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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为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乡村教育发展项目。该项目通过

援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开展贫困学生及教师培训、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等措施为

乡村教育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以改善学校办学质量，助力贫困学生全面发展。该

项目主要涵盖筑巢行动、银保监会助学项目、中石油援建、国贸援建等其他中小

型项目组成。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是 2019年新成立的综合类项目，由筑巢行动、学校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乡村教育综合扶贫项目等其他中小型项目构成。2021年，该项目

继续以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为工作思路，开展了学校援建、学生资助等工作，筹集

善款 47,981,416.83元，投入款物支出 27,145,463.97元，本年度覆盖 18省（直

辖市/自治区）30县（市/区），受益人数为 44.96万人（次）。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收支情况： 

（1）收入情况 

筹集善款 47,981,416.83元，善款主要来自网络平台筹集、爱心企业捐赠等； 

（2）支出情况 

本年度主要执行项目有筑巢行动、书路计划、学生资助项目、学校援建项目、

米香计划等，全年共计支出 27,145,463.97元。 

2. 项目管理： 

（1）受益人情况 

本年度覆盖 18省 30县，受益人数为 44.96万人（次）。 

（2）项目运行情况 

A.南网知行书屋项目 

完成项目前期调研、推介、评审选址；确定 101 所项目学校，其中广东 3 县

14所，广西 4县区 26所，云南 4县 26所，贵州 5县区 29所，海南 2县区 6所；

完成项目的书单研发和启动仪式。目前已推进完成 100 所学校的协议签署（万宁



白沙学校协议待签），正在推进 101 所学校书屋的建设工作，包括硬装改造，图

书、家具、灯具、电子设备等的采购。 

序号 项目省 项目市 项目县 学校数量 

1 广东 
云浮市、茂名市、韶

关市 
新兴、化州、新丰 14 

2 广西 百色市、贺州市 右江、田阳、八步 26 

3 云南 迪庆州、曲靖市 维西、香格里拉、德钦 26 

4 贵州 
安顺市、黔西南州、

黔东南州、毕节市 

紫云、普定、平坝、安

龙、雷山 
29 

5 海南   白沙、万宁 6 

总数       101 

B.乡村教育综合扶贫项目 

2021 年，花西子苗族女童扶持计划定向帮扶贵州省雷山县 1-9 年级 20 所学

校的 100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苗族女学生。于 2021年 3月在雷山县朗德镇报德小

学举行捐赠仪式；5 月完成 1006 名受益学生申报材料审核并拨款到教育局，7 月

-9月完成资助款 100万元的发放、签领。截至 12月 31日，项目已完成结项。 

 

 

 



  

米香计划项目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启动实施，从金平县教育体育局到项目实

施各学校均安排专人负责米香计划项目，截至目前，弥渡县完成 19所项目学校共

计 145161公斤大米配送，完成食堂设施设备补充协议签订，正在实施；金平县完

成了 36所项目学校共计 172950公斤大米的配送。2021年，本项目为金平县 4170

名学生、弥渡县 3010名学生提供一整年午餐所需的大米，改善孩子们的午餐营养

问题。 

 
金平县老勐心安里小学学生就餐 



2020 年 5 月 16 日，陈赫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宣布成立“陈赫乡村公益爱心

基金”，重点帮扶国内欠发达地区的乡村，通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推广等

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于 4 月确定对晴隆县茶马镇人才公寓及电商孵化馆进行援助

建设，5月签订项目援助协议，6月初项目开工建设。截至 12月 31日，人才公寓

及电商孵化馆建设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于 2022年 1月完成并竣工。 

 

电商孵化馆主体建设完成图 

 

人才公寓主体建设完成图 



 

人才公寓内部装修图 

 “生态校园补水计划”于 2021年 12月 14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

区马渠小学正式启动。12月 20日至 21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包

括马渠小学在内的五所学校展开考察。 

 



 

  

C.学校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支持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学术报告厅(阶梯教室)设施设备添置，

2021年支出资金 108,000.00元，直接受益人数为 4000余人。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0 周年纪念之

年，新加坡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与中国新加坡商会共同发起了募捐活动以支持中国

重庆市彭水县精准扶贫工作。经前期调研及商讨，对彭水县鞍子镇小学进行筑巢

行动项目支持，目前宿舍楼已投入使用，2021 年支出资金 745,862.40 元，直接

受益 403人次。 

 

  

银保监会教育助学项目在和政县及临洮县两县开展，对学生及教师进行资金



援助，于 12月 15对临洮县提交资料审和完毕，和政县资料于 12月 17日搜集完

毕，12月底完成资料审核。计划于 2022年 1月 15日前提交所有项目资料。两县

共计 889.9 万元。原定 10 月开展“自强学子圆梦讲堂活动”，因甘肃新冠疫情影

响取消举办，时间未定。受益人数达 3145人，其中教师 40人，学生 3105人。 

D.筑巢行动项目 

2021 年筑巢行动项目 10 个，其中在待建 2 个，在建 3 个，待结项 5 个。项

目今年主要为推动已建项目顺利实施及筑巢行动林志玲捐赠结余推动选址并开工

建设，本年度执行项目覆盖 5省 6县，受益人数为 2787人。 

a.安化县奎溪坪完小完成首中款拨付，52.5万元。完成主体建设，外墙粉饰

及内部装修中； 

b.孝昌县袁集小学、青山学校完成首中款拨付，105 万元。两个学校筑巢均

已竣工并入住，待 2022年 2月提交结项资料； 

c.会泽县纸厂、窝破、奋斗三所小学已于 2021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建设并拨付

