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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介绍 

产业扶贫项目（电商扶贫项目）自 2014 年开始，以“4·20”芦山地震

灾后产业重建为契机启动的产业扶贫实践。项目立足贫困县区，以特色农

业产业为切入点，以贫困农户为核心及主要服务对象，以农民合作社为组

织载体，从供给端精准发力，通过破解农产品上行过程中规模与效率、质

量与利益、信任与价值三大瓶颈，结合市场化力量推动农业组织方式、生

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优化实现贫困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深度链接。在具体手

段上，通过组建、优化、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

通过深耕产品品控管理提高产品品质，通过产业链拓展推广和地域公共

品牌打造，实现以贫困农户为参与核心的产业链提升，最终实现产业提质

增效、农户可持续增收与能力提升。 

截至 2019 年底，项目已惠及 14 省 35 县 51 家合作社，扶贫产品涵

盖生鲜、坚果、饮品和粮油四大类，2019 年全年帮扶贫困地区农产品实

现线上销售 4000 余万元，并通过链接资源支持合作社开展线上线下销售

达 7000 余万元，全年网络传播量累计 4.5 亿次，受益农户 23685 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951 户，户均增收超过 1000 元。参与支持的消费者

超过 10 万人。 

第二部分 项目进展 

一、中国三星盐源苹果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在北京召开盐源苹果上市发布会活动；盐源县龙洞湾苹果合

作社组织社员户进行苹果采摘、转运、分级成批运往雅安名山，由名山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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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负责装箱发货。12 月，盐源县龙洞湾苹果专业合作社赵兴志参加“中

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二期培训班”。 

 表 1 中国三星盐源树子洼村苹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454,5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454,5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20,754.20元(2019 年度)差旅费出自三

星资金大盘 

3 待执行费用 0.00元  

 

二、中国三星舒兰大米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合作社开展了“关爱贫困人口，助力脱贫攻坚”的社区公益

关怀活动，向贫困户、生活困难户送温暖、关心慰问。11 月，接待来自

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吉林省镇赉县，吉林省和龙市的中国一汽扶贫新

农人培训班学员 80 余人到基地参观和合作社组织建设经验交流。12 月，

组织合作社骨干人员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期“扶贫新农人”能力建设

培训班，并荣获三级示范合作社表彰。 

表 2中国三星舒兰大米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05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42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5,295.22 元 

3 待执行费用 62,704.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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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三星田东芒果产业扶贫项目 

11 月，中国一汽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产业扶贫专题培训会”；

前往凤山县中亭乡中亭村百香果种植合作社、凤山县百乐村百乐粮油种

植专业合作社、凤山县原生山茶油种植专业合作社考察交流学习。12 月，

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二期培训班”。 

表 3中国三星田东芒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2,0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50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5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1,350,000.00 万元  

 

四、中国三星富平柿饼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富平柿饼加工厂建设项目完成建设和调试，正式投入运用；

西北农林大学林学院老师到合作社柿饼加工厂进行技术指导。11 月，鲜

柿子采收结束，采收富平尖柿 138990 斤，并进入柿饼的晾晒等工序；富

平柿饼合作社确定了柿饼包装设计样稿，安排后续的包装模式和制作。12

月，富平柿饼加工厂建设项目通过验收，交由合作社具体运营；柿饼制作

完成，共计制作柿饼 3.3 万斤；合作社通过供应链培训，柿饼上线销售，

开始正式发运。 

表 4中国三星富平柿饼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1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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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项目支出 
850,000.00 元 

柿饼加工厂建设（640,000.00 元，合

作社建设 21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39,618.77 元  

3 待执行费用 250,000.00 元  

 

五、浙江加多宝雅安石棉黄果柑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开展第四届理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工作；在坪阳村市场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

12 月，合作社开展 12 月冬季生产管理技术培训工作；石棉县坪阳黄果柑

专业合作社王志伟、裴术林、王燕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二期培训班”。  

表 5浙江加多宝雅安石棉黄果柑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500,000.00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500,000.00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26,044.01 元，差旅费出自加多宝

4,80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0.00元  

 

六、浙江加多宝雅安名山猕猴桃产业扶贫项目 

该项目落地雅安市名山区东建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东建合作社）和雅安市名山区名建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名建合作社）两个合作社。10 月，两个合作社均开展了农民丰收节活

动，共 200 余人次参加。12 月，组织合作社骨干人员参加成都第二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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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项目培训，并开展合作社年终总结大会。 

表 6 浙江加多宝雅安名山猕猴桃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46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322,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23,322.16 元 

3 待执行费用 138,000.00 元  

 

七、中国旅游集团西盟普洱茶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十万大山拍摄组在西盟县进行普洱茶的项目宣传片拍摄；在

