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

2020 年第四季度总结报告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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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援建、国贸援建等其他中小

型项目组成。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含项目工作思路、项目工作进程、项目

工作成效，以数据或结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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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筹集善款

79732366.68元，累计支出69677749.25元，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64.25万人（次），

已经覆盖了 22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34 个县（市/区）。2020 年，该项目继

续以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为工作思路，开展了学校援学生资助等工作，筹集善款

46541391.66 元，投入款物支出 38219244.94 元，本年度覆盖 10 省 19 县，受益

人数为 394211 人（次）。暖巢 1号设计及其团队获得 2020 年 Active House Award

中国区竞赛总冠军奖。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1）收入情况；

筹集善款 46541391.66 元，善款主要来自上年度捐赠人续捐、网络平台筹集、

爱心企业捐赠等；

（2）主要筹资措施

筹资措施主要为维护捐赠人续捐，其次为公众平台宣传，吸引爱心人士进行

捐款。



2. 项目管理：

（1）款物支出情况

本年度主要执行项目有筑巢行动、书路计划、学生资助项目、学校援建项目

等，全年共计支出 38219244.94 元。

（2）受益人情况

本年度覆盖 10 省 19 县，受益人数为 394211 人（次）。

（3）项目运行情况

A. 乡村教育综合扶贫项目

2020 年，米香计划项目因万源市招投标工作一直无法正常推进，与万源市解

除援助协议，新增金平县项目。受疫情影响，推迟到 4月春季学期宣汉县、弥渡

县、金平县 3县开始陆续正常供应大米，本年内无法对完成项目一年的执行期，

与捐赠人沟通，延长各县供应时间。支出项目资金 1036180.00，覆盖 2省 3县，

直接受益人数达 13707 人次。

米香计划资金使用情况

序号 县名 支付金额/元 备注

1 弥渡县 180000.00 项目首款

2 宣汉县 406180.00 项目首款

3 金平县 450000.00 未达到拨款条件

合计 1036180.00 -



米香计划受益学生



米香计划大米送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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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建各方紧密协作加快项目推进，项目 7月以来取得较大进展。并

于 9月 28 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截至 12 月中，墙体建设基本完成建设。

红河县学校建设项目主体竣工

民生银行教育扶贫项目：9 月底向河南省滑县拨付项目款项 144.5 万元，向

河南省封丘县拨付项目款项 660 万元，用于两县教育扶贫项目。两县项目实施可

使约 1400 名学生、600 名教育工作者直接受益。

会昌县桌椅采购项目：于 12 月中向江西省会昌县希望小学拨付款项 26.32

万元，用以会昌县希望小学进行座椅采购。受益学生达 3000 人。

B. 学校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5 月完成阳光保险内蒙察哈尔 3 校学生援助项目，向符合标准贫困学生进行

资金援助，共计拨付资金 656640 元，直接受益人数达 608 人。



2020 年，完成长宁县中国国贸小学的工程建设，覆盖 1省 1县，直接受益人

数达 300 人次。

国贸小学项目竣工

支持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学术报告厅(阶梯教室)设施设备添置，

直接受益人数为 4000 余人。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0 周年纪念之

年，新加坡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与中国新加坡商会共同发起了募捐活动以支持中国

重庆市彭水县精准扶贫工作。经前期调研及商讨，对彭水县鞍子镇小学进行筑巢

行动项目支持，目前宿舍楼建设已竣工，支出资金 1740345.60 元，直接受益 403

人次。



彭水县鞍子镇小学主体封顶

银保监会教育助学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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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2407.82 元，临洮县已全部

拨付完毕，和政县因财务扎账问题有 126817 元待 1月财务开账后支出。受益人数

达 699 人，其中教师 45 人，学生 6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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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建各方紧密协作加快项目推进，项目 7月以来取得较大进展。并

于 9月 28 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截至 12 月中，墙体建设基本完成建设。已拨付

部分尾款 300 万元。

C. 筑巢行动项目

2020 年，筑巢行动项目援建校舍共计 6所。项目今年主要为推动已建项目顺

利实施及筑巢行动林志玲捐赠结余推动选址并开工建设，本年度执行项目覆盖 3

省 3县，受益人数为 1852 人。同时本年度筑巢还将 2018 年从江县 3所筑巢老大

难项目进行结项并拨付尾款。



筑巢行动除已匹配使用资金外，林志玲捐赠资金结余 3,838,532.00 元。“志

玲姐姐儿童之家”截至 2020 年选址已确定筑巢共计 15 所，结余资金使用与林志

玲团队达成一致：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再建造 5所“志玲姐姐儿童之家”，标准 60

