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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为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乡村教育发展项目。该项目通过

援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开展贫困学生及教师培训、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等措施为

乡村教育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以改善学校办学质量，助力贫困学生全面发展。该

项目主要涵盖筑巢行动、银保监会助学项目、米香计划、中国国贸教学楼援建等

其他中小型项目组成。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是 2019 年新成立的综合类项目，由筑巢行动、学校及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乡村教育综合扶贫项目等其他中小型项目构成，2019 年，该

项 目 继 续 以 提 升 乡 村 教 育 水 平 为 工 作 思 路 ， 开 展 了 学 校 援 建 、

学生资助等工作，筹集善款 33,190,975.02 元，投入款物支出 31,458,504.31

元，覆盖 6省 14 县，受益人数为 53074 人（次），其中深度贫困县 1个。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部分项目运行情况

A. 乡村教育综合扶贫项目

2019 年 4 月-7 月，米香计划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宣汉县、弥渡县两县分别

于 7月 25 日、8月 15 日完成大米供应商竞争性谈判选取，已于 9月初对大米进

行统一配送，拨出项目首款共计 90 万元，覆盖 34 所学校，约 9091 名学生直接

受益，目前万源市采购因招投标工作遭到恶意投诉，12 月 18 日对变更公告进行

挂网公示，开标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9 日上午。直接受益达 9537 人次。



宣汉县桃花镇中心校学生用餐

弥渡县五台完全小学学生用餐



民生银行教育扶贫项目：8月底向河南省滑县拨付项目款项 150 万元，其中

120 万元用于资助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滑县二中民生宏志班学生读书 30

万元用于奖励优秀教育工作者。向河南省封丘县拨付项目款项 650 万元，用于捐

建封丘县民生学校。两县项目实施可使约 1400 名学生、300 名教育工作者直接

受益。

红河县学校援助项目：红河县人民政府根据自身的扶贫工作整体规划，拟实

施“哈尼梯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综合扶贫项目──梯田学校援建”，以此落

实精准扶贫战略，创新精准扶贫模式，通过开展农旅综合扶贫，帮助受益村庄脱

贫致富。本年度前期阶段准备中，并明年开工。已拨付首款 675 万元，届时直接

受益人数达 7031 人次。

B. 学校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6月 17 日在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 16 千米。其中硐底镇

石垭小学在此次地震后多数房屋成危房，现已停止使用并进行拆除处理，因在山

坡且坡度较大不便进行扩建，因此需要进行学校的整体迁建。硐底镇石垭小学教

学楼重建项目总建筑占地面积 1030.18 ㎡，包括新建 3层教学楼、食堂，总建筑

面积 2265.58 ㎡。项目的建设将使 300 名学生直接受益，改善学校的学习环境。

目前正在进行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地勘钻探、工棚搭建及旋挖桩。



钢筋笼子加工

进行钻孔工作



甘孜县控辍保学设施设备采购项目于 9月底完成厨房设备的采购，完成南水

北调教学点甘孜县双语幼儿园（现为甘孜县第二幼儿园）厨房的改造，支出项目

改造款 25424.43 元，560 名幼儿学生直接受益。控辍保学设施设备采购项目于

12 月初达成 1年质保期，期间设施设备无质量问题，支出项目质保金 46140 元，

小学生 2699 名直接受益。

甘孜县第二幼儿园厨房完成改造照片



甘孜县第二幼儿园厨房完成改造照片

甘孜县第二幼儿园厨房完成改造照片



银保监会教育助学项目今年在和政县及临洮县两县开展，对学生及教师进行

资金援助，已于 12 月对两县提交资料审核完毕，共计 4265575.29 元，受益人数

达 940 人，其中教师 45 人，学生 895 人。

蕲春县教育综合扶贫项目今年 7月在黄冈市蕲春县株林镇开展，并确定在蕲

春县进行东申希望小学的跑道援建及姚垸小学的洗浴设备及微机室设备配套。目

前东申希望小学跑道已经援建完成并交付使用，姚垸小学的洗浴设备及微机室设

备的配套进行政府采购流程中，预计 2020 年 1 月可完成政府采购流程并进行采

买安装。项目建成后 2056 名学生可受益。

蕲春县东申希望小学操场建成

C. 筑巢行动项目

筑巢行动项目本年共计 6所学校，其中 4 所已竣工，1 所正在装修，1所前

期续捐准备中，直接受益学生 1202 人次。具体学校建设情况如下表：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建设进度 备注

