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美村宿项目 2020 年度总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中国扶贫基金会 10余年以来致力于推动农村社区与生计发展。在

参与地震灾后重建和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实践中，我们发现相当一

部分地区蕴含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着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特色村落。

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地区交通状况和村庄环境得到大力改善。中国

扶贫基金会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事业开展，并开

始尝试在部分贫困县域实施乡村旅游扶贫探索，以“百美村宿”项目

为基点，探索乡村复兴的全新模式。

“百美村宿”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自 2013 年发起的乡村旅游扶

贫创新公益项目，该项目探索全新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致力于

搭建贫困乡村和外部联结的平台，重估贫困村价值，创造以村为本的

发展机会。项目以村民自治组织合作社为依托，积极引入社会资金、

信息和人才等要素，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截至 2020 年底，百美村宿

项目已覆盖河北、河南、甘肃、陕西、贵州、湖南、四川、江西、青

海、重庆、内蒙古等 11省（自治区、直辖市）24县(区)26 村。

项目通过引导村民合作，共享合作社股份机制：引入各类合作伙

伴以市场化的方式共同打造,促进村庄产业发展，优化村庄产业结构，

实现共同富裕。针对村民特点，进行自组织体系建设、经济组织体系

建设和社区融合体系三大模式输出。先后推行了“三级联动、五户联

助”、“三七分成、二五保底”、“一个基本、三个原则”等精准扶



贫手段，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效果。通过品牌运营，打造项目影响力：

通过开设公众号，联合众多平台，全面树立项目行业影响力，组织或

参与各类论坛活动，为乡村发展、农民增收发声；出版相关书籍，传

递分享项目模式。

项目价值：盘活乡村资源，激发乡村活力，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项目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

裕。

项目愿景：把美丽、富裕、活力的乡村传递给下一代。

项目策略：以村宿为切入点和依托，促进乡村三产融合，推动乡

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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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亿，其中基金会筹集捐赠资金超 2亿，政府

及社会投入超过 4亿，直接受益人数累计 10.5 万人（次）。项目通过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融合体系搭建、社区融合相关活动开展，改

善了项目村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合作社为抓手，撬动乡村旅游、住宿、

餐饮、农副产品销售等产业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

2020 年，该项目以“保品质、精团队、炼模式、求创新”为工作

思路，一方面从培训、组织村民建立合作社，引入国内成熟的民宿运

营团队，对村庄发展及市场定位做出精准考察，并结合项目目标对村

庄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带动项目村庄稳定脱贫；另一



方面创新优化内部团队管理体系、增加团队凝聚力及执行力，注重团

队能力培养，提升团队的专业性；保证了在执行项目顺利推进。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筹集善款 3810.88 万元，投入款物支出

4798.18 万元，政府配套投入 12962.5 万元，覆盖 11省（自治区、直

辖市）24县（区）26 村，受益人数为 24221 人（次）。该项目于 2020

年获得 15 个奖项。

政府配套资金投入情况统计表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1）收入情况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累计筹集资金 3810.88 万元，资金来源：中

国三星 1000 万元、三峡集团 2300 万元，尖扎县人民政府 500 万元，

三棵树 10.88 万元。

（2）主要筹资措施

主要筹资措施为：筹资部门大客户筹款。

2. 项目管理：

（1）款物支出情况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累计投入款物 4798.18 万元，所投入项目

资金分别用于各个项目点的规划设计、民宿建设、公共建筑、合作社

发展、传播运营及项目执行成本。本年度政府配套及社会投入资金

12962.5 万元，合计 17760.68 万元。

（3）受益人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在中国三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旅游集

团、三峡集团、尖扎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项目覆盖 11省（自治区、

直辖市）24 县（区）26 村庄，受益人 6508 户 24221 人。截至 2020

年 11 月，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4）项目运行情况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共计 26个村庄，在管理序列中项目村 19

个，截至 2020 年底，达到入住条件的，运营中的村庄共计 19个（含

试运营），建设期村庄 2 个，规划设计中村庄 3 个，协议签订中的 2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基本情况



运营中（含试运营）村庄情况：

河北南峪村：2016 年启动，项目共计三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15套院子34间客房，1栋羊圈咖啡厅，2016-2020年累计收益超过1050

