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深圳市装饰行业委员会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深装党字【2019】29 号

关于参与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脱贫攻坚
帮扶项目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民政部、

省民政厅、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关于社会组织东西部扶贫协作

对口支援推进会会议精神及要求，深圳市装饰行业党委拟对

口支援四川凉山地区的金阳县“一村一幼”帮扶项目，主要

解决金阳县教育、助学问题，对口支援资金 20 万元。为使

帮扶工作有序进行，本着自愿原则，现向各会员单位进行募

捐，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可以参与我会已认领项目进行捐款（共筹款

20 万元）

（一）市装饰行业党委所属各基层党组织所在单位应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捐款，提倡金额不少于 1 万元；

（二）各会员单位本着自愿原则，自发捐款，金额不限。

二、各单位可根据附表中帮扶项目进行认领，自行缴纳

资金。



三、根据《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49 号）：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通过公益性

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

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在政策执行期限内，

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上述政策。”企业可

以按照“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

四、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好帮扶资金，意愿捐款企业报我

会进行报备，并于 7 月 20 日前将帮扶资金汇入到深圳市慈

善会指定账户，深圳市民政局将定期向全市通报帮扶情况。

五、联系人：卫雨星 联系电话：82078598；

邮箱 546550424@qq.com

附件：

一、关于鼓励参与扶贫济困捐赠政策有关说明

二、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指引

三、凉山彝族自治州帮扶项目填报注意事项

四、深圳市民政局关于报送社会组织参与凉山彝族自治州普

格县、金阳县、甘洛县、雷波县脱贫攻坚帮扶项目的通知



深圳市装饰行业党委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2019 年 7 月 11 日

附件一：

关于鼓励参与扶贫济困捐赠政策有关说明

凡通过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提供资

金、实物或其他如技术等资源捐助支持我省市扶贫济困工作

的单位和个人，经由深圳市慈善会与捐赠方协商后，折合成

捐赠金额，均可获得以下政策支持。

一、减免税收政策

1.深圳市慈善会将向捐款单位和个人开具广东省财政

厅监制的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捐款方依据国家相关政策

享受税收优惠：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八十条之规定：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

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

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根据《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49 号）：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通过公益性

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

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在政策执行期限内，

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上述政策。

“目标脱贫地区”包括 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新疆阿克苏地区 6 县 1 市享受片区政

策）和建档立卡贫困村。

二、慈善捐赠激励

1.表彰及奖项

(1)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扶贫济困奖“红棉杯”：对所

有捐赠的单位，将获得捐赠纪念杯，具体奖项规定如下：

捐赠金额 奖项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以上 金杯

1000 万元以下、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 银杯

500 万元以下、50 万元（含 50 万元）以上 铜杯

(2)深圳市“鹏城慈善奖”及慈善榜：捐赠企业、捐赠

个人奖：针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良好信誉和社会形象，

在评选时间范围内深圳累计捐赠总额前三十位的企业或个

人。

(3)国家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是中国慈善领域

最高政府奖，是中国慈善领域最权威、最有影响力、参与力



度最高的奖项，年度捐赠逾 3000 万的单位及年度捐赠逾 500

万的个人均由我会推荐申报奖项。

2.凡捐赠超过 50 万元（含 50 万元）以上，参与 6·30

活动仪式，上台举牌，市领导见证。

三、企业战略慈善

1.对重要捐赠的单位和个人，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协调小组办公室将协调中央、省、市各大主流媒

体及微信、官方网站进行广泛宣传、公示和鸣谢。

2.对重要捐赠的单位和个人，市扶贫办和深圳市慈善会

将提供战略慈善咨询及捐赠人增值服务，支持教育、产业、

科技、金融、文化、就业等扶贫模式的探索与典型案例推广，

以及投资扶贫、消费扶贫等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正相关的慈善

项目规划、协助执行、反馈评估等工作。

（联系人：市慈善会：吕昌盛 联系电话：13689578378；

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胡洋，电话 88102010）



附件二：

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捐赠指引

各企事业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

讲话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对深圳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扎实

