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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介绍

百美村宿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3 年发起的创新型乡村产业发展项

目，该项目探索全新的“乡村旅游产业+”模式，致力于搭建村庄和外部联结的

公共发展平台，重估乡村价值，引入市场机制，激活乡村潜能，激发村民内生动

力，创造以村为本的发展机会。百美村宿项目自 2013 年成立以来，企业捐赠资

金、政府配套及社会投入累计资金超过 64578.96 万元，其中基金会筹集捐赠资

金 22104.46 万元，政府及社会投入超过 42474.5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累计 10.5

万人（次）。项目覆盖河北、河南、甘肃、陕西、贵州、湖南、四川、江西、重

庆、青海、内蒙古等 11 省（自治区、直辖市）25 县（区）27 村。

第一季度，已运营 9个项目村(含试运营)经营性收益超过 26 万元，累计超

过 2200 万元。带动村民就业超过 10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8 户，人均年工

资性收入约 29116 元。旅游扶贫带动村民间接收益估算约 343.6 万元。

第二部分 项目收支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百美村宿项目总收入：3,000,333.00 元，总支出：

6,796,436.18 元。

第三部分 项目执行情况

百美村宿项目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在民生银行、加多宝集团、恒大集团、中

国三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旅游集团的支持下，项目覆盖全国 11 省 25

县（区），其中深度贫困县 5个。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百美村宿项目执行项

目村 26 个，其中南峪村、韩徐庄村、姜庄村、田坝村、西元村、拉毫村、白岩

村、黄岗村、马巷村 9个村在运营；干埝村、新寨坪村 2个村在试运营中；下杨

寨村、车家河村、罗家磨村、伊瓦岱惹村 4个村二期施工；柳坪村、农林村 2

个村一期在建设中；大塘村、嘎日村、德乾村 3个村处于规划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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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三星·南峪村

截至 3月，南峪村在运营项目包括 15 套民宿，一套羊圈咖啡厅，运营情况

良好，一季度经营性收入总额超过 11 万；并完成相关媒体采访拍摄接待；此外，

合作社多次组织召开民宿管理座谈会，对民宿管理机制进行讨论，并建立新的利

益分配机制。

二、中国三星·白岩村

截至 3月，白岩村一期两栋旧民宿（16 间客房）改造工程运营状况良好；

二期游客接待中心、民宿、稻田餐厅也已在正式运营；一季度经营性收益超过

44 万元。合作社相关工作正常运转；产品研发设计工作基本完成，产品样品已

出。

三、中国三星·伊瓦岱惹村

截至 3月，伊瓦岱惹村一期民宿施工完成完成；2020 年洪水灾情，道路被

泥石流冲毁，至今未抢通，因而暂停软装工作，项目民宿未受损。平武县白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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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岱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与星营文化旅游（成都）有限公司签订运营合作协议。

2020 年 9 月 13 日突降暴雨，土墙严重受损及垮塌，项目受灾严重，所幸无

工人受伤。灾后设计到场，相关方沟通加固方案，并按照新方案施工。

四、中国三星·下杨寨村

截至 3月，一期项目已经完工交付，二期项目进入软装阶段；合作社正常运

转，合作社税务登记完成；且组织开展社区营造活动-暑期公益支教。

五、中国三星·农林村

截至 3月，2018 年底启动，项目硬装施工中，共计 4套院子 4间客房，配

套公建：接待中心、公共展厅、咖啡厅、餐厅、书吧等，预计下半年全部投入运

营；合作社相关工作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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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三星·车家河村

截至 3月，两期项目均已完工交付，目前处于筹开调试阶段，预计下半年投

入运营；合作社在柞水县发改局完成备案登记；合作社相关工作正常运转。

七、中国三星·干埝村

截至 3 月，两期项目共计 4 套院子 15 间客房，两栋公共建筑：餐厅、干埝

之家，2021 年 1 月正式投入运营；合作社相关工作正常运转。

八、中国石油·韩徐庄村

截至 3月，韩徐庄村一期 1套精品民宿、1套公建（不染工坊）、二期 6套

民宿全部投入运营，且完成 OTA 上线；合作社完成新一期村民技能培训，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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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研发工作，目前商标注册中。

九、中国石油·姜庄村

截至 3 月，姜庄村 10 套民宿建设完成投入运营；3 套公建（大运河文化中

心、姜庄文化中心、自然博物馆）已投入使用，第一季度经营性收入超过 47 万

元；合作社正常运转中。

十、中国石油·田坝村

截至 3月，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14 套院子 38 间客房，四栋

公区：工坊房、餐厅、茶室、踩歌堂，2020 年 10 月正式投入运营，第一季度经

营性收入超过 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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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石化·拉毫村