万元（数据截至 2020.11，不完全统计）。

河南姜庄村：2017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10 套院子 20 间客房，三栋公共建筑：活动中心、接待中心、自然博

物馆，2019 年投入运营，累计收益超过 72万元（数据截至 2020.11，

不完全统计）。

河南韩徐庄村：2017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

计 8套院子 17 间客房，2019 年投入运营，累计收益超过 27万元（数

据截至 2020.11，不完全统计），两栋公共建筑：芙蓉花坊、不染工



坊，芙蓉花坊项目，目前正在建设收尾阶段，预计年后正式投入运营。

贵州白岩村：2018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7套院子 25 间客房，配套公建：凉亭、接待中心、餐厅、咖啡厅等，

2020 年 8 月正式投入运营，累计收益超过 48万元（数据截至 2020.11，

不完全统计）。

贵州黄岗村：2017 年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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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收益超过 12万元。（数据截至 2020.11，

不完全统计）

贵州田坝村：2017 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已经全部完工，共计

10套院子 38 间客房，一栋公共建筑：游客接待中心，2020 年 9 月开

始试运营，开放 5 套院子，累计经营收益超过 21 万元。（数据截至

2020.11，不完全统计）

甘肃马巷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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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进入试

运营期。

湖南拉毫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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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寨坪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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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运营调试中。

陕西车家河村：2018 年下半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一期项目已

经完工交付，二期项目进入软装阶段，共计 3套院子 11 间客房，三栋

公共建筑：接待中心、以工换宿、茶室，预计 2021 年正式投入运营。

陕西下杨寨村：2018 年下半年启动，项目共计两期，一期项目已

经完工交付，二期项目进入软装阶段，3套院子 13 间客房，配套公建：



手工坊、餐厅、接待中心等，预计 2021 年正式投入运营。

四川干埝村：2018 年底启动，项目共计两期（第二期政府投入），

一期项目已经完工交付，二期项目进入软装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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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西元村：2020 年上半年启动，截至当前，项目部分完工，计

划建成民宿 6 套院子 19 间客房，配套公建：会议中心、以工换宿、游

客服务中心、农创中心等，2020 年 12 月启动运营。

甘肃罗家磨村：2019 年底启动，民宿院落在硬装施工及软装布置

过程中，其中两套小院已经布置完成，具备接待条件。预计全面建成

共计 6 套院子 15 间客房，一栋公共建筑：游客接待中心，预计 2021

年全面投入运营。

建设期村庄：

陕西农林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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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全部投入运营。

四川伊瓦岱惹村：2017 年底启动，项目硬装施工完成，今年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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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4 套院子 9 间客房，配套公建：接待中心、厨房、餐

厅，2021 年依据道路恢复情况继续推进建设与运营工作。

规划中村庄：

青海德乾村：2020 年 9 月签约，目前正在规划策划与图纸设计中，

预计年后启动施工工作。

四川噶日村（政府服务采购）：2020 年 9 月中标，目前正在进行

规划策划工作。



重庆柳坪村：2020 年 5月选村确认，规划策划工作已经完成，目

前正在图纸深化阶段，预计年后启动施工工作。

协议签订中的村庄：

贵州施秉县：2019-2020 年，开展 3 次选村调研活动，目前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协议商讨签订中。

内蒙古兴和县：2020 年，选村调研 3 次，目前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协议商讨签订中。

3. 项目效果：

（1）运营及带动收益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建设及运营工作受疫情影响较大，相较上