推进我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根据《深圳市 2019 年“广

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方案》中公开透明、集中监管的基

本原则，建立专账专户，所有捐赠的财产统一集中到指定账

户，便于审计、统计、监督和管理。我市“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捐赠指引如下：

一、款项用途

一是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原则上按照捐赠意愿安排使用

募捐款物；二是捐赠者没有具体指定捐助对象的，将按规定

统筹用于支持我市全面对口帮扶省内河源、汕尾的相对贫

困村和我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广西百色、河池贫困村的扶贫

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村的项目。

二、捐赠流程

（一）由深圳市慈善会设立“广东扶贫济困日”专户，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账号信息：

捐赠账户名：深圳市慈善会；

开户行：深圳交通银行海连支行；



账户：443899991010007877273。

（二）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市关爱行动公

益基金会三家捐赠接收单位均建立了专项账目接收捐赠，有

关捐赠方式见其官网或有关通知。

（三）各捐赠单位如需款项拨付时请填写《深圳市“广

东扶贫济困日”定向捐赠函》，加盖本单位公章，在递交完

善捐赠项目等相关材料后，由接收单位及时拨付，接收单位

须在三个工作日按照捐赠者要求拨付至指定账户，并将相关

票证第一时间反馈给捐赠者。

三、捐赠途径

（一）银行转账。可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向深圳

市“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专用账户进行转账操作，若是代

捐请注明“代捐”字样，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账

户信息详见“捐赠流程”。

（二）网络捐赠。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圳市慈善会服

务号”，在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630 捐款”进行捐款操作，

捐款成功后请保存完成捐赠页面（截图保存）作为后续开具

票据依据。

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二维码（详见

附件 3）。

（三）现金捐赠。可通过银行柜台向深圳市“广东扶贫

济困日”捐款专用账户（详见“捐赠流程”）进行现金存款

业务，在存款单备注栏中标注捐款单位或个人的全称，若是

代捐请注明“代捐”字样。



四、款项管理

（一）捐赠接收单位严格执行《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

捐赠管理办法》和《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管理意

见》，严格做到手续完备、专账管理、专人负责、账款相符、

账目清楚，设立明细科目核算，按当年实际接收的捐赠做好

捐赠到账、统计和拨付工作，并按照“谁接收、谁统计、谁

使用、谁跟踪、谁公开”的要求，及时做好捐赠接收统计、

使用安排、跟踪落实及相关信息的公开，自觉接受各级审计、

监察机关依法对募集款物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二）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在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

办、市民政局、市慈善会官网定期公示捐赠名单、捐赠金额

及款项用途等相关信息，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捐赠者，本

着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使用募捐款，同时自觉接受审计机关

依法对募集款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三）各捐赠接收单位为捐款的单位或个人开具《公益

事业捐赠专用收据》，此收据可作税前抵扣证明。

附件：

1.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49

号

2.深圳市“广东扶贫济困日”定向捐赠函

3.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二维码

4.深圳市对口支援工作概况



深圳市“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协调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日

（联系人：市慈善会：谢宏，联系电话：13430588320；

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胡洋，电话 88102010）



附件 1

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
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49 号

为支持脱贫攻坚，现就企业扶贫捐赠支出的所得税税前

扣除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通

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

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

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在政策执行

期限内，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上述政策。

“目标脱贫地区”包括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新疆阿克苏地区 6 县 1 市享受片

区政策）和建档立卡贫困村。

二、企业同时发生扶贫捐赠支出和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计算公益性捐赠支出年度扣除限额时，符合上述条件的扶

贫捐赠支出不计算在内。

三、企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已发生的符合上述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尚未在计算企业所

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可执行上述企业所得税政

策。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

2019 年 4 月 2 日



附件 2

深圳市“广东扶贫济困日”定向捐赠函

深圳市慈善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

讲话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进我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本单位于 2019 年 X 月 X 日-X 日，通过广东扶贫

