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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宝集团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为结古镇农贸市场奠基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在调研东风村蔬菜大棚项目

（上接 06 版）
合作社成立了， 组织形式和

议事机制也定了下来， 扶贫基金
会甚至从北京将基金会的法律顾
问“空运”到四川，帮助合作社制
定了一个极为严谨详细的章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项目的确
定和运营人员的确定。 王军说：

“这是一次尝试。 难免有失误，有
风险。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宝贵经
验。 ”民乐的项目最后定为两个，
一个是工厂化食用菌种植， 一个
是獭兔养殖。 食用菌种植项目的
负责人是公开选聘来的， 并且还
要求他自带资金 10 万元入股，但
是后来项目却因此人对技术外行
而使育成的菌菇大面积污染，导
致该项目的总投入 160 万元亏损
了几十万元。理事会及时“换将”。
而獭兔项目吸收了菌菇项目的经
验， 找到了有多年养殖经验并且
也同时经营獭兔厂的专家级伙伴
来合作。

目前，食用菌项目和獭兔项
目都已有了产品产出，也经历了
一定周期的市场价格波动，正逐
渐步入正轨。

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在
民乐村投入资金 526.38 万元，其
中 269 万元用于注册“民乐种养
专业合作社”发展食用菌种植和
獭兔养殖项目，剩余款项用于农
户住房补贴、 老人活动中心、村
道路桥梁修建、地形测绘等。

玉树探索

民乐项目吸引了很多研究
者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
系副教授韩俊魁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一直以救灾 、 扶贫以及
NGO 在其中的作用为主要研究
方向的学者认为，类似“民乐村
项目”这样可持续发展产业扶贫
项目，是一个与国家政策相衔接
的创新探索。 他认为其中“瞄准
需求”与“可持续发展方式”是两
个关键特色”。

“可以说， 汶川地震开始让
中国的 NGO 有机会参与救灾与
灾后重建工作，从而正式跃上历
史舞台。 ”韩俊魁说。

2010 年 4 月 14 日， 玉树发
生 7.1 级强烈地震， 地震造成
2698 人遇难，270 人失踪，大量房
屋倒塌。 韩俊魁等人受邀成为玉
树地震发生后的中国扶贫基金
会灾后需求评估专家团成员。

如何在玉树复制民乐模式？
扶贫基金会要走得更远，首先就
是从“1”到“X”的复制。

扶贫基金会在玉树的项目

最终由“3+1”组成：3 个单独村项
目———甘达村运输队，德达村奶
业基地以及东风村蔬菜大棚项
目；由 1 个村庄成立的产业项目
合作社、5 个村庄公选出最困难
的 906 户村民作为受益群体的
一个大型集贸市场项目。

这几个项目都是通过前期
广泛调研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而设计的。

甘达村距离玉树结古镇较
近，有驾照的村民很多，结合玉
树灾后重建中对工程车有大量
需求，村民有强烈发展运输队的
愿望，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在甘
达村援助实施加多宝甘达运输
队项目。 项目分为硬件投入和软
件支持两部分。 硬件投入部分购
置东风天龙汽车 2 辆，欧曼自卸
车 5 台，装载机 1 台，总价值 248
万元。 软件方面，投入运输队启
动资金 48 万元。

德达村地理位置相较于甘达
村而言比较偏远，离结古镇有 70
多公里， 是个生活水平较低的贫
困村。 该村唯一的资源就是 7 万
多亩的草场， 此前大部分处于闲
置状态， 因此确定以推动牧业发
展为项目核心目标。据此，项目按
人均有 2头母牛的数量为全村发
放了 366 头牦牛， 其中 158 头是
带牛犊的。 项目总投资 165.71万
元， 其中购买农机具 31.25万元；
购买生产母牛 366 头 113.46 万
元；每户发放畜棚修建补贴 6000
元，35户共发放 21万元。

