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出版说明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感恩社会、回报国家，

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成长的初心，也是中国三峡集团恒久不变的

坚守。多年来，中国三峡集团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聚焦脱贫攻坚这一主题主线，积极履行中央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全力以赴助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展示了央企担当和三峡力量。

为深入系统总结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成果，记录和展示中国三峡集团帮扶地区脱贫攻坚以来的新变

化、新面貌、新生活，在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脱贫攻坚	三峡力量》系列画册。

本系列画册由 1 个主画册和 8 个分画册组成。其中，《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是主画册，全面

展示了中国三峡集团在各个帮扶区域和领域取得的帮扶成效。8个分画册包括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奉节、

巫山、万安、巴林左旗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扶云南少数民族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扶凉山彝区

三峡新村画册，金沙江“三峡种子基金”项目画册、金沙江“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分别呈现了中国

三峡集团定点扶贫、川滇少数民族帮扶以及金沙江两个品牌项目取得的帮扶成果。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取得的系列成果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希望通过本系列画册的出版，

让社会公众对中国三峡集团的扶贫工作特别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向家坝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市与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交界的金沙江下游河段上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 ：“发展

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 , 把

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中国三峡集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积极做好金沙江下游库区移民帮扶工作，在

立足当地自然禀赋、挖掘特色资源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创新产业帮扶方式，设立了“三峡

种子基金”。基金运作三年来，扎根川南大地，

品牌效应不断壮大，被当地干部群众亲切地

称为脱贫致富的“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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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金沙江下游库区（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 4 座梯级电站

枢纽工程建设区、水库淹没影响区和移民安置区） 涉及四川、云南 2 省 9

州（市）35 个县（区、市），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中国三

峡集团倾情倾力帮扶的重点地区之一。

宜宾市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结合部，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

交汇处，共搬迁安置移民 6 万人，涉及叙州区、翠屏区、南溪区、屏山

县、江安县、高县、长宁县 7 个县区，移民安置村 210 个，其中

贫困村 48 个、非贫困村 162 个。

为支持金沙江下游库区移民群众发展产业，2017 年，中国三峡集团

经深入调研设立“三峡种子基金”，专项用于移民户、贫困户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增收。

金种 破土而出

01

播金种  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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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金种  破土而出

金沙江两岸多山，地势险峻，需要结合当地地理特点发展相关特色产业

中国三峡集团在宜宾市召开产业帮扶项目调研座谈会

02 03

金沙江畔  金种子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三峡集团与宜宾市签订“三峡种子基金”捐赠协议



播金种  破土而出金沙江畔  金种子

04 05

“三峡种子基金”项目村授牌仪式

20
万元 /村

0.3%
资金占用费标准

1年
贷款期小于

3
10

万元 /户

万元 /
合作社

每月

贷款小于

三峡种子基金

7

62 2.2

1200
区县

移民村和贫困村

个

个

万人

受益人口

万元

三峡种子基金

“三峡种子基金”
累计捐赠情况

“三峡种子基金”
基本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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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集团高度重视“三峡种子基金”的运作和管理，按照“资金

归集使用、帮扶侧重移民、规范精细管理”的原则，制定专门管理办法、

搭建联合协调平台、推行滚动运行模式、构建联动监管体系，确保规范运

作、精细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使“三峡种子基金”项目真正成

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促进增产增收的优秀产业帮扶项目。

“三峡种子基金”已覆盖宜宾市下辖的 7 个区县 62 个移民村

和贫困村。其中，屏山县42个村（4 个贫困村）、叙州区10个村、

江安县 3 个村、高县 3 个村、翠屏区 2 个村、南溪区 1 个村、长

宁县 1 个村。

希望 精心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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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希望  精心耕耘金沙江畔  金种子



撒希望  精心耕耘金沙江畔  金种子

09

建机制

金沙江畔  金种子

08

中国三峡集团和宜宾

市政府分别选派扶贫

与移民工作人员，联

合建立工作协调与监

管机制，负责统一协

调、 指 导、 监 督“ 三

峡种子基金”运作和

管理 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中

国三峡集团移民工作办公

室、宜宾市扶贫开发局、

宜宾市扶贫开发协会，组

成四方联合工作协调组（领

导小组），协调解决基金

会运作和管理重要事项

市、县区扶贫移民局负责

日常监督和指导，对应成

立或明确管理组织，协调

做好辖区内基金监管和信

息统计报送工作

受援村基金管理组或扶贫

开发组具体组织实施，受

援村所在乡镇、村（社区）

两委履行监督责任。

联合
协调

规范
实施

归口
管理

项目村专门成立了“三峡种子基金”管理组织，对基金严格管理

受助各县区都制定了配套实施细则，对基金项目进行系统管理



撒希望  精心耕耘金沙江畔  金种子

11

求精准 “三峡种子基金”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特色，资

金直接到村、帮扶直接到户，做到了精准了解

群众发展需求、精准提供产业发展资金

群众正在办理“三峡种子基金”申请手续

金沙江畔  金种子

10

市、县区扶贫开发协会定期赴项目村了解项目实施情况



撒希望  精心耕耘金沙江畔  金种子

13

促循环 “三峡种子基金”结合川南乡村社会特点，按

照“有偿借用、滚动开发”的要求，实现了资

金的循环使用，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资金循环使用，提高了帮扶效率和效果

有偿滚动

小额

每村
20万元

12

基金的审批决策在村上，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审批迅速，解决了农户的燃眉之急

申请

还款

使用

拨款

公示

审批

资金每年一轮循环，帮助了更多的困难群众



14 15

福来 开花结实

03

“三峡种子基金”设立 3 年多来，运行良好，群众接受度高，增收效

果明显，品牌影响力日益彰显。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发展动力被激活，创

新创业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特色产业，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投放率保持在