一年度，百美村宿项目新增运营（含试运营）村庄 9个，累计达到 18

个运营村庄，因建设进度及旅游业受影响等问题，已运营村庄在上半

年的运营情况欠佳，部分建设中村庄下半年投入运营，运营时间较短。

2020 年，实现运营收入超过 930 万元，项目启动至今，正式运营中村

庄数量为 11个，累计营收超过 2200 万元。

（2）大会及活动开展

5 月 14 日-5 月 26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扶贫

基金会联合发起“2020 中国公益 · 乡村建造营”野趣田坝活动，活

动由百美村宿、大城小村与乡村笔记联合承办。野趣田坝乡建营历时

12天，53 名师生参与线下建造环节，5 个小组完成 5处装置、5 份乡

村发展报告。



8 月 24 日，中国三星分享村庄-百美村宿广安市广安区干埝村项

目竣工仪式顺利举行。活动期间，由百美村宿项目部助理主任张皓博

做项目介绍，由广安区委副书记夏兴臣做仪式主持，商务部党组成员、

部长助理李成钢，中国三星首席副总裁王彤，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

领事张蹄壑，广安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永明出席活动并分别致辞。商

务部财务司司长郭婷婷、亚洲司司长彭刚、驻成都特派办特派员付艳、

亚洲司四处处长蒋昕，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佘骥、商务厅财务处处长

尹奇志，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博，中国三星集团副总裁郑承穆、

副总裁张剑、高级总监卞睿等参加活动。



9 月 23-26 日，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绿十字、新浪微博等

单位联合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支持

的乡村复兴论坛·修武峰会在河南省修武县举办。百美村宿项目部邀

请渭源县、尖扎县、宝兴县主要领导前往修武参加本次论坛。



10 月 26-28 日，百美村宿-尖扎县乡村旅游助力高质量脱贫发展

专题研修班(第一期）顺利举办，尖扎县县长旦增、县委副书记汪生栋、

县委常委、副县长靳晓勇、副县长尕藏东知等 19人参加，研修班成员

前往雅安市碧峰峡、浦江县明月村以及彭州市蟠龙村调研学习、实践

交流。

10月 30 日，2020 年第三届龙门山民宿发展大会在四川彭州龙门

山盛大召开，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参加并进行《让

绿水青山变成老乡的金山银山》主题分享。百美村宿南峪村 · 麻麻

花的山坡、白岩村 · 牧云涧、田坝村 · 梧桐山民宿项目进入 2020

中国民宿榜黑松露奖 TOP50 榜单，江西万安县、四川雅安市雨城区荣

获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创新实验（市）县奖项。



11 月 5-7 日，乡村复兴论坛·荣昌峰会在重庆市荣昌区举办，中

国扶贫基金会为公益支持单位，副主任郝德旻作“在路上——百美村

宿的乡建之路”的乡建经验主题分享。

11月 24-25 日&11 月 29-30 日，百美村宿项目部、宝兴县跷碛乡

人民政府以及夹金山干部学院共同组织开展了百美村宿宝兴县乡村旅

游扶贫专题研修班第二期（共两批），宝兴县跷碛乡各村干部及村民



共 90人先后前往雅安市碧峰峡、蒲江县明月村和彭州市蟠龙村进行实

地调研，并邀请了运营、设计以及农民组织领域专家为跷碛乡领导干

部及村民交流传授乡村旅游如何更好助力村庄高质量脱贫发展。

2020 年 12 月 3 日，由黎平县人民政府、中国旅游集团、中国扶

贫基金会主办的“乡村发展同行者”主题座谈会暨黄岗村开村仪式在

贵州省黎平县黄岗村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旅游集团、贵州省

扶贫办领导代表，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扶贫负责人、挂职干部代表、

县政府代表、行业专家等约 40人出席活动。为深入学习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经验，探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主题的“乡村发

展同行者”交流座谈会暨黄岗村开村仪式，并借此搭建一个扶贫干部

交流、合作平台，结合定点帮扶县实际，共话乡村振兴。



12 月 4日，三峡集团「高岭宿集」旅游扶贫项目正式交付，百美

村宿万安县西元村开村迎客。副秘书长王军，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沙先华，三峡资本党委书记、董事长金才玖，三峡新能源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赵国庆，江西省扶贫办一级调研员、省监测帮扶评估中

心主任宗培，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开始

集团 CEO 徐建军等各方嘉宾代表现场接牌。

（3）影响力带动

百美村宿项目自成立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20 年期间，



先后接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人大常委等相关领导

18人次；接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

等合作企业负责人 21人次；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刘文奎等领导到各项目点指导工作累计 22人次，其他市县领

导到访、调研、指导工作百余次。部分简况如下：

4 月 1 日，贵州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温杰、副主任委员路

良，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郑旭，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

