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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背景 

南峪村位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三坡镇，周边环境优美，旅

游资源丰富，全村总共 224户，656 人，其中贫困户 59 户，贫困人

口 103 人。 

2016年 4 月由中国三星、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美丽乡村-

三星分享村庄项目在南峪村正式启动，项目通过“选村精准、项目精

准、资金精准、效果精准”的模式，实现“五个分享”：分享好的居

住环境、村庄资源、村庄发展机会、村庄发展成果以及一种村庄发展

模式和经验。通过引入社会资金、信息和人才等要素，推动乡村可持

续发展，把美丽、富裕、有活力的乡村传递给下一代。 

经过多年耕织于乡村的经验，结合现代旅游市场发展，逐步形成

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扶贫模式，以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乡村

的发展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从根源上解决乡村的贫困现状。 

同时美丽乡村-南峪村项目也是国务院扶贫办旅游扶贫项目先导

示范项目，将按照“景区带村、能人带穷”发展理念，利用其地处野

三坡景区的地理优势，进行适应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和改造，并以村

庄合作社为平台进行全村资源的管理和经营，通过乡村旅游驱动村庄

经济发展，实现村民脱贫致富。 

主要建设内容: 

一、整村规划、设计和建设，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 

二、组建村民合作社，整合村庄资源，通过村民共享合作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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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实现村庄共同富裕； 

三、促进村庄产业发展和开展能力建设，优化村庄产业结构，实

现经济提质增效。       

第二部分    项目执行 

 一、村庄整体规划 

针对北京巨大的高端乡村休闲需求与主题郊野度假需求，结合南

峪的实地条件，创造性的提出南峪乡村旅游发展定位。同时联合中央

美院对项目村进行发展规划，利用社会资源与乡村资源相结合，形成

多个全新的主题，打造旅游活动目标地。 

1、以改造老房子为民宿客栈的度假主题；2、以废石料厂改造为

户外拓展训练基地、自驾游目标地；3、以利用荒置旧村园地的林间

采摘亲子主题；4、以利用原有峡谷山路的徒步探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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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启动 

2016年 4 月 10日，中国三星、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分

享村庄”项目在南峪村正式启动。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

中国三星首席副总裁李秉澈、副总裁王幼燕、我会副会长江绍高、秘

书长刘文奎、副秘书长王军、河北省扶贫办副主任王留根、涞水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朱明新等参加了启动仪式并揭幕，标志着南峪村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合作社建设 

（一）工作站建立 

2016 年 4 月完成南峪村工作站建设，包含办公电脑、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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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采购以及三星分享之家展厅的布置，展厅中布置多功能三星

电视，可供做项目汇报或组织村民一起看电影用。 

 

（二）合作社组建 

4 月 1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及涞水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组织南峪

村合作社设立大会。通过公平、公证、公开的方式，南峪村全体村民

代表选举出 7 位理事，5位监事，其中段春亭出任理事长，王术银出

任监事长，正式成立涞水县南峪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选举出综

合部、财务部、采购部部门成员，明确合作社组织构架及各项规章制

度，明确合作社各部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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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社管理体系建设 

合作社建立“三级联动，五户联助”管理体系，三级联动为 14

位骨干联动 43 位联助代表，43位代表联动 224户村民；五户联助为

每 5 户村民自由组合为一组，其中最少有一户为贫困户，在实现有效

管理、政策宣导的同时，倡导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产生了良好

的凝聚效果。 

 

（四）合作社股民确权及分红机制建立 

合作社通过 8 条股权认定标准，总共认定全村 224 户，656 位股

民，并为 224 户制作股权卡及五户联助信息卡，村庄股民每年重新认

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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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机制方面：按照“一个基本，三个原则”的分配方式，“一

个基本”指的是全体村民共享，每人都有“人头股”；“三个原则”

是“多投多得、多劳多得和帮扶贫困”的原则。合作社形成一致决议，

产生的收益 50%用于给全体村民分红；30%用于合作社发展基金；10%

用于乡村公共事业或帮扶弱势群体；最后的 10%作为公益传导基金用

于帮扶其他乡村。股民凭卡分红，一般户分一份，贫困户分双份。 

 

股权证样本 

四、精品民宿工程 

（一）房屋流转 

项目 1、2 期流转闲置农宅 10 套，流转 15 年，流转的房屋用于

精品民宿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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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改造设计 

    秉承将乡村建设的更像乡村的理念，让都市的游客能体验到原汁

原味的乡村，同时能享受到舒适的室内环境，我们在设计时尽量的保

持建筑外立面原貌，同时将室内设计做的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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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宿工程施工情况 