  95% 左右

到期回收率达

99.9% 以上

借款

2100 多户

平均每户年增收

5700 多元

直接惠及

2.2 万人

基金净增值

38 万多元

截至 2020 年 9月

金沙江畔  金种子 幸福来  开花结实

14 15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16 17

收获的喜悦

16

铺富路

金鸡下金蛋

在“三峡种子基金”帮助下，新市镇龙口村村民苟光莉

领办的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不断壮大，目前每天产蛋

近 4 万枚，年产值 400 万元以上，纯收入超过

50 万元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18 19

合作社吸纳附近群众在养鸡场务工

“三峡种子基金”使苟光莉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能人 合作社的母鸡源源不断生下“金蛋蛋”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20 21

合作社免费为贫困户培训黄草饲料种植技术和养牛技术	

肉牛变金牛

中都镇何家坪村村民詹方金借用“三峡种子基金”开办

了金源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常年存栏数保持在

40 头以上，每头牛纯收入近万元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22 23

合作社吸纳附近三个村 104 个贫困户无投入入股，每户年底都有分红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新安镇安和村村民王后银也办起了肉牛养殖场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24 25

质容合作社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养猪富乡邻

新安镇大坪村质容合作社借用“三峡种子基金”10 万元

作为启动资金，创办了生猪养殖场，现有母猪 14 头，

已出售肉猪 16 头，收入 8.5 万元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26 27

村民曹益正在采摘紫秋葡萄

紫秋葡萄是村民甜蜜的“致富果”

助增收

葡萄甜心间

自从“三峡种子基金”注入后，安边镇大滩村村民种植

紫秋葡萄的积极性更高了，每当收获季节，大滩村的紫

秋葡萄漫山遍野，村民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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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楼镇宝宁村被称为金江龙眼第一村

龙眼满枝头

书楼镇宝宁村通过种植龙眼，人均年增收 2000 余元，

户均年增收 8000~10000 元，500 多名群众受益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30 31

当地气温较高、土壤肥力较好，是种植砂仁的首选之地

砂仁宽富路

2019 年，老翁镇黎明社区 16 户移民利用“三峡种子

基金”扩充砂仁种植面积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新增利

润 12 万元，户平均增收 7500 多元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32 33

唐先明在他的砂仁种植园 砂仁连年喜获丰收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34 35

村民罗德银种植了 40 亩烤烟，年产值达到 18 万元

罗德银正在库房整理烘干的烤烟 罗德银的爱人正在分拣烤烟

烟叶变金叶

在“三峡种子基金”帮助下，中都镇民建村的烤烟种植

业也不断发展壮大，村民增收效果明显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36 37

陈其峰与家人收获果实 新安镇联合村村民杨永军夫妇在“三峡种子基金”的帮助下开展凤尾菌种植

果蔬助增收

安边镇瑞联村陈其峰利用“三峡种子基金”大力发展梨树种植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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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圆采摘和特色美食的吸引下，游客络绎不绝

农家乐乐农家

清平镇冒水村村民唐主东借用“三峡种子基金”在向家坝

水库边上 4 亩龙眼林里建起了农家乐，吸引了众多游客

谋发展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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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屏夫妇创立的“美美面”品牌不仅畅销本地，还通过互联网卖到全国各地

美美面美滋滋

中都镇黎明村村民罗屏 2019 年借用“三峡种子基金”3 万元

扩大了面粉厂规模，为当地贫困户提供了多个务工岗位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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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维彬夫妇创立了自己的茶叶品牌

采春茶香万家

新市镇椒园村村民文维彬将借用的“三峡种子基金”

用于春茶的收购及加工生产，生意越做越好



幸福来  开花结实金沙江畔  金种子

44 45

酒厂在当地用工 30 人，每名工人每年工资收入达 5万元

具匠心酿美酒

在“三峡种子基金”的支持下，老翁镇黎明村陈天秀与家人共同

创办的酒厂销量和利润显著增长，还创立了自己的白酒品牌



46 47

泽长 整装再发

04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三峡集团第一时间与宜宾市有关单位对接，

利用“三峡种子基金”申请便利、使用灵活、受益直接等优势，及时助力疫情影响下

的库区扶贫产业复工复产。

“三峡种子基金”因地制宜精准帮扶，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让贫瘠

的山地变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三峡种子基金”正在川南大地书写产

业帮扶的生动故事。

46 47

福泽长  整装再发金沙江畔  金种子



福泽长  整装再发金沙江畔  金种子

村民们的幸福笑容是对“三峡种子基金”最大的认可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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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形成滚动，发挥三峡力量

后记  金沙江畔  金种子

50 51

后
记

中国三峡集团高度重视“三峡种子基金”

项目运作，在前期投入 1200 万元基

础 上， 于 2020 年 再 投 入 600 万 元，

为库区乡村产业振兴和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中国三峡集团将持续参与金沙江下游库区

发展，助力库区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