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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

明原因肺炎病人以来，随着疫情的发展，在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宣布封城抗疫，之后，全国各省市进入到全面抗疫阶

段。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各尽所能，共克时艰。根据疫情响

应需求，1 月 26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接受企业定向捐赠，

联合企业抗击疫情，启动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该项目通

过资金资助、物资援助等方式定向用于武汉及全国各省市受

疫情影响的地区的抗疫一线医院、医护人员的疫情防治防控

工作；支持疫情过后开展人员心理疏导工作；对疫后贫困地

区开展产业帮扶，并加强贫困地区人员的防疫教育工作。

二、项目资金情况

2021 年，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共计收入 990748.86

元，项目支出 9628506.80 元。

三、项目进度概况表

（一）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

2021 年，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

根据捐赠人意愿，结合当地防疫实际情况，向湖北省十堰市、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通过资金援助，定向采购防护服、

隔离衣、医用口罩、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惠及 6 县市 28

家医院和 4 家疾控中心。

针对河北疫情防控，派遣两支救援队赴河北新乐市开展

防疫消杀工作，消杀面积约 106 万平方米；并通过石家庄市

属地机构向一线社工及志愿者援助 500 份防疫包、500 份新



冠保险。

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援助石家庄市防疫包

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新乐市开展防疫消杀

针对吉林通化疫情防控，派员 4 人赶赴一线，并在长春

市设立人道救援吉林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通过支持属地机

构，援助被褥 700 套，防护面罩 3000 个，防护服 9232 套，



消毒水 5 吨、棉线手套 14942 副、医用检查手套 19.5 万副、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20 万只等防疫物资。惠及通化市前进

社区、西关社区、西昌社区等 28 个社区，通化市中心医院、

通化市中医医院 2 家医院。

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援助吉林省通化市防疫物资

（二）疫情防控资助项目

2021 年，疫情防控资助项目，向广东省佛山市红十字会

进行防疫资助，用于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抗疫工作。

（三）社区儿童关爱项目

1.发布申报通知，并通过专业评审择优县级社工机构

6月19日，我会联合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发布申报“社

区儿童关爱项目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通知。

7 月 2 日通过线上方式召开项目评审会，我会副秘书长

秦伟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湖北社

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慈勤英，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理事长、湖北社工联合会副会长卢文博，武汉科技大学文

法与经济学院教授李莉，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科长张珺，武汉

市武昌区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陈凌，中国扶贫基

金会健康发展部项目组专家评审团对申报的 26 家县级机构

进行评审，以择优县级社工机构，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部署，做好受疫情影响儿

童的保护工作。

联合发布项目申报指南 线上评审县级社工机构

最终，10 家入选机构为：随州九穗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潜江市风信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孝昌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巴东县以及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武汉市阳光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湖北省凡益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荆门市蓝天社工服务中心、襄阳市春雨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公安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

2.项目建立从省到社区的儿童保护网络，建立省、县、

村三级儿童保护和服务递送机制



项目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与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

会合作，在 10 个项目县与社工机构合作，为社区志愿者和

儿童主任提供支持与服务，以及乡村儿童尤其是弱势儿童群

体开展服务落实个案支持，并招募村级社区志愿者或儿童主

任，递送儿童福利和保护服务。

3.开展 2 次线上及督导，提升县级社工机构的项目管理

和儿童社工服务能力与水平

受疫情影响，项目通过线上方式开展项目管理的培训和

儿童社工服务中的督导，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困难进行

答疑，提升其管理和服务水平与能力。

社区儿童关爱项目线上督导

4.面向社区志愿者开展培训，提升其儿童保护与服务能

力和水平

截止 11 月底，各社工机构面向社区志愿者（儿童主任）

开展项目 29 次培训和督导，提升其开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并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和指导。



凡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社区儿童关爱项目启动及培训

5.支持社区志愿者（儿童主任）开展活动和个案支持，

更好地为儿童提供服务

各社工机构支持社区志愿者（儿童主任）为 4310 名儿

童建档，入户家访，对有需求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障

儿童、受疫情影响的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和个案服务；每月在

项目村开展丰富的主题互动，包括节日庆祝（如国庆节、重

阳节等）、环保类、安全类、手工类、阅读类等，丰富孩子

们的生活。截止 11 月底，为 4310 名儿童建档，家访 3272

人次，专业个案 56 个和咨询个案 305 个。

巴东县以及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环保”活动



左图：凡益社工服务中心开展“疫情不解决 科普不掉线”防疫知识宣传活动

右图：逸飞社工服务中心开展儿童安全教育活动，旨在普及儿童安全教育相关知识，提升

家长和儿童的安全意识

左图：荆门蓝天在仙居社区举行“趣味大冲关，等你来挑战”为题的趣味团体运动

右图：荆门蓝天在新坪村开展了“爱伴成长，梦想启航”主题活动

荆门蓝天在白洋村、双泉村分别开展“画出梦想，放飞希望”和“心灵手巧，缔造美好”

的手工活动



左图：荆门蓝天在三泉村开展“趣味竞答，温暖童心”活动，30 多名儿童参加

右图：荆门蓝天在天星村开展“爱的成长营，小小表演家”主题活动，20 名儿童参加

左图：公安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家访 6 位困境儿童，并把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捐赠的爱心