长丁克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曹卫锋一行到雷山县

白岩村调研百美村宿项目。雷山县县长袁刚，合作社理事长唐文德，

项目经理吴定国、张通等参加并做项目介绍。

4 月 15 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慕德贵、黔东南州州委书记

桑维亮一行到白岩村调研百美村宿项目，雷山县委书记黄清发、县长

袁刚等相关领导陪同。百美村宿项目部车毛毛，项目经理吴定国、张

通等参加。



4 月 21 日，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黄强，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书记卢东林，濮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杨

青玖，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一行到姜庄村

调研百美村宿项目，中国石油驻村第一书记季俊田，项目经理吴晓森

参加。

5 月 12 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一行前往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调研百美村宿旅游扶贫项目的执行情况。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国务院扶贫办机关党委（人事

司）一级巡视员刘书文，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副司长张良，国务院扶

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刘晓山，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一级调研员

张洪波，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接萍，中国三星副总裁张剑，

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副秘书长王军、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



会副秘书长张静，中国扶贫志愿者服务促进会副秘书长周显刚，甘肃

省扶贫办副巡视员杜明华，定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渭源县委书记

吉秀，江西省扶贫办党组副主任路文革，石城县委书记鲍峰庭，黔东

南州政协主席文松波，州政府副州长吴坦，雷山县委书记黄清发，县

委副书记、县长袁刚等领导干部共同参与项目调研。

7 月 22 日-24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副

秘书长王军、副秘书长丁亚冬先后实地调研百美村宿绵阳市平武县伊

瓦岱惹村项目、雅安市雨城区碧峰村项目及宝兴县邓池沟村项目。调

研期间，同当地主要领导沟通了项目合作事宜，对项目的下一步发展

进行了指导。雅安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王加良、平武县委副书记胡

友谊以及百美村宿项目部副主任郝德旻、助理主任张皓博等参加调研。

7 月 29 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洪天云;甘肃省扶贫



办党组成员、副主任王俊民;定西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戴超等人前往百

美村宿渭源县罗家磨村项目点现场调研项目进度，洪主任对项目整体

规划表示高度认可，指示下一步在合作社建设和运营方面要积极调动

村民参与到项目中来，同时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求在国庆

节前完成整体项目工程建设，达到运营状态。百美村宿项目部杨鹏伟、

渭源县县委书记吉秀、县委副书记刘胜安、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显峰

一同参加调研。

8 月 24 日-25 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戴厚良、集团办公室

主任徐新福、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华林、销售公司总经理付斌、集

团扶贫办副总经济师闻亚梅等人前往台前县姜庄村及范县韩徐庄村进

行调研。副主任郝德旻、朱远栋，濮阳市市委书记宋殿宇、濮阳市委

副书记邵景良、濮阳市人大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范县县委

书记王秋芳等人参与调研。



9 月 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李凡荣、销售分公司总经理付斌、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王龙、贵州

销售分公司总经理曹景军等人前往习水县田坝村项目点调研。副主任

郝德旻做项目介绍，遵义市副市长姚轶、习水县委书记向承强、副县

长贾文新等人参加。

9月 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龙庄伟、民盟

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刘圣宇、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扶贫处处长赵铁琛、

河南省政府副省长霍金花到濮阳市姜庄村项目点调研，并对民宿扶贫

模式及成果给予了高度认可。濮阳市人大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

民、台前县委副书记王俊海，项目经理吴晓森等参加。



9 月 12 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前往雷山县白岩

村项目点调研。贵州省副省长吴强、黔东南州委副书记罗强、雷山县

委书记黄清发等领导干部共同参与项目调研。刘永富主任对中国扶贫

基金会和中国三星合作的百美村宿项目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对项目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继续提炼项目模型，充分利用白岩村当地农副

资源，调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希望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