首中款，136.5万元；学生于 2021年秋季已全部入住；结项资料待提交。 

d.暖巢 2 号--4 月初我会项目人员与设计单位前往现场实地查看放线结果，

阿坝县安羌中心校于 5 月开工建设，截至 11 月底已完成主体建设并进入内部装

修阶段尾声，已拨付项目资金 172.7794万元。 

e.太康县二郎庙小学为 2021年新选址学校，已于 12月 4日完成项目招投标

开标，目前施工队已进场。 

f.罗田县鸡鸣山小学及许家畈小学为 2021 年新选址学校，目前为预算审核

阶段，计划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施工放线。 

筑巢行动学校建设情况 

序号 项目省 项目县 学校名称 进展情况 

1 云南省 会泽县 纸厂小学 竣工 

2 云南省 会泽县 奋斗小学 竣工 

3 云南省 会泽县 窝破小学 竣工 

4 湖南省 安化县 奎溪坪完小 内部装修 

5 湖北省 黎平县 袁集小学 竣工 

6 湖北省 黎平县 青山学校（九年一贯制） 竣工 

7 四川省 阿坝县 安羌乡中心校 内部装修 

8 河南省 周口县 二郎庙小学 地基建设 



9 湖北省 罗田县 鸡鸣山小学 项目预算 

10 湖北省 罗田县 许家畈小学 项目预算 

 

纸厂小学竣工 

 

窝坡小学竣工 



 

奋斗小学竣工 

 

袁集小学竣工 



 

青山学校竣工 

 

奎溪坪完小建设图 



 

安羌乡中心校建设图 

 

二郎庙小学开工建设图 

横峰县港边石油中心小学建设项目于 2020年 9月底开工建设，截至 2021年

12 月已综合楼和 2 栋教学楼、食堂、宿舍、200 米塑胶运动场基层浇筑、硬化、



亮化等相关配套设施等已完工，下一步进行校园绿化、运动场塑胶面层安装。 

 

E.书路计划项目 

2021年，书路计划项目为云南省富源县、西盟县、贵州习水县、彭水县共 22

所学校发放 kindle 设备 1194 台，并配套书柜、充电器等物资。7 月 12-17 日，

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第六届书路计划护路者教师培训班，培训学员共计 44名，主

要课程有创意写作、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小学教材把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 

F 大歹王玉教育项目 

项目在大歹小学建立王玉老师先进事迹陈列室，以怀念为大歹教育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蝴蝶妈妈”。 物资支持：为大歹幼儿园添置了日常设备，如学生用

饮水杯、饮水器等，为在从江二中就读的 50 名大歹籍学生购买了服装和学习资

料。 奖助学金支持：7月，项目举行新米节表彰仪式，为大歹村就读幼儿园的 12

名学生，小学的 42名学生，从江二中的 8名学生，高中的 1名学生，职高的 1名

学生，高职的 2 名学生，以及积极参与技能培训的 10 名村民提供奖学金。9 月，

为新升入高一的 2 名学生以及新生入高职的 1 名学生提供助学金。 支持教学活

动：支持从江二中组织 25 名大歹籍学生到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清镇校区体验

高职院校学习、生活。  



3. 项目效果 

筑巢行动项目、米香计划等项目良好的解决了地方因财政资金紧张等原因未

建设学生宿舍楼，保障了学生的安全及学校的良好的设施环境，也减少了学生可

能因为紧急事件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也让学生吃上了喷香的大米。以往破旧的

宿舍灯光昏暗、冬季的夜晚尤其寒冷，让学生们无法安心休息和学习，现在他们

可以在温暖明亮的宿舍里休息、学习、生活。 

花西子苗族女童扶持计划、书路计划等对口帮扶类项目有效的助力了当地的

教育发展和提高了教育水平，将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得的输送到欠发达地区，

缩小东西部、城乡教育资源差距。雷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叶建文表示：“感谢社会

对雷山县教育的关怀，花西子苗族女童扶持计划项目将帮助农村孩子坚定人生信

念，书写更加灿烂的人生篇章。”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的受益对象精准，覆盖范围广，切实的解决了当地教育发

展中最急迫的需求，项目进行选址及探访活动时，受到当地县政府、教育局的欢

迎并得到积极配合，在活动宣传方面也积极协调媒体进行报道传播。通过各网络

渠道均可了解到相关活动信息，宣传效果及网络民众反馈均积极向上，对活动的

开展表示认同、赞赏。 

4．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2021 年 3 月 18 日，花西子苗族女童扶持计划项目捐赠仪式及爱心探访活动

在贵州省雷山县郎德镇报德小学顺利举行。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代表、中国

扶贫基金会代表、雷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叶建文、教育和科技局副局长赵世飞以

及报德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同时，前往受益学生家中进行爱心探访，

并进行全程视频记录。 

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及花西子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淘宝网店等

网络平台，以及中国日报、公益时报、公益中国、中国报道、人民网、新浪网等

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有效的扩大了宣传效果，为项目传播增光添彩。 



 

 

 

三、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下一步设想 

（1）存在的问题 

1.由于项目实施省份及项目点的分散导致项目监测力度增大；项目多而杂，

监管及沟通联络中存在困难。 

2.2021 年受疫情影响，基建类项目的执行进展较为缓慢，再加上灾管部 7-8

月全员执行河南水灾救援行动，影响项目的执行进度。 



3.筑巢行动项目因捐赠人对选址学校要求较高，造成选址困难。 

（2）下一步设想 

第一，逐步解决监管困难的问题，在项目开始前做好项目执行计划，并与当

地合作单位对接人员严格确认进度安排，提前做好项目沟通，项目后续如有活动

开展，提前、及时交流；第二，加快项目执行进度，按计划保质保量完成 2022年

的项目执行计划并按时反馈捐赠人，维护好捐赠人合作；第三，对于选址困难的

项目，积极和捐赠人沟通，多安排出差考察计划，让捐赠人充分了解到拟选址学

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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