北京举办 “善品公社|西盟普洱茶产业扶贫项目”发布会；西盟县“乡村

领头雁培育行动”红茶加工技术深度培训班在西盟商烟街茶叶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班。11 月，普洱市 SC 认证部门验收厂房改造情况。12 月，召

开合作社理事会议；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传春到合作社考察调研

产业扶贫情况；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

人第二期培训班”。 

表 7中国旅游集团西盟普洱茶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0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66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5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90 ,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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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旅游集团德钦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 

12 月，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

二期培训班”。 

表 8中国旅游集团德钦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0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30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5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350,000.00 元  

 

九、苏宁控股集团隰县玉露香梨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玉露香梨上市进入最大发货期，累计完成证券公司团购、善

品公社平台销售 25000 单。11 月至 12 月，隰县玉露香梨项目参加了产品

销售、农产品展会，及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第二届“扶贫新农人”培训

会。 

表 9 苏宁控股集团隰县玉露香梨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2,0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79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6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150,000.00 元  

 

十、同盾科技察右后旗雪菊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亮菊惠农合作社组织骨干团队前往新疆达坂城考察学习雪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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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先进经验和技术。11 月，产业扶贫项目部主任冯忠德、项目负

责人李爱军参与察右后旗副旗长 “能人兴乡”项目进行意见沟通及启动

仪式。 

表 10 同盾科技察右后旗雪菊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320,000.00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30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2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0.00元  

 

十一、新力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合作社完成红花草推广，共计种植红花草面积 600 余亩；“扶

贫石城白莲·守护耕者尊严”白莲上市启动会暨 2019 年新力公益日系列

活动在南昌市举行，李宗枝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

作进展汇报。11 月，合作社启动农资统购业务，采购花费 30 余吨；石城

县中力种养专业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大由乡党委书记王桂成、乡长廖小

斌，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严润辰，产业扶贫项目部李宗枝及合作

社社员共 100 余人参加。12 月，检查水南村白莲观测点建设情况，基本

打桩工作完成，月底建设完成。 

表 11 新力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4,0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192,000.00 元 含 260,000.00 元活动费用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15,322.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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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执行费用 2,654,477.66 元  

 

十二、中国石油集团巴里坤县甜瓜产业扶贫项目 

12 月，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

二期培训班”。 

表 12中国石油集团巴里坤县甜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1,3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0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0.00元  

3 待执行费用 1,150,000.00 元  

 

十三、中国石油集团习水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 

12 月，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

二期培训班”。 

表 13 中国石油集团习水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3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9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0.00元  

3 待执行费用 210,000.00 元  

 

十四、苹果公司平武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合作社开展农民丰收节活动，共计 100 人次参加，并为社员

及村民代表发放慰问品。12 月，合作社代表冯天旭前往成都参与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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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培训，并开展合作社 2019 年终工作总结。 

表 14 苹果公司平武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27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89,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6757.8.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81,000.00 元  

 

十五、喜茶红河红米产业扶贫项目 

10 月，瑞典电视台北京分部记者一行 4 人到云南省红河红米合作社

采访梯田红米种植户；举办 2019 年红河县电商扶贫与乡村振兴培训班。

11 月，举办红河县 2019 年第二届脱贫攻坚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善品公社红

河哈尼梯田红米产品推介会；举行梯田学校项目进展讨论会。12 月，参

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二期培训班”。 

表 15喜茶•红河红米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2,0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12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5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1,500,000.00 元  

 

十六、Visa 中国盐源县大堰沟村苹果产业扶贫项目 

11 月，Visa 中国区企业传播部郑静娴总经理一行，到果园进行参观、

交流；“数字金融助力产业扶贫试点项目”揭牌仪式在盐源县联谊苹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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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举行。12 月，盐源县联谊苹果专业合作社杜国勇、李加国、李崇刚

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丨善品公社 2019年会暨扶贫新农人第二期培训班”。 

表 16 Visa中国盐源县大堰沟村苹果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执行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300,000.00 元   

2 执行情况 
 

  

2.1 项目支出 210,000.00 元  

2.2 项目执行支出-2019差旅  
36,132.90元，差旅费出自 Visa 中国

1,000,000.00 元 

3 待执行费用 9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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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项目大事记 

一、中国三星盐源苹果项目大事记 

1、10 月 14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中国三星、字节跳动扶贫在北

京召开盐源苹果上市发布会活动，盐源苹果社区发运随之展开。盐源县龙

洞湾苹果合作社组织社员户进行苹果采摘、转运、分级成批运往雅安名山，

由名山仓库负责装箱发货。 

 

二、中国三星舒兰大米项目项目大事记 

1、11 月 1 日，接待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吉林省镇赉县，

吉林省和龙市的中国一汽扶贫新农人培训班学员舒兰基地参观交流，舒

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凌云，扶贫办主任刘仁，平安镇党委书记毕务坤，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学武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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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三星田东芒果项目大事记 

