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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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品公社项目在脱贫攻坚期间（2015 年 1月 2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收入资金 21071 万元，支出 10013 万元。项目累计

惠及全国 19省 89 个贫困县区 110 家合作社，覆盖农户数达 36347 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183 户），扶贫产品涵盖饮品、坚果、粮油、

生鲜、干货等 5类 47 个产品，建立品控管理示范基地 195329 亩，累

计网络传播量超过 20亿次，参与支持的消费者超过 4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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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项目进展

一、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石城白莲产业扶贫项目

7 月，监测研究部针对合作社财务建账、资金支出、项目凭证、

决策材料、利益关联等进行现场查验和评估。

8 月，中央 17套前往合作社进行石城白莲产业现场拍摄。

二、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吉安蜜柚产业扶贫项目

7 月，监测研究部对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井冈蜜柚合作社开展项

目监测，就合作社发展现状进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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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吉安县永阳江南蜜柚专业合作社蜜柚基地常态生产管理，

同时合作社红柚开始上市销售组货。

三、中航信托-永新黄桃产业扶贫项目

7 月，江西永新黄桃线上发运正式开启，善品公社、中航信托平

台、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线上发力，共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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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苹果公司-宣恩贡水白柚产业扶贫项目

8 月，宣恩贡水白柚专业合作社作社组织带领 70 名学员前往湖

南实地考察学习。

五、苹果公司-神农架蜜脆李产业扶贫项目

9 月，完成示范基地环境检测，同时开展一期项目系统性总结和

二期项目计划工作。

六、中国一汽集团-凤山山茶油产业扶贫项目

7 月，广西林业科研组专家在凤山县原生山茶油种植专业合作社

生产车间对合作社主要成员进行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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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凤山县原生山茶油种植专业合作社在那老村举办茶油低产

改造技术培训暨项目社区关爱活动。

七、腾讯公益基金会-阆中无花果产业扶贫项目

7 月，阆中市福瑞熙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会骨干会议讨论

并通过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 10000 元，用于支持河南水灾灾后重建。



产业扶贫项目 2021 年工作报告

（第三季度）

6

八、民生银行-封丘山药产业扶贫项目

7 月，封丘民生专业种植合作社组织理事成员及种植户前往温县

就骨干管理能力及山药种植户种植技术进行考察学习。

8 月，合作社理事长组织理事前往山药种植基地查看统计受灾情

况，并召开会议积极讨论解决方案，降低山药基地以及社员户损失。

九、国投集团-宁县蜂蜜产业扶贫项目

7 月，宁县林润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讨论决定，通过中国扶

贫基金会捐赠 6200 斤新出产土豆，用于应对河南水灾食物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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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合作社开展生产计划会，讨论宁县蜂蜜一期项目成效、二

期项目执行计划，项目经理查看示范蜂场建设情况。

十、中国三星-田东芒果产业扶贫项目

8 月，田东县祥周镇联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桂七芒销售及

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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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三星-盐源苹果产业扶贫项目

9 月，善品公社联合新浪微博、支付宝芭芭农场等公益伙伴共同

助力盐源县龙洞湾苹果专业合作社开展苹果销售，累计销售 30150 余

斤，创收约 15.7 万元。

十二、中旅集团-西盟茶叶产业扶贫项目

8 月，西盟商烟街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完成云南省供销合作社

2021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21 年普洱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

示范社申请。

十三、苏宁-隰县玉露香梨产业扶贫项目

9 月，隰县善品良田联合社 2020-2021 年度分红大会成功举办，

联合社下属 5 个子合作社共 60人参加分红大会，共计为 190 户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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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 300 元）发放分红资金。同时，隰县果业局授予善品公社「隰

县玉露香」区域公用品牌全渠道使用权。

表 1 产业扶贫项目财务报表一览表

1 项目资金 66,743,500.31 元

2 执行情况

2.1 当季项目支出 17,963,043.79 元

3 待执行费用
48,780,456.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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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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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乡村振

兴局、赣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兴产业促消费、庆丰收感党恩“中国农民

丰收节”江西活动在赣州市于都县开展。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夏更生，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李富君司长，江西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张鸿星，江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刘洪以及各省乡村振兴局分管领

导、各企业平台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上我会丁亚冬副秘书长分别与蚂蚁

集团签订针对河南、江西、甘肃等省的消费帮扶合作协议，与石城县人

民政府签订产业帮扶和消费帮扶合作协议。

二、其他活动

9月 9 日，石城县基层干部乡村振兴培训班召开，国家乡村振兴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洪天云，江西省副省长胡强，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

司副司长侯永健等领导到我会石城白莲项目合作社实地调研指导，产业

发展项目部副主任冯忠德向调研组就产业帮扶举措，合作社运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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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汇报，产业发展项目部李宗枝，李勇参与活动

协调。

9 月 14 日，隰县城南乡唐户塬智慧果园示范基地举行玉露香梨采摘

节，本次活动由隰县总商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全国

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主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市场总监赵旭参加

活动并致辞-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隰县的乡村振兴实践，全国城市农贸中心

联合会监事会主席、会长助理、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主任黄海参会并致辞-

梨果产销衔接，共促乡村振兴。隰县县委书记李亚丽、县长梁少杰、副

县长王旭元、王翠翠和隰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参与。

9 月 16 日，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曾佑志，江西省乡村振兴局二

级巡视员吴路宁，江西省乡村振兴局社会扶贫与对外联络处副处长钟彦，

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产业处处长李慧一行来我会石城白莲项目合作社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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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乡党委书记兰李振，合作社理事长高子勤就基本情况、帮扶机制等

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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