济困日专户，户名：深圳市慈善会，开户行：深圳交通银行

海连支行，账户 443899991010007877273，向深圳市慈善会

捐赠人民币 XXX(Ұ0000.00)，该笔捐款定向用于资助 XXXXX

扶贫项目，开具捐赠票据单位名称为：XXX

附转账回单。

扶贫共管账户户名：

账户：

开户行：

转账备注：XXXX（单位）帮扶 XXXX（地区）扶贫

特此说明！

注：

捐款单位联系人：

捐款单位联系电话：

地址：

单位名称（签单）：

日期：2019 年 月 日



附件 3

深圳市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捐款二维码



附件 4

深圳市对口支援工作概况

根据中央和省对口帮扶工作安排，目前深圳市仍在进行

的对口帮扶工作分为对口支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全面对口

帮扶三类，涉及 9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地区，主要包

括：对口支援方面，新疆喀什市和塔县，西藏察隅县和察隅

农场，四川德格、石渠和甘孜 3 县、重庆巫山县，江西省寻

乌县。东西部扶贫协作协作方面，广西百色、河池市，云南

昭通市，贵州毕节市。省内全面对口帮扶方面，对口帮扶广

东河源和汕尾市及其323个相对贫困村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对口帮扶工作共涉及 2446 个村、168.57 万贫困人口（其中

属于深圳“硬任务”为河源汕尾 323 个村、8.4 万贫困人口）。

2012年以来，深圳市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近300亿元，

选派帮扶干部和支医支教人员约 3000 人次，援建教育卫生、

产业设施、农房改造、公路村道、农田水利等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约 3 万个，培训干部人才约 2 万人次。深圳

市对口支援地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3.22 万户、贫困人口

168.57 万名，已帮助 29.44 万贫困户、116.02 万贫困人口

脱贫奔康，还剩下 13.78 万户、52.55 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

务,脱贫率近 7 成。

2017 年深圳援疆综合绩效被评为优秀，受到国家通报表

扬；2017 年、2018 年牵头实施的对口广西扶贫协作被国家



评为“好”档次第一位；2017 年、2018 年省内扶贫开发工

作（323 个相对贫困村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被省评

为“好”档次。



附件三：

凉山彝族自治州帮扶项目填报注意事项

一、认领项目提倡以资金形式投入为主，其它形式为辅

的原则；

二、有行业资源和技术优势的社会组织及其会员可以采

用自建的形式完成项目的援建，但投入资金和物资合计不能

低于承诺金额并在建成后将项目移交清单报深圳市慈善会

备案，同时在上报表格备注栏注明建设形式；以实物形式捐

赠的须为帮扶对象需要物资，物资必须自行运抵帮扶对象所

在地，产生的运输费等费用不计入捐赠金额，填报时在备注

栏中进行备注；以技术或者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形式参与帮

扶的，需为帮扶对象愿意接受，上报表格要填报项目名称和

参加帮扶人员数量及无形资产公允估值；上述帮扶形式人员

往来交通费和与项目无关费用不能计入项目成本。

三、对于助学救助、捐赠电视机、汽车等可拆分的项目，

可认领一定数量如认领:助学救助 xx 名(5000 元/人)、捐赠

电视机 xx 台（3000 元/台）、汽车 xx 辆（25 万元/辆），同

时写上合计金额。对于项目资金需求较大不能拆分的单一项

目(人民币 50 万以上)，以人民币 1 万元为起点进行认领，

填写时填报“xx 项目 xx 万元”。



四、对不确定具体捐赠对象但又希望表达爱心的社会组

织及其会员，可采用直接捐款形式，填报时填写“凉山彝族

自治州帮扶捐款 xx 万元”，由市慈善会统一接收并专款专用

于凉山地区帮扶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捐款接收及使用情况。

五、各单位上报表格需盖章并填写好联系人后上报。在

汇款时需注明捐赠对象以便于市慈善会开具捐赠专用收据。



附件四：







附件 1：

深圳市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协作项目信息表
填报单位（帮扶社会组织）：

帮扶社会组

织（可多个

社会组织）

帮扶社会

组织联系

人及联系

方式

项目名称

帮扶形式、内容及预期效果

项目帮扶具

体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说明

项目简介（含时间安排）

投入

资金

（ 万

元）

帮扶

人数

（ 人

）

如：社会组织

名称（多个社

会组织参与）

单位/姓名

/电话

如：**市**县**村/**

项目

单位/姓名/电

话

注：此表填写市社会组织可提供项目。



附件 2

凉山彝族自治州帮扶资金需求汇总（2019-06-17）
序号 帮扶地 项目名称 投入资金（万元） 合计（万元）

1

普格县

一村一幼建设 2720

4265

2 农村敬老院维修、设施设备 100
3 普格县社会福利院、设施设备 50
4 助学救助 25
5 县医院及乡镇卫生院设施设备 900
6 帮扶贫困村农业产业 50
7 普格县殡葬服务中心维修扩建 420
8