村宿项目可以在全国更多的地方落地生根发芽。

9 月 17 日，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一行前往黎平县

黄岗村调研百美村宿项目。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胡国珍，黎平县

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李刚副总经理提出，百美村宿项目模式是非

常先进的，在项目亟待开业之际，要做好培训，把关好产品品质，做

足产品内容。



10 月 16 日-17 日，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司董事长王妙云、综合管

理部部长于福军、计划经营部副经理张超然，中国石化巴陵石化公司

总经理李德刚、副总经济师兼综合管理部经理黄彬，泸溪县县委常委、

副县长于磊到新寨坪民宿参访，冯亮就项目模式、执行进展、合作社

发展以及未来运营规划等内容做详细介绍，项目工作得到高度认可。

项目经理杨帆、合作社理事长符武团、运营方山谷花间创始人陈达栋

等参加。

10 月 21 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力、人大常委会委员金

安江前往白岩项目调研。雷山县委书记黄清发、合作社理事长唐文德、

项目经理吴定国、张通参加并做项目介绍。



11 月 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

文奎赴贵州省习水县田坝村百美村宿项目点调研，百美村宿项目部副

主任郝德旻、张润源、项目经理刘骏参加并作项目介绍。

11 月 16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前往百美村宿

干埝村项目点调研考察，并和合作社骨干、民宿管家座谈交流，百美

村宿项目部助理主任张皓博参加。



11 月 20 日，刘文奎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

社会工作司司长贾晓九到江西省万安县百美村宿项目调研，吉安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安县县委书记李伟平、县长刘军芳做介绍。民政

部慈善社工司社工处处长王铮健，江西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赵大伟、

慈善社工处处长邓丰华，吉安市民政局副局长夏诚，万安县县委常委、

副县长赵明浩，综合事务部副主任李文很、百美村宿项目部副主任郝

德旻等参加。

（4）项目获得行业认可

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受到行业内外高度关注，各项目全年累计

获得各类奖项、优秀案例共计 16例。具体情况如下：



4．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全年品牌传播重点关注：百美村宿品牌影响力打造和 19个民宿项

目的运营推广。2020 年，百美村宿项目部共主办 4场大型品牌影响力

活动、10余场村宿体验活动和数百次线上互动推广活动，传播量超过

20000 万次（根据不完全统计传播阅读量、播放量、观看量、人流量

等）。

全年品牌传播结合线上线下渠道全面推广，整合基金会、捐赠方、

政府方和项目资源，多渠道、多维度、多平台联动发力，为百美村宿

品牌影响力提升和项目民宿运营推广助力：

1. 线下覆盖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的商业 LED 屏、户外电梯广告、

TCL 电视、长虹电视开屏广告；联络罗德岛设计学院、代尔夫特理工

学院、伦敦艺术大学、天津大学、神户艺术工科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项目宣讲和村宿体验、建造活

动等。

2. 线上覆盖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 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地方卫视等官方主流媒体渠道，微博、微信、抖音、今日

头条、新浪、搜狐等新媒体流量渠道，借宿、知宿、SMART、CoCo 都

可奶茶等品牌联合方式，以及周冬雨、沙溢、胡可、周雨彤、陆思恒

等明星互动合作、电视节目推广等。



另外，百美村宿联合众多媒体、明星和相关品牌方持续发起村宿

体验、线上互动和营销推广等活动，助推品牌形象力的突破提升和项

目运营的精准转化。

百美村宿通过线上、线下媒体传播，围绕百美村宿和各个特色进

行定向宣传推广。线下传统媒体传播，针对正式运营及试运营项目进

行推广，6 月 21 日-6 月 29 日，拉毫村和新寨坪村分别上刊北京京信



大厦与蓝岛大厦户外大屏，每日曝光 60次，每次 15 秒。10 月 9 日-10

月 23 日，田坝村与马巷村项目上刊 TCL、长虹电视，上刊形式包括全

屏海报、开机 30s 视频等，进行公益广告推广，每日曝光量 400 万+，

人流量累积超过 1000 万人次。9 月 28 日-10 月 15 日，百美村宿田坝

村、拉毫村、新寨坪村、白岩村共六幅摄影作品上刊“向着幸福出发”