1、11 月 23 日，中国一汽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产业扶贫专题

培训会”。邀请半汤乡学院副院长宋磊、江西赣州潘东风老师，中检集团

广西公司副总经理陈明洪、郭蓉燕专家进行授课。田东芒果合作社 37 人

代表参加。 

 

2、11 月 24 日，田东芒果合作社考察人员 37 人前往出发往中亭乡中

亭村百香果种植合作社，凤山县百乐村百乐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凤山县

原生山茶油种植专业合作社考察交流学习。凤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牙

韩良，凤山县经济办主任牙韩茂，凤山县林业局杨局长等领导参加。 

 

四、中国三星富平柿饼项目大事记 

1、10 月 23 日，富平促发柿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开始富平尖

柿的采收工作，同步进行柿子的削皮、晾晒工作，加工制作工序持续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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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结束。 

 

2、11 月 28 日，富平柿饼合作社确定了柿饼包装设计样稿，安排了

后续的包装模式和制作工作，（善品公社）包装于 12 月 16 日运达合作社，

投入使用。 

 

3、12 月 18 日，富平柿饼正式开始发运，合作社经过培训，完成岗

位分工和明确职责，通过申通快递，首天发运 350 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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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浙江加多宝雅安石棉黄果柑项目大事记 

1、10 月 19 日至 20 日，石棉县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开展第四届理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推荐选举出代表 27 名社员代表以无记名投

票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第四届理事会成员：王志伟、张洪斌、徐登

文、裴术林；监事会成员：曹正强、马元华、邹朝勇。并借此换届选举之

际，对长期以来支持合作社发展的 200 余户社员进行了奖励。 

 

六、中国旅游集团西盟普洱茶项目大事记  

1、10 月 3 日至 7 日，邀请十万大山拍摄团队前往云南省西盟县进行

普洱茶的项目宣传片拍摄。产业扶贫项目部张自涛全程参与脚本及视频

拍摄工作。 

 

2、10 月 14 日，由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论坛期间，中国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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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基金会联合中国旅游集团隆重发布“善品公社|西盟普洱茶产业扶贫项

目”。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与善品公社签订《扶贫产品合作意向书》，

共同协调整合优质流量、渠道和品牌资源，支持西盟普洱茶“触网上行”。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洪天云，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

任局副局长罗勇，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副巡视员王大洋，中国扶贫基

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参加。 

 

3、10 月 23 日，西盟县“乡村领头雁培育行动”红茶加工技术深度培

训班在西盟商烟街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开班。县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

朱成光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县委办、县人社局、县茶特局、力所乡、培训

学校有关负责人及 50 余名培训学员参加开班仪式。 

 

4、12 月 2 日，合作社理事会议就 2019 年西盟商烟街茶叶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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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上海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讨论。 

 

5、12 月 3 日，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传春到合作社考察调研

产业扶贫情况，西盟县副县长张文良表示目前商烟街合作社的产业扶贫

在西盟县是效果最明显的项目。西盟农业农村局局长马金明，西盟县茶特

局局长魏志平，西盟政府办公室主任李强等领导陪同调研。  

 

七、苏宁控股集团隰县玉露香梨项目大事记 

1、10 月 3 日至 15 日，隰县善品良田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连续发

出各证券公司消费扶贫的订单近 20000 件玉露香梨快递箱，共计玉露香

梨 15 万斤，共计销售额 1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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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月 16 日至 20 日，隰县善品良田联合社代表隰县果业局到北京

参加“一县一品”、“中国好食材”农产品展会，隰县玉露香梨在现场得到

参会嘉宾和消费者一致好评和称赞。 

 

3、10 月 7 日（9.9 重阳节）和 10 月 17 日（国家扶贫日），隰县善品

良田联合社在 6 个基层合作社所在行政村组织“重阳节敬老爱老”和“国

家扶贫日扶贫济困”社区公益活动，共计 1500 户，4700 人在活动中收到

慰问品。 

4、11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财务部主任唐凤美、刘

心怡，善品公社财务粟威，产业扶贫项目部主任冯忠德到隰县调研，查看

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助隰县善品良田联合社项目档案以及援助资金执行

支出情况，并就出现的问题和不规范的地方，给联合社财务人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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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同盾科技察右后旗雪菊项目大事记 

1、10 月 14 日至 16 日，为了拓展合作社管理团队的视野和认识，亮

菊惠农合作社组织骨干团队到新疆达坂城考察学习雪菊产业发展先进经

验和技术，了解合作社管理运营、雪菊产业发展和种植生产管理等专业知

识。 

 