甘洛县

嘎日谷布洛哈村生态肉羊标准化养殖基地 150

1885

9 海棠镇大桥村生态肉羊标准化养殖基地 150
10 贫困建卡户中大、中专学生资助项目 25
11 海棠敬老院附属设施建设 500
12 甘洛县乡村幼儿园配套设施 560
13 甘洛县乡幼儿园建设 500
14

雷波县

恩达福利中心交通工具采购 75

385
15 杉树殡仪馆附属设施建设 100
16 恩达福利中心附属设施建设 50
18 农村特困人员分散供养购买电视 135
19 资助贫困学生 25
20

金阳县

一村一幼设施(数量: 222 4440

6115
21 金阳中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帮扶项目 25
22 乡卫生院购买医疗设备项目 1020
23 养老院维修项目 50
24 县殡仪馆设备更新 80



25 青花椒深加工 500
26

凉山州儿童福利院
婴幼儿托养服务设施设备改造项目 50 70

27 四川省昭觉县布洛乡谷莫村一村一幼项目 20
共计： 12720 万元



附件 3

深圳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扶贫协作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普格县民政局

序

号
帮扶地名称/项目名称

帮扶形式、内容及预期效果 项目帮扶/受

帮扶具体负

责人及联系

方式

说明（可

附件）项目简介（含时间安排）
投入资金

（万元）

帮扶人数

（人）

1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 153

个一村一幼建设
136 个一村一幼设施设备配套 2720

136 个幼

教点

幼教点

名称附

后

2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农

村敬老院维修、设施设备

农村敬老院改造适老化（内部装修

及设施设备购置）计划在 2019 年

7 月启动实施。

100 1

3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社

会福利院维修、设施设备

安装监控设备，空调、太阳能、路

灯，计划在 2019 年 7 月启动实施。
50 1

4 助学救助
贫困学生救助资金，每人 5000 元，

计划在 2019 年 8 月底实施。
25 50



5
县医院及乡镇卫生院设

施设备

（县医院）：32 排 64 层螺旋 CT 1

台，（乡镇卫生院）：冷链冰箱 20

台，心电图 20 台、B超 20 台、血

常规 20 台、欧姆龙医用全自动电

子血压计 HBP-9020：1 台。

（县医

院）600

万，（乡镇

卫生院）

乡镇：300

万

21

6 帮扶贫困村农业产业

修建水沟水渠 2公里，用于菜子乡

前进村村民灌溉烤烟及水稻等农

作物，计划在2019年10月前完成。

50 708

7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殡

葬服务中心维修扩建

购置火化炉及殡葬车和冷冻冷藏

柜,扩建厨房及坝子,维修殡葬营

房等项目。

420 150000



深圳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扶贫协作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雷波县民政局

序

号

帮扶地名称/项

目名称

帮扶形式、内容及预期效果 项目帮扶

/受帮扶

具体负责

人及联系

方式

说明

（可

附件）项目简介（含时间安排）
投入资金

（万元）

帮扶人

数（人）

1
雷波县恩达福利
中心交通工具采
购

拟采购孤儿学习接送车 2辆，生活用车 1辆 75 200

2
雷波县杉树殡仪

馆附属设施建设

拟硬化坝子、绿化空地，建设围墙，修筑堡坎、

边坡挡墙等附属设施.
100



3

雷波县恩达福利

中心附属设施建

设

拟硬化坝子、绿化空地，建设围墙，修筑堡坎、

边坡挡墙等附属设施。
50 200

4

雷波县农村特困

人员分散供养购

买电视

购买农村特困人员分散供养 450 人电视机 135 450

5
雷波县资助贫困

学生
资助贫困学生 50 人，每人 5000 元 25 50



深圳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扶贫协作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甘洛县民政局

