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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定位及整体进展情况 

 

   “4·20”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我会依托 10 余年社区扶贫经验，

立足生态资源，创新扶贫模式推进精准扶贫，联合加多宝集团、恒大

集团分别援助 1000 万元在雅安市宝兴县雪山村、邓池沟启动美丽乡

村项目。该项目按照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生活、更加体验的理念，

通过建立和完善村庄经济合作组织体系，旨在增强项目村及项目受益

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实际问题，积极探索和实践中国

乡村社区精确扶贫模式。 

    2013 底两个项目正式签约启动，截至 2015 年年初，完成项目村

选址，编制完成两个村庄的整体规划。2015 年初全面启动村庄整体

建设，截止 2015 年 12 月底，两个村庄全面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村庄

民居建设、公共服务建筑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村庄合作社的制度

建设、提升了合作社的管理能力；2015 年 9 月 21 日，雪山村特色民

宿正式开始试营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营业收入达 39 余万元，

其中住宿收入 81100 元，餐饮收入 30 余万元。 

 

第二部分项目进展 

 

一、 村庄整体编制 

（一）加多宝彩虹乡村项目 

    我会邀请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营社（北京）建筑规划

顾问有限公司等国内优秀的乡村规划建设团队编制了雪山村整体村

庄规划方案。该整体规划立足村庄资源优势，结合宝兴县打造熊猫古



城的整体规划，抓住村庄生态资源和县城资源发展相衔接。在区域布

局和房屋设计上充分利用当地地势风貌，以特色民宿特色，发展中高

端旅游产品为主要方向，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辅助功能。房屋规划建

设上，以打造川西民居，保持原始风貌，突出雪山村民居特点为主，

一方面户型设计注重与环境、地形、道路环线合理布局，另一方面根

据群众承受能力，规划设计三个层次：购物+餐饮+旅游接待满足群众

需要。未来产业发展上，突出发展旅游产业，主要是结合县城成功申

报 3A 级旅游景区（熊猫古城），打造熊猫古城 4A 级旅游景区（熊猫

古城）和村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上档升级、生

态资源环境合理开发利用、人居环境美化、乡风文明素质提升，使之

成为县城旅游业补充接待点，减轻县城旅游高峰期旅游接待能力不足

压力，增加旅游产业收入。此外，整合新村聚居点和老村资源，依托

村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突出地方原种原生特色，大力

发展有机农业，建设生态观光农业为主，休闲农家为辅的新型农家村

落。整个规划依据“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的理念，以及在汶川地

震重灾区农村灾后住房重建和生计重建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结合

村庄资源禀赋，让群众走“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道路，计划以村民

为主体，通过生态环境修复、传统文化恢复和地域特色古民居的提升，

探索村庄重建发展新模式。 

   （二）恒大邓池沟项目 

邓池沟项目由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营社（北京）建筑

规划顾问有限公司等国内优秀的乡村规划建设团队联合编制，该规划



方案以人为本，注重挖掘村庄原有的熊猫文化和天主教文化，通过科

学合理规划布局，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规划统筹满足“充实产

业、改善设施、改善环境”三方面要求。以邓池沟独有的大熊猫文化、

天主教文化和精神进行凝练，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凝聚力，打

造独特的村庄风格和村庄文化。 

二、 村落建设和改造 

   （一）加多宝彩虹乡村项目 

    完成全村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全村 82 户农房重建；完成雪山福

民专业合作社特色民宿客房 15 套室内装修，全村具备 60 个床位的接

待能力，完成雪山村接待中心、会议中心建设及室内装修；完成雪山

村老年儿童活动中心（加多宝之家），加多宝景观平台，加多宝景观

广场，知青房（村史馆）等村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二）恒大邓池沟项目 

    完成戴维新村基础设施建设；水系景观特色打造；完成全村 39

户农房重建；完成邓池沟福民专业合作社特色民宿客房 14 套室内装

修，全村具备 54 个床位的接待能力，完成戴维新村接待中心、会议

中心建设及室内装修；完成邓池沟熊猫乐园建设施工；完成邓池沟村

民民俗文化活动中心等村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三、 合作社经济组织建设 

    宝兴县雪山福民专业合作社于 2014 年 6 月份正式注册成功，社

员为全体村民；社员代表、理事会、监事会由全体村民通过全体社员

大会选举产生的。其股权机构类似与股份合作社，加多宝捐赠资金中



规划有 200 万元为合作社的产业发展资金，合作社社员平等享有产业

资金和合作社固定资产的股权收益权。合作社可以投资下设分社开展

产业经营，并投入一部分资金，具体经营产业。总社收入（扣除运营

成本）的 50%将用于全体社员的年底分红，30%用于合作社产业发展

备用金，15%用于捐赠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其他贫困村庄的公益金，

5%用于村集体的福利金。目前雪山村初步组建了旅游分社，统一经

营管理民宿、餐饮。旅游分社实行合作社和社员 1:1 投资客房，取得

收益后与社员 1:1 分红；餐饮分社收取社员 10%的营业收入作为运营

服务费。这种合作社机制的建立既能满足对灾后重建村民的帮扶，又

能调动村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还能实现村庄的共同富裕。 

四、 村庄产业经营和能力培训 

   （一）积极开展自主投资经营，利用灾后重建的机遇构建产业发

展新格局。 

    雪山村初步建立起以民宿旅游为龙头、生态精品种养殖业和手工

业共同发展的新产业格局；通过组建全村经济合作社、制定收益分配

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宝兴县雪山福民专业合作社于 2014 年 6 月份

正式注册成功后，通过合作社投资、村民集资的形式，结合灾后重建

市场需求，先后投资运营了生态景观砖厂、数控机床厂和民宿旅游三

个产业，由雪山村村民自主决策、管理和经营，雪山村民宿旅游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正式对外试营业，首批共有 15 户 32 套客房、50