万/所，达到 20 所筑巢；同时在未来 2年内打造“暖护”系列主题，一方面通过

配备洗护包对学生们实施手卫生干预，有效提高小学生洗手依从性，另一方面通

过关心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教育。

“志玲姐姐儿童之家”5所新增筑巢计划在两县开展，于 11 月中前往四川省

剑阁县推荐 2所选址，待捐赠团队确认中。另外 3所计划 2021 年初沟通合作友好

项目县进行选址。“暖护系列”洗手包及安全教育课程计划分两年执行完毕。第

一年完成云南、湖南、湖北三省，第二年完成内蒙、宁夏、四川、贵州四省。

暖巢 2 号选址在四川省阿坝县安羌乡中心校，项目于 2018 年设计完成后至

2020 年因为当地政策、捐赠方对项目质量把控、设计施工调整等多方原因无法开

展项目招投标工作。经过多方召集开会、现场讨论终于在 9月底达成共识，捐赠

方续捐 90 万港币（具体金额以实际结汇为准）用以支持项目。11 月 3 日阿坝县

完成项目招投标工作，由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承接项目。因阿坝县完成

招投标时已进入冻土期，待来年 4月进行开工建设。

筑巢行动学校建设情况

序号 项目省 项目县 学校名称 进展情况

1 云南省 会泽县 纸厂小学 主体竣工

2 云南省 会泽县 奋斗小学 竣工

3 云南省 会泽县 窝破小学 三层主体建设

4 湖南省 安化县 奎溪坪完小 拆除旧址

5 湖北省 黎平县 袁集小学 招投标完成

6 湖北省 黎平县 青山学校（九年一贯制） 招投标完成

7 四川省 阿坝县 安羌乡中心校 招投标完成



纸厂小学主体竣工

窝坡小学主体建设中



奋斗小学已基本竣工，待验收

2020 年中石油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定点帮扶与对口支援工作，拟援助江西省

横峰县港边乡小学进行教学楼及综合楼建设。项目资金 1150 万（其中中石油项目

资金 900 万，250 基金会自筹），首款 1000 万已于 6 月 18 日拨付至地方教育局

进行监管，再由地方教育局按项目进展情况分批拨付至施工单位。在当地政府及

教育局大力支持与推进下，港边石油中心小学项目进展顺利，于 2020 年 5 月开展，

7月已完成相关招投标前期手续，9月完成招投标，截至 12 月底已完成一层主体

建设。建成投入使用后预计受益学生达 1000 人。

横峰县港边乡小学地基完成



横峰县港边乡小学一层主体建设

D. 书路计划项目

2020 年，完成西盟县 2所小学校的图书室建设，覆盖 1省 1县，受益人数约

1000 人。采购 Kindle700 台，可覆盖项目校 14 所。

书路计划受益学生观看电子书

3. 项目效果

筑巢行动项目、米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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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行选址及探访活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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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8 月 19 日、8 月 20 日分别于在甘肃省和政、临洮两县成功举办中国银保监

会教育扶贫项目资助仪式。来自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扶贫协调处处长陈元浩、

中国银保监会甘肃银保监会普惠金融处处长胡睿、中国民生银行社会责任管理处

处长曹雪森、中国扶贫基金会脱贫攻坚协作部助理主任赵溪花、和政县委常委、

副县长王守君、和政县副县长杨春香、临洮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顺尧、临洮县政

府副县长李兰广出席，并邀请部分受助学生及教师代表参加此次活动，现场约 200

人出席活动。

临洮县政府副县长李兰广在银保监会扶贫项目资助仪式上致辞



银保监会扶贫项目资助仪式现场

银保监会扶贫项目资助仪式受助学生合影

2020 年 9 月 1 日上午，中国国贸小学援建项目建成仪式暨 2020-2021 学年

开学典礼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举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相仁、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晓瑾、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



军、长宁县政协主席周小平、长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强、长宁县教体局局

长张学元、中国国贸小学校长李奎及全校师生现场约 300 人出席仪式。

国贸小学援建项目建成仪式活动现场

国贸小学援建项目建成仪式活动现场



国贸小学援建项目建成仪式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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