序

号

帮扶地名称/项

目名称

帮扶形式、内容及预期效果 项目帮扶

/受帮扶

具体负责

人及联系

方式

说明

（可

附件）项目简介（含时间安排）
投入资金

（万元）

帮扶人

数（人）

1

甘洛县嘎日乡谷
布洛哈村生态肉
羊标准化养殖基
地

阿渣尔吉村隶位于甘洛县西南部，距县城 22 千米。全村面积约为 5 平

方公里，海拔 1500 米，辖 3 个村民小组 358 户 1608 人，其中扶贫建

卡识别 87 户 504 人有耕地 1004 亩，农作物主要以水稻、玉米、马铃

薯为主，甘洛县嘎日乡谷布洛哈村生态肉羊标准化养殖基地示范建设

项目，可进一步巩固该脱贫成果。

150 240

2
甘洛县海棠镇大
桥村生态肉羊标
准化养殖基地

海棠镇大桥村距海棠镇距县城 32公里，属高二半山区，总面积 7

平方公里。全村有 3 个村民小组，耕地 800 亩、草地 2080 亩，退耕还

林 283.4 亩，林地 6600 亩。实施甘洛县海棠镇大桥村生态肉羊标准化

养殖基地项目，可结合本地山羊品种改良，加强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

建设，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其养殖的经济效益，使农牧民增加收入，

建卡户脱贫致富，财政增收，从而加快半农半牧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

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50 200



3

贫 困 建 卡 户 中

大、中专学生资

助项目

本着“不重不漏”的工作原则，对贫困建卡户（非贫困户）中，

应届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继续就读中专、大专的困难学生，对在校

大学生（特困儿童、孤儿）进行每人 5000 元一次性救助，着力解决贫

困子女读书难问题。项目预算 25万元。

25 50

4
甘洛县海棠敬老

院附属设施建设

拟硬化坝子 800 平方米、绿化空地 300 平方米含工作台，建设围

墙，修筑堡坎、边坡挡墙等附属设施。
500

200（个

床位）

5
甘洛县乡村幼儿

园配套设施

充实配套28个乡镇乡村幼儿校基础教育设备设施，丰富儿童教学，

更好促进幼儿基础教育
560 8400

幼教

点名

称附

后

6 甘洛县乡幼儿园

建设

建设 1所乡幼儿园，解决乡村幼儿入学困难。 500 500



、深圳市社会组织建设扶贫协作信息表
填报单位：金阳县民政局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项目简介 投入资金 备注

1 一村一幼设施 222 一村一幼学校购买设备，建设活动场所，购买

活动设施。每所学校需 20万元。

4440万元

幼教点名称

附后

2 金阳中学贫困学生助学

金帮扶项目 50 帮助金阳县中学贫困学生助学金每人 5000
元。

25万元

3 乡卫生院购买医疗设备

项目 34 购买乡卫生院医疗设备，HIV 检测设备每所需

30万元。

1020万元 卫生院名称

附后

4 金阳县社会福利服务中

心维修项目 1
解决金阳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维修费，引水、

配套设施。建设垃圾池、修建厨房

50万元

5 县殡仪馆设备更新 1 金阳县新殡仪馆建于 2011 年，由于使用年限

较长，设备陈旧，路线老化，需更换县殡仪馆

设备、厨具、座椅等设备。

80万元



6 青花椒深加工

1 金阳地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距中国

航天城西昌 215公里，与昭觉县、布拖县、雷

波县三县毗邻，隔金沙江与云南省永善县相

望，幅员 1588平方公里，辖 5 个工委、34 个

乡（镇），全县现有林业用地 1385656 亩，闻

名遐迩的金阳青花椒皮肉厚、颗粒大、碧绿色、

麻味纯正、浓郁持久、易贮易运，是涪陵榨菜

和川菜等众多品牌不可缺少的佐品调料。全县

青花椒适生开发面积达 103.57 万亩，开发 21
万亩，年产量达 9975余吨。目的:传统青花椒

产业以主要收购、销售干花椒和鲜花椒为主，

虽然生产工艺简单，但人工投入大现场环境复

杂，管理难度高，对产品开发不够深，无法实

现花椒产品的价值最大化，根据金阳县青花椒

产品特点，结合青花椒产品深加工工艺要求，

设计一套可以实现青花椒产品自动化方案，以

减少劳动力体力投入，控制生产成本，同时实

现青花椒产品价值深入开发。范围：1、鲜花

椒、干花椒分选分级自动化生产线各一条（包

含干花椒袋装生产线）；2、班产 3 吨的花椒酱

生产线一条；3、班产 5 吨的花椒汁生产线一

条；4、班产 10吨花椒油生产线一条；适用于

花椒类产品的深加工。

5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