形成以“石城白莲”为项目扶持目标产业。 

 

13.2019 年 3月 26 日，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新·扶贫

计划”新闻发布会，标志项目启动。中国扶贫基金会刘文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表合作方致辞，丁亚冬副秘书长与上海

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基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4.2019 年 3月 28 日，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县域座谈

会召开。石城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赵佳，副县长李正鹏，商

务局、农业农村局等主要领导，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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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基成、副秘书长严润辰，中国扶贫基金会产业扶贫项目部

副主任冯忠德、项目主管李宗枝与会。会议形成项目领导小

组、确定项目沟通机制、形成三方联合会议纪要。 

 

15.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水南、兰田两村 3 场地

社区动员，220 人次参与。会上，向种植户介绍项目模式、

帮扶机制和遴选标准等。 

 

16.2019 年 4 月 15 日、5 月 14 日，召开合作社理事会

会议，讨论确定合作社分工、管理制度、工作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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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15 日，合作社启动白莲换种工

作。在石城县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大由乡统筹水南村

和兰田村完成 305.5 余亩白莲换种工作，其中水南系建选 31

号 234.6 亩，合计 87 户；兰田系建选 31 号 15.9 亩，建选

35 号 47亩，满天星示范试验 5亩，合计 33 户，67.9亩。 

 

18.2019 年 5月 15 日，石城县副县长李正鹏基地指导工

作，考察兰田村、水南村白莲基地，评价项目稳步推进，白

莲换种工作卓有成效，符合产业发展需求。中午召开工作推

进会，石城县副县长李正鹏、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严润辰、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赖由运、大由乡党委书记王桂成、

大由乡乡长廖小斌、石城县土肥站站长陈建新与会。李县长

指出，农业农村局为主要技术指导，搞好目前白莲施肥工作，

大由乡统筹，做好群众意识培训，合作社牵头，自发探索业

务，做好销售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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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6 日，合作社启动化肥统购工

作。为从源头保证白莲品质，规范社员种植管理水平，为提

升社员积极性，在低于市场 20%的价差之下，项目补贴社员

15%，合作社实施农资统购业务，5 月 20 日合作社完成 17.3

吨，87 户社员户化肥统购工作。 

 

20.2019年 6月 13日至 21日，合作社启动白莲腐败病、

褐纹病防治工作。经农业农村局指导，合作社工统防基地 300

亩，病情得到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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