经过前期的筹备，民宿工程 2016 年 6月 27号正式开工建设，经

过为期约两个月的紧张建设，民宿 1期工程于 8 月底竣工，包含民宿

1、2号院，民宿 2期项目于 10月初开工，包含 3#、4#、5#、6#、7#、

8#、12#院，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 2017 年 5月能正式对外营业。 

 

 
施工中的民宿 1 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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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完成的 1号院咖啡厅 

 
咖啡厅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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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完成的 2#院客厅 

 
施工完成的 2#院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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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宿项目运营情况 

1、项目开业 

在中国三星、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涞水县南峪村合作社等多方面共

同努力下，经过近半年时间，村庄在合作社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房屋改造样板工程顺利竣工、项目于 9 月 21 号开始试运营。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首席副总裁李秉澈、副总裁王幼

燕、我会会长段应碧、副秘书长王军、涞水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明

新等相关领导出席开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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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开业仪式上致辞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介绍民宿特色餐饮并组织对菜系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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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主任助理郝德旻介绍南峪村项目情况     

2、管家招聘培训 

    项目 1 期在村庄挑选 4位管家，对其在打扫庭院、待人接客、迎

来送往、做饭做菜等方面进行综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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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菜品研发 

聘请专业的研发团队，对南峪村的传统特色饮食摸底调研，在原

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让游客能体验到超五星的特色美食。 

 
研发的特色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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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特色火盆锅 

4、民宿经营 

   （1）从 9 月项目开业以来，营业额收入总计 75900元。 

 

（2）12 月 30 日，南峪村旅游合作社第一次分红大会召开。全

村 224 户互助代表参加，平均每户分得 3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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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工换宿项目 

项目通过免费提供住宿的方式，向全球招募志愿者到村庄提供志

愿服务，围绕乡村文创、乡创开展创新、创业以及一系列对乡村发展

有益的事情，共同助力乡村，激活乡村。志愿者宿舍用房已经流转，

室内设计已经完成，预计 2017 年 5 月投入使用。 

室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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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民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包含道路、桥梁工程、饮水井、电路改造

及冷库建设、道路亮化、景观提升等方面。目前道路、电网和亮化工

程已经实施完毕，冷库、水井、桥梁景观提升的方面的工程还在实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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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村庄垃圾处理项目 

引进第三方环保组织，对村庄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探索乡村垃

圾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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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影响力 

（一）政府层面 

1、汪洋副总理到涞水调研旅游扶贫，南峪村合作社理事长段春

亭向总理汇报村庄扶贫工作。 

 

2、 2016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亲自带队到南

峪村进行调研，高度肯定了南峪村旅游扶贫的做法。 

 

    3、国务院扶贫办高度重视本项目，将南峪村项目作为旅游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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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先导示范项目，海波司长三次到三星分享村南峪村进行调研。

 

4、河北省农业厅厅长魏百钢带领河北省 69个县市的党政一把手

（县委书记和县长）到南峪村考察调研。 

 

    5、2016 年 9月 28号河北省扶贫办主任魏存计带领全国各省市

扶贫办领导到南峪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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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原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王健，保定市委委员、常委罗德强、

保定军分区政治委员卢少泽等到南峪村参观调研。 

 

7、2016 年 6 月-8月，平均每周 2 批次各市县领导到南峪村考察

学习，9月-11 月，平均每周 3 批次各市县领导，各商业公司到南峪

村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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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层面 

2016年，央广网、搜狐网、新浪网、中国网、人民网、新华网

等 36家媒体对南峪村进行了报道传播，微信文章及南峪村宣传视频

网络点击量超过 16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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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项目资金支出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具体内容 捐赠资金（元） 县配套资金（元） 预期项目支出（元） 

一 设计规划费 
具体内容 

- 2,100,000.00  

二 
民宿设计改造

类 

5,000,000.00 1,000,000.00 3,000,000.00 

房屋流转 1,000,000.00 - 504,500.00 

分享之家 500,000.00 100,000.00 500,000.00 

三 公共建筑类 

游客接待中心、会议室

等公建打造 
2,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主村排污及风貌打造 - 5,000,000.00  

入村桥梁  2,000,000.00  

示范户打造及叠水沟谷

开发 
 4,000,000.00  

河道整治及景观打造 - 5,000,000.00  

四 

合作社发展类 

日常运营经费 600,000.00  200,000.00 

五 合作社培训费 200,000.00  100,000.00 

六 合作社产业发展经费 2,000,000.00   

七 项目传播类 项目的宣传经费 500,000.00  100,000.00 

八 不可预见资金 以工换宿项目、饮水井 300,000.00   

九 合计  12,100,000.00 20,200,000.00 5,404,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