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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整体情况

针对受疫情影响地区防疫能力不足、防疫和生活物资缺乏、

抗疫人员压力大等现状，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20 年发起新冠肺

炎疫情救援项目，通过资金、物资援助等方式，向抗疫人员、受

疫情影响群众提供物资援助、心理干预，支持抗疫人员开展抗疫

工作，帮助受疫情影响群众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二）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2022 年，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

开展了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抗击新冠肺炎医院后援基金、新

冠肺炎抗击疫情－产业扶贫恢复项目，筹集善款 9471182.22 元，

投入款物支出 17913638.4 元，惠及吉林、上海、甘肃、湖北等

12 省（直辖市/自治区）38 县（市/区），受益人数为 54.6 人（次）。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一）项目运营情况

1.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陕西、河南、吉林、上海、辽

宁、内蒙古、天津、甘肃、海南、河北、西藏等 11 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32 个区县、2 所大学、14 所医院、51 个街道、313

个社区、15 家养老机构提供医疗防护、生活保障类物资援助。

针对陕西疫情防控，先后支持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和属地社会

组织援助防护服 4620 套、鞋套 6000 双、N95 防护口罩 70800 只、



隔离面罩 5200 个、75%医用酒精 95 桶、消毒液 100 桶、一次性

医用手套 54500 双、消毒凝胶 4293 瓶、酒精喷雾 12920 瓶、纯

牛奶 100 箱、面粉 3782 袋、大米 3577 袋、食用油 6882 桶，惠

及 9 个街道 53 个社区、1 所医院、两所大学及多个志愿者服务

团队。

针对吉林疫情防控，支持属地社组织援助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 789900 只、N95 口罩 442880 只、检查手套 135800 副、防护

服 52657 套、600 副护目镜、隔离面屏 45675 个、医用外科口罩

747900 只、泡腾片 9300 瓶、隔离帽 8000 顶、反穿蓝色隔离衣

1760 件、酒精 1800 瓶、免洗洗手消毒液 470 瓶、消毒设备 770

台、次氯酸消毒液 45 吨、鸡蛋 6515 盘、粮油包 6515 份等防疫

物资和生活物资；累计组织 10 支消杀队伍对封控隔离区进行全

面消杀，总消杀面积 5700 万平方米；惠及吉林市、长春市、四

平市伊通县等 17 个区县 260 余个社区。



针对上海疫情防控，支持属地社会组织援助牛奶 1156 提、

自嗨锅 256 盒、饼干 256 袋、10 斤蔬菜包（含茄果类、根茎类、

叶菜类等） 1618 份、8 斤蔬菜包（含茄果类、根茎类、叶菜类

等）900 份、调味品（食用盐、酱油、食用醋）900 份、5kg 大

米 2518 袋、方便面 500 箱、炒饭 7000 箱、小馄饨 1500 箱、鸡

胸肉 1000 箱、N95 口罩 30000 个、医用外科口罩 20000 只、医

用一次性防护服 38970 件、医用隔离面罩 1000 个、医用橡胶检

查手套 10000 双、医用隔离鞋套 10000 双、一次性鞋套 12000

双、一次性医用帽 10000 只等食品和防疫物资，惠及上海市浦东

新区、徐汇区、宝山区等 9 个行政区的 12 家医院和 15 家养老院、

42 个街道。



针对河南、辽宁、内蒙古、天津、甘肃、海南、西藏等疫情

防控支持人道救援网络伙伴援助 84#消毒液 5800 桶、次氯酸消

毒液 13000 瓶、N95 口罩 65075 只、防护服 13575 套、含氯消毒

泡腾片 2500 瓶、弥雾机 85 台、棉被 574 床、免洗凝胶洗手液

3965 瓶、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368250 只、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