而东风村的蔬菜大棚项目
的起因是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后，
数万外来建设大军进入，当地蔬
菜供不应求。 此前的东风村主要
产业是青稞种植， 产量很低，基
本上是自给自足， 很难有收入。
在扶贫基金会的帮助下，东风村
建起了 73 座大棚。 基地建设项
目总投入资金 698.13 万元。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
这三个总结报告中，展示了目前
几个项目基本都运转良好。 甘达
村运输队仅仅运行前 4 个多月，
就实现经营收入 95.17 万元，纯
利润 56.54 万元， 另外获得了政
府的奖励补贴 10 万元。 截至这
个月， 已经实现纯利润 120 万
元；德达村的奶业基地预计一年
能够为德达村每户增加收入
38580 元， 人均增收 7716 元；东
风村的蔬菜大棚一年可为东风
村贫困群众增收 20 万元左右。

累积基础上的创新

“玉树的环境和四川民乐的

环境差异极大， 除了自然环境，
还有文化环境。 这对项目实施来
说也是挑战。 ”在扶贫基金会玉
树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保持高
度关注的韩俊魁说。

当地位置偏远，是藏族居住
区，沟通不易，意识也与外界有
很大差异。 在项目实施初期，说
服村民接受产业发展项目是最
难的，这项工作需要反反复复地
进行很久，比如在德达村，这个
过程从 2010 年的 6 月底开始，一
直持续到了年底。“开了半年的
会。 ”扶贫基金会玉树项目项目
处长陈济沧如是说。

但在这 3 个项目同时实施
的过程中，四川民乐村的实践经
验和教训被总结并加以应用。 扶
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认为
有三个关键点的工作需要慎之
又慎： 一是如何选聘带头人；二
是扶贫基金会在项目中的定位；
三是合作社的组织架构。

在玉树，扶贫基金会除了沿

用民乐的折资入股成立产业项
目合作社， 从村民中选举理事
会， 村民享有收益权等模式之
外，对于项目的操盘手，更多的
是从村民内部找能人；扶贫基金
会也不再进入理事会，而是担当
外援的角色，为项目提供外部支
持； 合作社的层级设置尽量简
化，甘达村运输队项目摒弃曾在
民乐采用的总经理向理事会负
责， 总经理管理项目团队的模
式，而是因地制宜，由理事会中
的能人直接担纲项目的负责人。
此外，也没有沿用民乐村由基金
会法律顾问帮忙拟定详细的理
事会章程，而是由各个项目理事
会开会讨论自己的章程。

这一切，都让这 3 个项目更
接地气。

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总投
资约达 7000 万的集贸市场项目
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项目
可以说是扶贫基金会此前一系
列产业扶贫项目尝试的升级版。

玉树首府结古镇， 一直都是
当地商贸的重要集散地。 在韩俊
魁等人接受扶贫基金会委托进行
的玉树灾后需求评估报告中这样
写道：“当地农牧产品的交易处于
较为低级的阶段， 通常是使用最
原初的产品进行交易。 也有一些

县出现了较为大型的、 远距离的
市场交易，但远不能满足需求。 ”

由于结古镇土地产权复杂，
集贸市场项目前期经历了一个
缓慢的推进过程，在当地政府以
及扶贫办的大力配合下，市场终
于要在近期破土动工了。

未来这个集贸市场建成后，
将让涉及的 5 个村中由村民推
选出的 906 户贫困灾民获益，每
年从市场的盈利中得到分红。 5
年后， 受益的农户再进行公选，
剔除已脱贫致富的，增进仍旧生
活苦难的。 此外，项目规则中又
有创新的设计———未来市场的
收益中将固定提取 15%的基金
来帮助周边其他没能从项目中
直接获益的村子的发展。

研究者韩俊魁对 15%帮扶基
金的设想持肯定态度：“这个模
式非常好， 一个基本的精神就
是，你获得了帮助，也有义务去
帮助别人。 不过这 15%拿出来还
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究竟如何
帮助周边？ 亏了怎么办？ 重建与
扶贫的工作中，时刻都要注意整
个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 ”