余个床位开展民宿接待，日接待能力 50-77 人；特色餐饮经营户 6 户。

受重建阶段的交通制约和冬季淡季的影响，2015 年试营业的 102 天



民宿接待营业额和餐饮业营业额为 39 余万元。预计 2016 年年营业收

入将超过 200 万元。 

    邓池沟则是以大熊猫发源地和百年天主教堂为主题，打造户外主

题线路、精品民宿为特色的旅游产业格局。邓池沟目前有 14 户 46 套

客房、54 个床位，目前具备接待能力的有 8 户；特色餐饮经营户 4

户。 

   （二）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提高村民自主经营

管理的能力。 

    为使雪山村和邓池沟村民完成由种养殖业、打工者到自主经营者、

民宿管家的转变，两年多的彩虹乡村建设过程中，开展了请进来、走

出去，涵盖经营管理、技术技能、文化礼仪和设计建设大大小小上百

次培训。 

    先后组织有乡村建设和管理考察培训，组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近

20 名前往河南郝堂开展乡村建设和发展培训；乡村善行者培训，组

织村民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大型公益活动善行者、拜访捐赠人，了解慈

善公益机制和理念，学习京郊现代农业和文创设计；开展乡村会计师

培训，学习财务管理、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开展民宿管家培训，一是

组织专业技能服务能手进村培训和示范，二是组织 11 名民宿管家前

往杭州学习民宿管理，并在杭州花间堂精品度假酒店接受了 10 天客

房服务培训和实习，三是利用晚间一个小时的系列课程，全村 15 户

民宿管家和感兴趣的村民完成了累计不低于 20 个学时的综合培训，

含礼仪、经营管理、团队建设、茶艺、插画艺术等方面的系统培训，



具备了民宿经营接待的基本技能。 

   （三）管理创新，面向全国聘请公益大掌柜。 

    为增强雪山村民宿旅游业的运营管理能力，雪山村尝试了面向全

国选拔公益大掌柜的方法，2015 年 8 月通过全国海选，招聘到公益

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 1 名。2015 年 9 月份，雪山村招募大掌柜开启

市场化运营新模式。在一个季度的运营中，大掌柜在村里发挥了其在

培训、花艺、人脉资源等优势，提升了雪山村民宿经营、餐饮经营的

软实力。 

   （四）以活动为载体盘活村落经济。 

9 月 21 日，举办了“雪山村民宿旅游试营业开业仪式”；10 月

20 日举办善品公社社区创业家（首期）培训班；即将在 16 年 4 月筹

办乡村非标住宿研讨会。除此之外为前来参观和交流的团体安排接待

和讲解，以此为契机，扩大雪山村影响力和吸引力。 

    雪山村的设计和重建富有乡村美感、且融合了产业发展的思路，

在雅安灾后重建 2015 年最美乡村评选中，从 300 余村中脱颖而出被

评为第一名。加多宝•雪山村美丽乡村计划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发

展成果，下一步我们会以能力建设、品牌与营销为重点，帮助雪山村

人学会自主经营和管理，完善雪山村的产业发展工作，深入探索从灾

后重建到社会化扶贫新路子，让乡村不但要美起来，还要富起来。 

五、 村落文化与品牌运营 

   （一）乡村建筑师 

自古以来，我们的乡村就有自己的建筑工匠，他们“就地取材，



与自然融合”，建造了大量的乡村建筑。然而在现代，随着村庄经济

发展，建筑能力提升，村庄开始单纯模仿城市建设。乡村的快速发展

导致的粗率建设，不仅使村庄丧失了大量精湛的传统工艺，而且使得

村庄的建筑与自然环境极度不协调，形成大量的文化伤疤。然而，村

庄的村民仍然是最了解自己的家园的人，他们缺乏的只是对传统建造

工艺的足够自信、正确认识和有效创新。村民的营建方式源于千百年

来积淀的生活经验，其中蕴藏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智慧。村民之

中不乏能工巧匠，他们在建造过程中可以对原有图纸提出独特的合理

化建议，而青年设计师也能从乡村工匠身上学到课本上所没有的知识

和能力。在设计师志愿者与乡村工匠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既能培养我

们乡村的本土建造师，又为青年建筑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学习、了解