500 副、医用隔离鞋套 2500 双、医用护目镜 13800 个、医用外

科口罩（儿童）149950 只等防疫物资，惠及滑县、西固区、申

扎县等 10 个区县。

2.抗击新冠肺炎医院后援基金

2022 年，新冠肺炎医院后援基金项目累计支出 10 万，用于

支持红安县中医院采购医用防护口罩、紫外线消毒车、移动空气

消毒机、中药灌装机、移动紫外线灯车、核酸提取试剂、核酸检

测试剂盒等防疫物资。

3.新冠肺炎抗击疫情－产业扶贫恢复项目

新冠肺炎抗击疫情－产业扶贫恢复项目 2022 年度的工作重

心主要在于竹山县、兴山县、秭归县、五峰县和麻城市 5 个县域

开展的产业恢复和提升项目常态执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累计惠及小农户 33607 户，建设产业基地 72500 亩。开展阵

地、队伍和制度建设等组织优化 100%覆盖；开展生产加工、质

量品控、合作社管理、新农人等各类技能培训或公益活动 65 次，

3683 人次参与；整合芭芭农场等资源开展秭归脐橙消费帮扶，

累计发运 45 万件，召开分红大会、社区慰问等活动 10 场次，1175

人次参与。

（1）竹山县

2022 年项目主要开展二期项目常态执行工作，取得如下成

效：

1）本年度两合作社重点开展示范基地建设品控提升工作，

根据合作社具体需求，项目支持合作社开展硬件设备完善建设工

作，增加红茶生产设备，合作社产品对接市场能力得到提升。

2）本年度累计开展茶园管理、技术培训等各类培训 5 次，

谭山观合作社和圣湖合作社分别累计303人次和1020人次参加；

在鲜叶采摘、鲜叶收购、产品加工等关键节点严格执行相应管理

方案；2-6 月，合作社进一步加强对产品品控管理和茶叶品质选

育、加工包装、仓储运输等综合服务能力。

3）为加大合作社市场推广力度和产品知名度，本年度开展

春茶开园宣传会等活动。3 月，圣湖合作社的茶园开园活动当日

达成 25 万元销售额。两合作社积极参加展会，圣湖毛尖系列产

品和圣源垭毛尖系列产品得到了参展人员的一致认可，美誉度和

市场知名度继续得到了大幅提升。



（2）五峰县

2022 年，项目主要开展二期项目 14 万常态执行工作，取得

如下成效：

1）合作社管理与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合作社每月对管理、

生产、营销团队表现突出、能效高的个人进行激励，对表现突出

者每月奖励 600 元。

2）合作社生产与品控建设进一步强化。2022 年 3 月，合作

社组织社员在五峰甜蜜谷家庭农场进行蜜蜂养殖技术培训，培训

内容：蜜蜂养殖技术理论及现场实操。社员领取圆桶格子蜂箱。

在专家到户的技术指导下，社员积极性、技术性增强。

3）合作社加强人才培养。2022 年 5 月，组织社员外出参观

学习，第一站：学习 GN 箱蜜蜂养殖技术，由县农技员张成洲授

课。第二站：到农联惠参观学习品牌建设，蜂蜜质量以及包装、

商标系列，由农技员周家红授课。通过学习，进一步加强了合作

社骨干社员的能力。

4）项目影响力提升。本年度，乐源合作社共组织完成社区



关爱活动两次，加强了社员的凝聚力，同时提升了项目影响力。

（3）秭归县

2020 年 9 选定项目地并引入返乡创业青年注册成立了秭归

县嘉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下称嘉鲜合作社）。2021 年 9 月

已完成项目第一期项目 15 万元执行，主要用于组织建设及农技

培训等方面。2022 年，重点开展第二期项目 45 万元资金执行工

作，主要用于合作社硬件设施提高、市场推广等方面。取得如下

成效：

1）组织管理进一步加强。嘉鲜合作社设置监事 3 名，生产

理事 4 名。发展 4 个基地，分别是九畹溪镇桂垭村脐橙基地、穿

心店村小水果基地、九畹溪村脐橙种植基地以及沙镇溪镇脐橙基

地，种植面积 885 多亩。为方便基地管理，提升办公效率，加强

与社员沟通，建立集农资购销、农事服务与咨询、办公、销售、

展示与一体的合作社联合体。

2）合作社社会化服务能力提升。2022 年以来，合作社聘请

农技专家服务，开展农技培训 5 次。本年度合作社通过免费发放

粘虫板、诱蝇球，安装杀虫灯，推广有机肥，提供植保无人机打



药服务，引导品种改良，引入农业专家参与种植等。打造桂垭高

标准脐橙示范园，大力倡导绿色农业，实施科技农业，倡导有机

农业，引领周边农户高标准、高产出、高回报种植。另一方面，