决胜脱贫共奔小康优秀影像作品展，分两期刊登于北京城市电视楼宇

联播网共超过 3000 块大屏，每日投放次数在 15-30 次，户外大屏不少

于 6处，人流量累计超过 8000 万次。9 月 20 日-12 月 18 日，2020 中

国公益·口罩日记计划在全国 11 座城市共落展 20场优秀作品展，累

计辐射观众超过 3亿人次。

线上新媒体传播涵盖：2020 年，百美村宿微信公众号共计发布 83

篇推文，阅读量为 86101 次。百美村宿结合新兴线上传播推广需求，

在 10月 17 日，百美村宿项目正式推出吉祥物 IP形象小羊村长。原创

文章《羊羊说，生活早该这样了》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官方微信公众

号发布，阅读量超过 10 万次。2020 年 10 月 15 日，《慈善与可持续

发展—中国行动 2020》报告及线上实时数据平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和基金会中心网共同于线上发布，多角度展示了中国基金会在落实《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慈善领域进一步助

力加速进程的潜力。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入选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 SDG1 消除贫困代表案例。11 月 17 日-11 月 27 日，与爱音斯坦

fm 联合开展“听 ta 的扶贫故事”活动，结合陶虹、周雨彤等共 6 位

明星，为白岩村、南峪村、干埝村、下杨寨村、新寨坪村、拉毫村、

韩徐庄村宣传推广，播放量共计超过 70 万。12 月，与行客旅行网在

西元村发起摄影大咖民宿试住体验活动，活动专题页面共发稿量 12

篇，总点击阅读量为 128704。累积增加#今年的最后一片银杏叶#微博

话题超过1200万+，#百美村宿#微博话题量突破一亿。与CCTV1、CCTV7、

https://mp.weixin.qq.com/s/j1eyb4a3ehLCAJm_7Bcopg


安徽卫视等卫视频道在黄岗村、马巷村、拉毫村录制专题节目，推广

项目民宿。

百美村宿联合明星公益影响力，发起线下体验和线上互动活动。

例如，邀请明星周冬雨、汪涵、李维嘉在湖南卫视双十一晚会推介百

美村宿南峪村，节目收视率 0.441%，到达率 2.400%，收视份额 2.173%，

预计传播影响力超过 5000 万人次。邀请明星陆思恒、张馨月、张静萱

等参与公益试住体验活动，并在微博、抖音、小红书发布试住体验照



片及视频，微博视频累积播放量超过 100 万次，抖音点赞量累积超过

8万次。



百美村宿与多家品牌方联合，发起线下体验和线上营销推广活动。

例如，百美村宿联合美团、借宿、隐居乡里等品牌在田坝村、西元村、



黄岗村、白岩村等开展 10余村民技能培训，参与村民超过 1000 人次。

百美村宿联合借宿、知宿、品橙旅游等旅游、民宿平台，全网推广民

宿产品，实现在地客户导流。

此外，百美村宿项目部于今年 2 月 29 日线上发起 2020 中国公

益 · 口罩日记计划公益倡导活动，我们号召艺术家和普通民众在戴

上口罩的日子里挖掘生活的点滴素材进行创作，也希望发动更多受疫

情影响的学生、城市和乡村居民表达自我。在线上征集的 2个多月时

间里，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共计 7927 件作品，累积参与人

员超过 19万人次，30 余位明星达人参与线上话题#加入口罩日记计划

#接力，200 余家媒体支持推广。2020 年内，在全国 11座城市共落展

了 20场优秀作品，辐射 3 亿+人群。



三、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下一步设想

目前存在的问题：

1、社区发展工作尚在探索过程中，未形成有效模式；

2、第三方运营能力有限，项目经营效益有待提升；

下一步工作设想：

在保证已有项目品质的基础上，将已实施的项目进行分类，并对

项目进行迭代；继续提升项目团队综合能力，提高团队核心竞争力；

标准化项目各板块工作，设计模式输出规则，搭建完善项目管理模式；

创新项目运营模式，打造百美村宿会员系统，吸纳会员入驻，增强客

源粘性。具体如下：

1、选村工作：新增项目村不少于 5 个（捐赠+服务采购）；

2、规划拓展：完成 21 年 6月前确认的新村（签订合同）规划设

计，实施新项目开发；



3、运维筹开：提升建设效率，推进 21年 6 月前新村建设工作，

完成老村软硬装建设收尾，筹备开业，年底前实现 22个村庄进入运营

（含试运营）；

4、品牌营销：完善会员系统，提升运营增量，探索与 OTA 平台合

作模式，打造品牌影响力；

5、乡村营造：模式探索与输出，形成标准考核体系，并应用于不

少于 15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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