助学款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右图：公安县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士权，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会长甘辉芳团队一行

到杨家厂镇沿江村、青罗村、马龙村等地走访慰问家庭困难学生

（四）新冠肺炎抗击疫情-产业扶贫恢复项目

1.竹山县项目情况

累计执行项目资金 30 万元，用于竹山绿茶产业发展，

累计帮扶两个合作社。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规范性建设：指导合作社重点开展阵地建设，完成了示

范基地牌建设和规章制度上墙等工作，项目支持配备办公硬

件设备 1 套，优化办公能力。受益机制：进一步梳理成员架

构和利益链接机制，并建立成员账户。生产提升：完成技术



专家选聘，品控管理团队例会制度化，开展茶叶技术培训和

现场指导 1 次，示范基地环境和产品检测，均符合善品公社

要求。项目传播：在深入总结一期项目成效基础上，重点完

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和规范性整改工作，提高了社员的参与度

完成项目宣传片拍摄工作，项目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湖北竹山圣湖合作社成员大会

（二）五峰县项目情况

累计执行项目资金 15 万元，用于五峰蜂蜜产业帮扶，

主要工作开展如下：

示范基地建设：技术骨干上门指导社员蜂群情况，为春

季繁蜂做好准备。蜜源植物培育，为中蜂药蜜的探索打下基

础。指导合作社重点开展阵地建设，完成了示范基地牌建设

和规章制度上墙等工作。品质监测：聘请四川省农林大学专

家进农户评估养蜂环境、蜜源植物等，并对蜂农提供技术指

导。同月 SGS 提供的环境监测报告出炉，合作社基地辐射范

围内检测合格。分红受益：开展菖蒲溪和腰牌村的 2020 年

度分红活动，社员人均分红 3000 元（长乐坪镇菖蒲溪村 5

户社员分红金额 15000 元，长乐坪镇腰牌村的 10 户社员分

红金额 30000 元）。主体培训：3 月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举

行的 2021 年合作社理事长能力培训建设学习，10 月 26 日在



长乐坪镇政府七楼参加县经管局领导关于新型农业主体培

训会，拓展视野，提升技能。

五峰乐源合作社蜂箱发放

（三）秭归县项目情况

累计执行项目资金 43.5 万元，用于秭归县脐橙产业发

展，开展产品提升、市场销售等，具体工作如下：

社区动员：召开合作社社员吸纳大会，吸纳社员 47 户，

股金 16700 元，扩增基地面积 312 亩，建立成员账户，发放

社员证。社区凝聚力提升：2 月开展合作社进行社区公益活

动，对社区内贫困户进行慰问、分发农资，扩大合作社影响

力。示范基地建设：整合县农业局与市农科院开展合作社指

导春季病虫害防治工作和田间水肥管理，增购 1 台无人机、

15 台振频式杀虫灯完成购买及安装，合作社桂垭联合体广告

装修完成，完成生产体系搭建。市场营销：联合支付宝芭芭

农场举行“美丽乡村”爱心助农活动，累计销售伦晚脐橙 43

万件，销售额 670 万元。影响力打造：合作社捐赠河南灾区

脐橙 1 万斤；参与由县农业局牵头组织的合作社培训；申报

县域示范社；联合芭芭农场等开展项目传播。



秭归脐橙仓配中心发运现场

（四）兴山县项目情况

累计执行项目资金 15 万元，支持开展合作社规范性建

设、社会化服务等，具体情况如下：

规范性提升：进一步梳理合作社章程、流程、成员架构

和利益链接机制，完善成员账户信息。市场销售：上半年，

结合近几年茶叶价格制定 2021 年茶叶保护交易价格，确保

农户收益最大化；监督鲜叶采收、制作成茶。从源头控制质

量，做到病茶不采、次茶不做；探索白茶尾茶制作红茶工艺，

探索产业链延伸，确保茶农尾茶的交易价格最大化。社会化

服务：开展高标准修建、病虫害初步防治、追肥施肥工作，

确保 6 月底之前完成合作社辐射的茶园的修剪施肥工作，为

明年的高质高量生产打下基础；引导茶农避开高价复合肥，

少用复合肥，鼓励茶农多用农家肥，由合作社对茶农给予补

贴。生产培训：集中对辐射的普安片区 3 个村开展了茶园管

理培训，对近千户茶农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的茶园管理培训。

针对大多数专业合作社成员存在文化程度低、茶园管理知识



缺乏等情况，制定茶园管理技术提升培训计划，对白茶园实

行重肥重剪，科学留养枝条，形成白茶立体采摘面，增加鲜

叶产量。请专家进行常年技术指导与帮带，培养一批自己的

茶园技术管理骨干。

（五）麻城市项目情况

9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产业发展项目部项

目调研组前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钟祥市和潜江市三地进

行实地调研，分别对东宝湖羊、钟祥蔬菜及潜江小龙虾产业

进行考察评估。

12 月 8 日至 9 日，调研小组前往湖北省麻城市开展立项

调研，就麻城板栗、菊花等产业实地调调研。经部门同意，

选定麻城市为摩根大通剩余项目点位，计划于年前完成项目

方案设计。

麻城市项目立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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