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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为响应生态扶贫、助力脱贫攻坚，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8 年发

起了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探索经济林扶贫新模式，通过在生态脆弱

地区发展适宜经济林木，增加贫困人口务工收入及经济成果分红收入，

丰富收入来源渠道，切实帮助生态脆弱地区百姓增收致富。目前经济

林生态扶贫项目已在内蒙古、甘肃省、山西省 3 个省（自治区）的

11个县落地开展。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正式启动以来，已在内

蒙古敖汉旗、甘肃省古浪县、武山县、临洮县、渭源县、山西省偏关

县、平顺县、广灵县、岢岚县、岚县、左权县共计 11个国家级贫困

县落地，其中深度贫困县 4 个，涉及造林面积 125991 亩。2020 年项

目以扩大山西省沙棘项目为重点，在山西省的广灵县、岢岚县、岚县、

平顺县、偏关县、左权县共计 6个县新增落地 5.5 万亩的沙棘造林项

目，其中深度贫困县 2 个，筹集善款 2416.36 万元，投入款物支出

1983.66 万元，受益人数为 69540 人。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1）收入情况

2020 年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共计收入 2416.36 万元（其中项目

资金 2295.54 万元，项目管理费用 120.82 万元），所有资金均来自蚂

蚁金服集团捐赠。

（2）主要筹资措施

项目资金由基金会筹资部门移动互联网部负责对接捐赠人。



2. 项目管理：

（1）款物支出情况

本年度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在 3 省 11 个县的 13 个项目区执行，

项目收入 2416.36 万元，支出项目资金 1863.96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

如下：

表 1 2020 年项目支出表

序号 省 县 项目内容 支出金额/万元 支出事由

1 内蒙古 敖汉旗 5391 亩沙棘 90.97 第二笔款

2 甘肃省 古浪县 10600 亩梭梭、10000 亩花棒 597.37 第二、三笔款

3 山西省 偏关县 20000 亩沙棘 235.12 第三笔款

4 山西省 平顺县 5000 亩沙棘 0

5 甘肃省 临洮县 5000 亩沙棘 94.05 第一笔款

6 甘肃省 武山县 5000 亩沙棘 0

7 甘肃省 渭源县 7000 亩柠条、3000 亩沙棘 188.10 第一笔款

8 山西省 广灵县 5000 亩沙棘 94.05 第一笔款

9 山西省 平顺县 20000 亩沙棘 376.20 第一笔款

10 山西省 岢岚县 5000 亩沙棘 94.05 第一笔款

11 山西省 岚县 5000 亩沙棘 94.05 第一笔款

12 山西省 偏关县 15000 亩沙棘 0

13 山西省 左权县 5000 亩沙棘 0

合计 1863.96

（2）受益人情况

本年度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覆盖内蒙古、甘肃、山西 3 省（自治

区）的 11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覆盖深度贫困县 4 个，累计受益人

数 69540 人。



（3）项目运行情况

本年度主要推进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在山西广灵县、岢岚县、岚

县、平顺县、偏关县、左权县 6个县的新项目区落地执行工作，完成

6个新增项目区共计 5.5 万亩沙棘造林项目的协议签署，并完成其中

4.86 万亩沙棘种植。同时还跟进检查 2019 年在内蒙古敖汉旗、甘肃

省古浪县、渭源县、武山县、临洮县、山西省偏关县、平顺县落地项

目区的进度情况，推进完成平顺县、武山县、临洮县、渭源县的项目

区种植。本年度推进完成了 5 个春种项目区（渭源县、2019 年平顺

县、广灵县、岢岚县、岚县）的成活率验收。具体项目区建设情况如

下：

表 2 2020 年项目建设情况表

序号 年份 项目省 项目县 项目内容 进展情况

1 2019 内蒙古 敖汉旗 5391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2 2019 甘肃省 古浪县 10600 亩梭梭、10000 亩花棒 种植后抚育期

3 2019 山西省 偏关县 20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4 2019 山西省 平顺县 5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5 2019 甘肃省 临洮县 5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6 2019 甘肃省 武山县 5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7 2019 甘肃省 渭源县 7000 亩柠条、3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8 2020 山西省 广灵县 5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9 2020 山西省 平顺县 20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10 2020 山西省 岢岚县 5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11 2020 山西省 岚县 5000 亩沙棘 完成 3600 亩种植

12 2020 山西省 偏关县 15000 亩沙棘 种植后抚育期

13 2020 山西省 左权县 5000 亩沙棘 项目区招标阶段



三、项目活动及照片

4-6 月，春种项目区开展春季造林，中国扶贫基金会走访山西岢

岚县、岚县、广灵县及甘肃渭源县、临洮县项目区，了解春种情况，

与项目区沟通座谈。

图 1 项目区村民参与项目种植

图 2 项目区村民领取务工收入



图 3 项目区村民领取务工收入

图 4 项目区村民拿到劳务收入后非常开心



图 5 项目人员访谈受益村民

图 6 王军副秘书长体验整穴



图 7 王军副秘书长一行与项目区座谈

图 8 王军副秘书长与项目造林合作社交流



8 月 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山西省林草局、山西省扶贫办、

山西农业大学等机构的 5位专家，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 2020 年第二

次蚂蚁森林中国扶贫基金会山西省生态扶贫项目专家评审会。

图 9 山西省生态扶贫项目专家评审会

12 月 29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等机构的 5

位专家，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2021 年蚂蚁森林中国扶贫基金

会甘肃省古浪县柠条造林项目评审会。

图 10 甘肃省古浪县柠条造林项目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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