和关注乡村建造的机会。 

结合项目实际我们于 2015 年启动了 “乡村建筑师计划”项目，

先后组织哈佛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优秀的高校建筑设计专业的学

生共计 5 个批次 20 余人走进雪山村，同村庄建筑工匠、村民一起建

房子，通过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将城市的建筑理念和村庄原有的建筑

传统结合起来，推动村庄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融合。 

   （二）“互联网+民宿”获得了品牌认知度和收益的翻番。 

雪山村和邓池沟均已提交了商标注册和认证，实现了 VI 识别的

统一标准；两村共 23 户客房实现无线网络覆盖，同时装入了去呼呼

智能门锁，实现了民宿客栈入住信息及收益的透明；“美丽乡村”微

信公众号已实现客房和餐饮网上预订的基本功能。 



第三部分项目资金预算及支出情况 

一、雪山村项目资金预算及支出情况。 

合同预算

归类 

预算支出

（元） 
项目合作单位 

合同资助金额

（元） 
项目内容 

一、村庄规

划设计费 
900000.00 

艾思玛特北京国际

文化顾问有限公司 
¥ 500,000.00 

用于项目 AIM 宣传片、团

队奖项 

北京市延庆县绿十

字生态文化传播中

心 

¥400,000.00 

用于四川宝兴雪山村整

体规划和雨城区七家村

咨询； 

二、工程建

设资金 
4400000.00 

中国共产党宝兴县

委员会组织部 
¥600,000.00 村民活动中心 

四川省晨兴建筑设

计审查咨询有限公

司 

¥ 6,000.00 
两个文化活动中心施工

图审查 

成都木原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 
¥ 60,000.00 

两个文化活动中心---施

工图设计 

眉山市崇仁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 630,000.00 

美丽乡村——宝兴县穆

坪镇雪山村村民文化活

动中心项目援助协议 

四川省雅安市喜峰

工程地质勘察院有

限公司 

¥ 10,000.00 

宝兴县穆坪镇雪山村文

化活动中心项目地质勘

查服务 

成都群星工程建设

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 19,800.00 

宝兴县穆坪镇雪山村文

化活动中心 

穆坪镇人民政府 ¥ 724,568.47 

美丽乡村计划——雪山

村知青房改造工程援助

协议 

穆坪镇人民政府 ¥290,000.00 

美丽乡村计划——加多

宝彩虹乡村项目雪山村

加多宝景观平台工程援

助协议 

穆坪镇人民政府 ¥ 982,850.00 

美丽乡村计划——加多

宝雪山彩虹乡村建设重

建户建房、加固户维修加

固资金补贴项目援助协

议 



穆坪镇人民政府 ¥724,568.47 

美丽乡村计划——加多

宝雪山彩虹乡村项目雪

山村知青房改造工程援

助协议 

穆坪镇人民政府 ¥ 500,000.00 
雪山村两个公共建筑室

内装修 

穆坪镇人民政府 ¥ 99,000.00 加多宝村民广场 

成都构架设计 ¥ 50,000.00 
雪山村两个公建设计费

（预估待拨付） 

三、产业发

展资金 
2000000.00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152,200.00 砖厂采购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80,800.00 数控机床采购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60,000.00 知青房转让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271,225.20 示范户房屋装修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969,620.00 旅游产业发展资金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171,076.00 旅游产业发展资金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284,000.00 