截至 3月，2017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6套院子 11

间客房，运营工作交给凤凰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目前已经完成项目移交工

作，目前在试运营期。

十二、中石化·新寨坪村

截至 3月，2017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7套院子 15

间客房，2020 年 12 月投入试运营，预计五一正式运营。

十三、中石化·马巷村

截至 3月，2017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2套院子 16

间客房，一栋公共建筑：文化中心，2021 年 4 月正式运营；合作社日常工作顺

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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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国旅游·黄岗村

截至 3月，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14 套院子 38 间客房，四栋

公区：工坊房、餐厅、茶室、踩歌堂，2020 年 10 月正式投入运营，第一季度经

营性收入超过 11 万元。

十五、中国华能·德乾村

尖扎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是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门户，地处青甘川旅游经济

圈，是环西宁百公里、1小时经济圈和旅游圈上的一个黄金点，区位优势明显。

能科乡德乾村共 4社，全村 195 户 987 人，是一个以藏民族聚集的村庄，生态

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目前规划评审会已过，规划设计了 18 个房间、2个多功能厅、2个茶室、1

个书吧以及多个功能性建筑，处于图纸深化阶段；运营评审会已过，西安研宿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以评审第一名为德乾村项目的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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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政府采购·嘎日村

硗碛藏族乡是离成都最近的藏族乡，处于藏区东部边缘，与汉、羌地区相交

接。背靠达瓦更札雪山，遥望成都，自然风光卓越。目前规划评审会已过，规划

设计了精品民宿控制区、康养小镇、荒野广场、示范户等多个区域，形成一套完

整的乡村旅游路线。运营方为村民自组织，提供智力支持及运营培训。

十七、政府采购·大塘村

大塘村位于施秉县城西南方，距县城 17 公里，辖 8个村民组，201 户，795

人；少数民族占全村人口的 27.7%。目前运营评审会已过，重庆瓦岗瓦舍酒店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评审第一名为大塘村项目的运营商。项目规划设计了 18 个房

间、已以及生态餐厅、咖啡厅 + 书店 + 杂货铺、悬崖无边泳池、多功能自然教

育课教室等 8个功能性建筑，目前处于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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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民生银行·反排村

台江县属贵州省黔东南州贫困县，计划 2020 年实现全县脱贫。2019 年第三

季度，反排村木鼓屋民宿由于地质灾害导致地基损毁，暂停营业，目前政府安排

施工队维修中；文化中心和红豆民宿正常运营。

十九、加多宝·雪山村

8 月，宝兴县突发强降雨引发全县多处山洪、泥石流、塌方、道路冲毁，对

民宿运营造成不利影响；9月，雪山村积极调整运营思路，项目恢复正常运营。

截至 3月，雪山村完成部分客房改造提升；与四川友格旅行社、成都福利社

等平台达成合作。

二十、政府采购·蟠龙村

截至 3月，蟠龙村磁窑餐吧、咖啡厅主体、赵家湾文创区、合作社自建“蟠

龙民宿小院”硬装完成，软装配置中；此外，蟠龙村有序开展经济联合社管理架

构完善工作，制定五户联助架构、骨干包片制度、贡献卡奖励制度，鼓励村民积

极参与村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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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政府采购·碧峰峡村

截至 3月，雅安市碧峰峡项目一期 4栋民宿完成建设，并投入正式运营，运

营状况良好；二期民宿施工中。

第四部分 项目大事记

一、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及秘书处领导参加活动

1. 1 月 20 日-21 日，百美村宿项目部召开 2020 年度工作述职会，部门员工

进行 2020 年度工作、成长与不足以及四宗“最”总结。王军副秘书长参会并对

部门工作表示肯定。

2. 3 月 2 日，《百美村宿-宝兴县噶日村总体规划汇报会》在宝兴县政府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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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会副秘书长王军，宝兴县委书记冯俊涛、县长罗显泽，百美村宿专家顾问

徐耘、梁冰出席会议，各方就总体规划详细沟通，充分讨论，就总体规划高度肯

定，并就下一步组织实施工作做了部署安排。宝兴县交通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

百美村宿项目部相关同事参加会议。

3. 3 月 9 日-11 日，王军副秘书长带队先后参访了大乐之野、木亚文旅、起

云山崌、苏州园林集团、西坡、乡伴集团及太阳社等国内知名的民宿单位和内容

运营伙伴，探讨乡村振兴发展趋势，沟通后续合作事宜。主任郝德旻、助理主任

张皓博及相关同事参加。

4. 3 月 17 日-19 日，王军副秘书长带队赴随州市、广水市及曾都区进行百

美村宿项目选点调研工作。随州市市长克克、副市长李寿焘，市扶贫办、市旅游

局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并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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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月 26 日，“ 数字乡村振兴跨界公益合作研讨会 ”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