2、11 月 22 日至 23 日，产业扶贫项目部主任冯忠德、项目负责人李

爱军，察右后旗副旗长倪龙进行“能人兴乡”项目进行意见沟通，次日参

与该项目启动仪式，倪龙旗长，汇丰银行代表王颖总，中国扶贫基金会产

业扶贫项目部主任冯忠德，旗扶贫办、农牧局、就业局、8 个乡镇苏木领

导以及 16 位致富带头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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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力石城白莲项目大事记 

1、10 月 13 日，“扶贫石城白莲·守护耕者尊严”白莲上市启动会暨

2019 年新力公益日系列活动在南昌市举行。李宗枝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

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作进展汇报。江西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

长刘石呈、江西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调研员陈娟，新力商业董事长兼总经

理王赟、新力地产集团副总裁、新力物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闭涛、上海

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基成、上海新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昕、

新力有家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中力合作社理事长高子勤等参与活

动。会后，全体嘉宾参加了新力都荟广场、新力帝泊湾幼儿园、帝泊湾小

区白莲体验展示活动。 

 

2、11 月 4 日，石城县中力种养专业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大由乡党

委书记王桂成、乡长廖小斌，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严润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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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部李宗枝及合作社社员共 100 余人参加。 

 

十、喜茶红河红米项目大事记 

1、10 月 7 日至 8 日，瑞典电视台北京分部记者一行 4 人到云南省红

河红米合作社采访梯田红米种植户，期间采访了宝华镇撒玛坝和乐育镇

尼美村尼美梯田及农户梯田耕作劳动、纺线织布染布等场景，红河县副县

长李璟以及相关部门领导、产业扶贫项目部王国锋全程参加。 

 

2、10 月 25 日至 28 日，举办 2019 年红河县电商扶贫与乡村振兴培

训班；本期培训以电子商务进农村为主要内容，培训对象主要为红河县有

关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种植养殖大户、返乡创业青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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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月 9 日，宝华镇合作社办公室重新布置制度牌和红河体育馆广

场红米产品推介会现场规划活动背景板，合作社白建成、董恒志、麻金良、

马梅芬陪同。 

 

4、11 月 15 至 16 日，丁亚冬副秘书长出席红河县 2019 年第二届脱

贫攻坚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善品公社红河哈尼梯田红米产品推介会，期间

会领导共同为喜茶红河梯田红米生产基地揭牌，并启动 2019 年善品公社

红河哈尼梯田红米产品上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社会责任部专务包斯、上

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副主任王兰生、喜茶媒体公关高级总监霍伟、中共

红河县委书记张智俊，红河县级各部门及 13 个乡镇主要领导，40 多家参

展单位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责任消费企业代表上千人，产业扶贫项目部王

国锋、张自涛全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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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 16 日，陪同丁亚冬副秘书长九点半在宝华镇朝阳村参加梯

田学校项目进展讨论会，兵工集团五洲工程设计院总建筑师董霄龙、兵工

集团包局、红河县委书记张智俊、副县长罗冲开、副县长李璟等领导参加

并发言。 

 

十一、Visa 中国盐源县大堰沟村苹果项目大事记 

1、11 月 6 日，Visa 中国区企业传播部郑静娴总经理一行，资源发展

部李媛、魏可新在盐源县联谊合作社办公室就目前的组织建设、生产品控

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与 Visa 郑总进行了交流，期间郑总一行到果园进

行参观，与果园装果社员进行交流，并了解合作社目前苹果包装分选的操

作流程。Visa 郑总还深入社员家中，了解社员今年的苹果销售情况，日常

生产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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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月 7 日 ，“数字金融助力产业扶贫试点项目”揭牌仪式在盐源

县联谊苹果合作社举行，本次揭牌仪式标志着 Visa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三年期产业扶贫项目合作全面开始。Visa 中国区企业传播部总经理郑静

娴，Visa 公司普惠金融项目经理岳杨祺，盐源县副县长王超，联谊苹果合

作社各骨干及社员代表出席，资源发展部李媛、魏可新，产业扶贫项目表

赵海阳参加活动。 

 

十二、扶贫新农人项目大事记 

12 月 24 日至 26 日，聚焦主战场 全力助攻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丨善品公社 2019 年会暨新农人第二期培训班在成都举行，期间中国扶贫

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中国和朝鲜代表处助理

代表张忠军、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助理朱万斌教授做了开班致辞，中

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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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巡视员赵铁桥，农业农村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张照新、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处长高芳、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校副研究员邵

科、亚果会创始人蔡剑菲、天下新农创始人辛巴、字节跳动运营经理白润

其、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黄怡、高邮市阳光特种水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戴大

喜等授课嘉宾，围绕农业农村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组织化与创新、

农产品品牌营销等进行授课和与学员互动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