产业发展、办公及培训资

金 

四、合作社

培训经费 
250000.00 

乡村建筑师 ¥ 39,173.00 
 

郝堂乡村发展与能

力建设培训 
¥ 28,908.80 

 

乡村善行者 ¥ 17,641.47 
 

五、合作社

办公经费 
150000.00 

四川省宝兴县雪山

村福民专业合作社 
¥ 28,937.00 

7-9 月办公费，设备采购

费 

六、项目活

动与传播 
500000.00 

成都奇点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 80,000.00 

宝兴县雪山村和邓池沟

恒大两个项目点-----视频

拍摄与制作 

七、村庄关

爱资金 
100000.00 

 
¥ - 

 



八、不可预

见资金 
700000.00 

 
¥ - 

 

项目汇总 9000000.00 
 

¥ 7,780,368.41 
 

 

二、邓池沟项目资金预算及支出情况。 

合同预算归类 预算支出（元） 
项目合作

单位 

合同资助金

额（元） 
项目内容 

一、村庄规划

设计费 

450,000.00 

北京市延

庆县绿十

字生态文

化传播中

心 

900,000.00 
用于四川宝兴邓池沟村整体

规划和雨城区七家村咨询； 

450,000.00 

营社（北

京）建筑规

划顾问有

限公司 

 

邓池沟村配套设施的设计等

青坪村、和平村 

二、村庄建设

资金 
4,400,000.00 

宝兴县蜂

桶寨乡人

民政府 

784,150.00 
39 户重建房补贴；试验房补

贴款 

四川省晨

兴建筑设

计审查咨

询有限公

司 

6,000.00 
两个文化活动中心施工图审

查 

成都木原

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

司 

60,000.00 
两个文化活动中心——施工

图设计 

宝兴县卫

生局 
236,747.00 

美丽乡村计划——恒大邓池

沟（蜂桶寨乡青坪村、和平村

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和村卫生

室）项目援助协议 

成都群星

工程建设

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29,700.00 

宝兴县蜂桶寨乡青坪村、和平

村安置点民俗文化活动中心

项目监理合同 

眉山市崇

仁建筑工

程有限公

990,000.00 

美丽乡村——宝兴县蜂桶寨

乡青坪村、和平村安置点民俗

文化活动中心项目援助协议 



司 

四川省鑫

川建筑工

程检测有

限公司 

6,500.00 

宝兴县蜂桶寨乡青坪村、和平

村安置点民俗文化活动中心

项目施工质量鉴定服务合同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作社 

800,000.00 

恒大邓池沟项目戴维新村老

年儿童活动中心工程援助协

议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作社 

240,000.00 
宝兴县邓池沟项目戴维新村

村标、熊猫乐园建设援建协议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作社 

1,000,000.00 

宝兴县邓池沟旅游接待大厅、

民俗文化活动中心室内装修

援助协议 

三、产业发展

资金 
2,000,000.00 

旅游策划

会 
22,175.00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作社 

76,500.00 
美丽乡村计划——邓池沟重

建示范户装修资金援助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作社 

728,845.80 
美丽乡村计划——邓池沟旅

游产业资金援助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作社 

194,800.00 
美丽乡村计划——邓池沟产

业、办公及培训资金援助 

四、合作社培

训经费 
250,000.00 

乡村善行

者 
17,640.00 

 

郝堂乡村

发展与能

力建设培

训 

28,908.80 
 

五、合作社办

公经费 
150,000.00 

邓池沟福

民专业合
34,700.00 合作社设备采购和办公经费 



作社 

六、项目活动

与传播 
500000.00 

益人录（北

京）文化传

媒有限公

司 

80000.00 

美丽乡村雪山村、邓池沟公益

众筹宣传片拍摄制作及素材

采集 

七、村庄关爱

资金 
100000.00 

 
0 

 

八、不可预见

资金 
700000.00 

 
0 

 

项目汇总 9000000.00 
 

6,236,66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