1 安徽 望江县 中洲小学 竣工

2 贵州 黎平县 高求小学 竣工

3 贵州 从江县 归奶小学 竣工



4 贵州 从江县 东勤小学 竣工

5 贵州 从江县 良文小学 装修

6 四川 阿坝县 安羌乡中心校 待建 前期续捐准备中

中洲小学筑巢行动项目竣工



黎平小学筑巢行动项目竣工

归奶小学筑巢行动项目建成照片



东勤小学筑巢行动项目建成照片

D. 书路计划项目

2019 年新执行项目学校 43 所，执行项目资金 2178549.47 元，发放

kindle1650 台，覆盖学生 27006 人。6月及 11 月分别为 2017-2019 年项目学校

护路者教师举办专项培训，受益人次 150 人次。3-6 月主导及参与亚马逊（中国）、

北汽新能源、新加坡吉宝等企业项目回访活动。

E. 恒大教育扶贫项目

12 月 27 日，资助武汉科技大学贫困大学生 100 万元，共有 322 名学生受益。

2. 项目效果

筑巢行动项目、米线计划等项目良好的的解决了地方因财政资金紧张等原因

未建设学生宿舍楼，保障了学生的安全及学校的良好的设施环境，也减少了学生

可能因为紧急事件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也让学生吃上了喷香的大米。以往破旧

的宿舍灯光昏暗、冬季的夜晚尤其寒冷，让学生们无法安心休息和学习，现在他

们可以在温暖明亮的宿舍里休息、学习、生活。对口帮扶类项目通过发放对学生

的资助款的也有效的提升了当地教育水平及高校就读率，大大增加了学生们走出

去的机会。



项目进行探访活动时，受到当地县政府、教育局的欢迎并得到积极配合，在

活动宣传方面也积极协调媒体进行报道传播。通过各网络渠道均可了解到相关活

动信息，宣传效果及网络民众反馈均积极向上，对活动的开展表示认同、赞赏。

3. 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书路计划项目本年度以“扶智扶志”为工作思路，开展了书路计划第四届、

第五届护路者教师培训班，共 200 人次护路者教师参加；43 个图书室 kindle 设

备及其他物资发放工作、北汽新能源、亚马逊（中国）项目回访等工作。

第五届“书路计划”教师培训班



第五届“书路计划”教师培训班全体合照

5月 28 日，苏宁易购集团副总裁、苏宁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康、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PP 体育首席解说娄一晨、腾冲市教育体育局

扶贫办主任俸昌院与媒体朋友们一行来到腾冲市东华明德小学，一起见证筑巢行

动“苏宁校舍”项目的竣工使用情况。与此同时，这些大朋友们也与全校 378

位同学共同度过了一次难忘的“六·一”主题队日活动。



苏宁校舍活动大会现场

知名解说员娄一晨给孩子们解说足球规则

孩子们六一游园日活动



苏宁校舍探访学校现场

10 月 14-16 日，寒冬将至，林志玲来到内蒙古通辽市芒汗中心小学进行实

地探访，为孩子们送上温暖的冬衣和爱心包裹，对已建成的筑巢行动-“志玲姐

姐儿童之家”进行回访。内蒙古的小朋友们特意穿上民族特色的服饰迎接，在新

建的校舍中，林志玲勘察了教室宿舍的环境、卫生情况、饮食条件等一系列与孩

子们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此外，她还亲身参与了学生们体育和艺术课程：

在教室里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走到户外一同热身做游戏、共同绘制为祖

国庆生 T恤等活动。为冬日增添了一丝温暖。



志玲姐姐参观孩子们的宿舍

志玲姐姐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志玲姐姐探访筑巢行动项目学校

从 2019 年 6 月底开始，至 7月 1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办成员先后前往

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达州市万源市、达州市宣汉县 3县，与弥渡县教体局、

达州市老促会、万源市老促会、宣汉县老促会、万源市教体局和宣汉县教体局相

关领导对 40 余所学校进行实地走访、调查，重点考察了各学校的厨房环境，以

及大米储藏环境。各学校校长及后勤老师对学校食堂平时的管理和运作进行介

绍。除个别学校厨房环境较差（已督促暑期完成整改），整体厨房、储存卫生条

件良好，都能实现大米一个月储存。



学校可储存大米空间

8 月 22 日上午，中国银保监会临洮县教育扶贫助学项目大会在临洮县临洮

中学成功举行。会议由中共临洮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顺尧主持，来自中国银保监

会、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扶贫基金会、临洮县委县政府的代表以及临

洮部分受资助师生和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与会嘉宾为学生和教师代表发放

了资助资金，现场学生代表杨光领读“自强宣言”展现了当代青年人应具备的不

屈不挠、自信、勇敢等优秀品格。



助学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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