合作社通过成立生产服务队，提高工作效率，强化社员服务。生

产服务队设置队长一名，队员 10-15 名。生产服务队服务范围包

括：田间日常管理、病虫害防治、果实采收、运输等。

3）市场运营能力继续提升。2022 年 5 月 9 日—12 日，嘉鲜

合作社与善品公社、芭芭农场对接销售秭归脐橙，活动销售秭归

伦晚脐橙 6600 件，14 万元。

4）项目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22 年 1 月 25 日，嘉鲜合作

社开展“社区关爱，年终送温暖”活动，为合作社 4 个社区五保

户、低保户送上粮油物资。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加强合作社对社

会的责任感，增进与村民之间的交流，切实履行合作社以服务为

目的的宗旨，积极参与幸福村落的建设。

2022 年 4 月 17 日，秭归县嘉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在九畹

溪镇桂垭村召开2021年合作社分红表彰大会，共计分红38917.8

元。项目得到当地政府、合作社社员的高度肯定，项目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



（4）兴山县

2020 年 11 月完成项目第三轮调研，确认兴山县昭君茶叶专

业合作社（下称昭君合作社）为项目帮扶合作社，拟定项目方案，

完成项目立项。2021 年 12 月已完成项目第一期 15 万元执行，

主要用于合作社组织架设、品控提升、供应链建设三个方面。

2022 年 1 月 19 日，签署二期援助协议，协议资金 25 万元，

主要支持合作社配置鲜叶电子收购系统、茶农培训、有机肥推广

茶园园区生物防治等。经过半年的项目执行，取得如下成效：

1）合作社规范性建设得到提升。合作社各项规章制度建设

的完善与制度牌上墙；示范基地标识标牌的安装。

2）合作社的社化服务功能大幅提升。通过项目扶持，合作

社聘请了有 20 多年茶园管理经验的本地茶园管理专家，提高了

茶农的整体管园水平，提高了茶叶亩产量，每亩茶叶新增单产

39.5 斤，每亩增加了茶农收入 1600 元；通过项目的扶持与合作

社自筹，合作社购买了 15 台茶叶修剪机，原来修剪时间由原来

的 35 天缩短到 18 天，保障了白茶的修剪的季节要求。



3）通过项目扶持，请蓝标为合作社制定产品设计与开发方

案，新的营销理念，改变了合作社传统的营销模式，通过线上与

线下实营店相结合，拓宽了茶叶销售渠道。

4）通过项目扶持，开展社区关爱活动，对普安片区三个村

茶农特别困难的茶农，免费配送喷雾器、肥料等农资，合作社与

茶农的粘连度更加增强；多年来以保护价格、应收尽收茶农鲜叶，

茶农与的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

（5）麻城市

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产业发展项目部李宗枝、赵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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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湖北省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二级主任科员尹敦宇，麻城

市副市长田涛、乡村振兴局局长刘健翮，调研结束同湖北省乡村

振兴局副局长蔡党明交流调研情况。

经部门反复筛选，最终研究决定麻城市为摩根大通剩余项目

点位，2022 年 8 月签订协议并进入常态执行阶段。麻城板栗合

作社重点开展了阵地建设和板栗示范基地等工作。



（二）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2022 年，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得到了兰州

日报、吉林日报，NGO 观察等媒体报道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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