加多宝的捐赠转型

1 亿 1 千万资金是上述所有
玉树灾后扶贫项目的运作基础，
而这笔巨额捐赠，来自于早先在
汶川地震中就曾捐出 1 亿的民
营企业加多宝集团。

加多宝集团和中国扶贫基
金会的互信是怎样达成的？ 企业
捐出如此多的资金进行灾后产
业扶贫的心态如何？

“汶川地震发生后， 我们第
一次捐出一亿元。 我们从普通老
百姓角度出发的认知里，觉得政
府是一个可靠的捐赠对象，那么
我们第一时间就跟政府沟通，把
款项打过去了。 ”加多宝企业传
讯首席代表田威介绍说。

无须讳言， 捐赠四川一亿
元， 一时间为加多宝赢得了广
泛的社会声誉。 田威说：“现在
回顾起来， 我们觉得这一亿元
汶川地震的捐款， 我们从捐赠
者角度来说也有很多东西没有
做到位，比如后续的跟踪等等。
其实我们也处在一个不断学习
的过程里， 学习如何把公益做
的更好。 ”

在汶川地震捐款前， 加多
宝企业内部其实就一直有类似
“学子情”等的自发的公益项目
在运作，但是从汶川地震后，加
多宝真正地了解到， 善款用到

什么方面，要有个跟踪机制，就
能更好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此外， 做慈善不可能总是在救
急， 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恢复自我生存
的能力。

于是，加多宝开始寻找自己
在公益方面的更专业的战略合
作伙伴，最终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牵手”。
加多宝将捐给玉树的 1.1 亿

元，第一时间就打到了基金会账
户上。 捐款中大约 1000 万被用
于前期的救灾以及安置的物资
采购。 关于产业发展项目设计的
沟通也开展了起来，加多宝能够
在第一时间里了解到思路和进
展。 另外，基金会也利用自身的
资源和影响力，与国务院扶贫办
以及青海省扶贫办进行沟通，并
达成协议，规定了这笔资金的具
体使用执行方式。

加多宝与扶贫基金会的信任
在合作中逐渐加深。一个例子是，
上文述及的由于结古镇产权结构
复杂，所以规划中要投入近 7000
万资金的集贸市场项目， 一直拖
到前不久才正式奠基。“或许换了
别的捐赠对象， 不可能让那么多
钱一直趴在基金会账户上 2 年不
动的。 因为我们将钱用在走可持
续性的产业扶贫的项目上， 而且
一般可持续的产业扶贫项目在政
府规划的灾后重建项目启动中属
于第二批次， 项目的启动会晚一
些。但是对此，加多宝方面给予了
我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 王军
说。

灾害面前，人人痛惜。 但换
个角度看，这两次先后发生的重
大自然灾害，也是推动扶贫基金
会勇敢创新以及加多宝捐赠模
式转型的重要契机与突破口。 扶
贫基金会与加多宝集团等企业
之间已不再是简单的“施与受”
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式”合作，
一起甄别需求、发现问题，探讨、
应对需求，解决问题，最后共同
问责监督。

这些变化折射着中国专业
的 NGO 组织的不断追 求 进
步，以及中国捐赠人群体不断
成熟的过程。 不过，无论是在
上述的具体项目上，还是中国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上，
路还漫长。 韩俊魁说：“运作可
持续发展的项目的门槛不低，
人、资金、机制、政府关系缺一
不可。 在国际上，类似的扶贫
项目， 一般的跟踪周期都在
10-15 年。 ”

� � 扶贫基金会与加多宝
集团等企业之间， 已不再
是简单的“施与受”关系，
而是一种“伙伴式”合作，
一起甄别需求、发现问题，
探讨、 应对需求， 解决问
题，最后共同问责监督。大
灾大难的考验过后， 更多
人寻求到了公益模式的转
型契机和突破口。不过，无
论是在上述的具体项目
上， 还是中国公益慈善事
业的发展脉络上， 路还漫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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