成都办公室召开。丁亚东副秘书长、百美村宿项目部主任郝德旻，东甘孜州委常

委、副州长聂鑫，乡城县委书记曹建奎，丹巴县委常委、副县长唐战华，塘格聂

景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泽仁旺堆等相关领导出席，就后续合作进行探讨。

6. 3 月 27 日，第二届营地教育产业大会暨首届研学实践教育峰

会在北京召开，王军副秘书长出席并发表以“共建、共创、共享、共

生的乡村发展之道”为主题的演讲，介绍、分享百美村宿项目。

7. 3 月 30 日-31 日，王行最副理事长带队赴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与井冈山

市项目点进行调研考察，对项目进展和效果给予了高度肯定，指示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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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到井冈山参观革命圣地，学习红色文化。中国日报社编委、秘书长朱宝霞，扶

贫办主任郭海港，万安县常务副县长李艳辉，万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小清，井

冈山市委常委尹少志，会昌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彬，会昌县旅投公司董事长李卿

相，基金会乡村振兴协作部副主任赵溪花、郭送，百美村宿项目部刘宁波等参加。

二、捐赠方考察调研及活动

1.3 月 30 日，中国旅游集团金融社群负责人王建国、中旅总社总经理助理

林寿等负责人赴黄岗项目点进行考察，了解项目运营情况及部署“乡村振兴”相

关工作事项。吴定国、吴显忠，黎平县副县长张万广等人参加。

2.4 月 13 日，王军副秘书长组织带队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赵

东，东乡县委书记马秀兰及东乡县委、县政府等相关负责人赴甘肃省东乡县马巷

村项目点进行考察、调研，王军副秘书长作项目介绍。赵东书记、马秀兰书记高

度认可项目发展模式，后续东乡县委、县政府及各局将召开会议，学习并研讨百

美村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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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领导调研

1.1 月 12 日，江西省吉安市副市长李家祥到江西省万安县高岭宿集项目点

考察，对项目模式、民宿效果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可。万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赵明

浩，刘宁波做项目介绍。

2.1 月 14 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桃莲到江西省万安县高岭宿集项

目点考察，在肯定项目的同时，也提出后续要加强业态开发如水果种植采摘和周

边竹林等。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万安政协副主席、

五丰镇党委书记郭志佳参加调研，刘宁波、李玄筌作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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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月 18 日，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到江西省万

安县高岭宿集项目点考察，在沿线道路与环境整治、供电、公建软硬装、项目业

态与活动方面进行了指导与调度。万安县常务副县长李艳辉、政协主席何殷、副

县长赵明浩及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刘宁波、李玄筌等参加。

4.3 月 14 日，主任郝德旻组织设计方及运营方前往江西省万安县高岭宿集

项目点进行调研，并与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万安县

常务副县长李艳辉，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小清召开工作推进会，探讨下一步工作

计划。车毛毛、赵士奎、刘宁波、李玄筌，和尔萌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朱亚飞、总监邸姝婷，乡伴文旅集团董事长助理、伴城伴乡 NGO 组织负责人

吴江南以及乡伴文旅集团树蛙部落副总经理于彬等运营方代表参加。

5.3 月 16 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陕西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维国，商洛市政府副市长李育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等人前往陕西省柞水县车家河村进行项目调研，了解项目的运营模式、理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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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架构以及机制。

四、其他项目活动

1.1 月 23 日，由泸溪县人民政府主办的泸溪县乡村旅游工作现场会暨中石

化“山谷花间·栖迟谷”民宿项目交付仪式在新寨坪民宿项目区域举行，泸溪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向恒林、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符鸿雁、县人民政府党组

成员副县长向梦华、县委常委副县长于磊、副县长彭礼等单位领导到场参加项目

交付剪彩仪式，并现场召开乡村振兴百美村宿栖迟谷交流会，对下一步新寨坪民

宿发展规划和支持做了讨论交流，最后主要领导就餐并入住体验。

2.3 月 28 日至 30 日，“乡村旅游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专题研修班（第二期）在四川成功举办。青海省尖扎县委副书记汪生栋，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才让端智，县政协主席王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诺布尖措，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银吉卓玛，县委常委、副县长靳晓勇，县委常委、副县长王

鑫以及相关局、乡镇负责人一行 15 人参加。本次培训标志着尖扎县四大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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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要领导全部参加了百美村宿项目理念培训课程，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和交流座

谈，切实拓宽和提高了尖扎县级领导干部的眼界和旅游发展思路，提高了基层领

导干部在乡村振兴阶段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治理能力。我会副秘书长王军参加座

谈交流。

3.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湖北省随州市政府考察团在李国寿副市长带领下

前往四川调研，随州市扶贫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

业农村局及随县政府相关负责领导参加本次考察学习。本次考察分别前往资阳市

晏家坝村、蒲江县明月村以及彭州市蟠龙村实地走访调研，与当地政府领导及能

人村民深入交流，探讨乡村旅游产业模式和发展思路。我会王军副秘书长全程参

加，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志勋，彭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米兰佳，蒲江

县总工会主席陈贵陪同调研。百美村宿项目部组织本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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