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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百胜中国

项目名称：
必胜客扶业计划

项目简介：
百胜中国结合自身丰富的
供应链管理经验 ， 于 2018
年 推 出 精 准 扶 贫 CSR 项
目———“ 必 胜 客 扶 业 计
划 ”，依托和发挥企业自身
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和产品
研发能力 ， 结合 “精准扶
贫 ”和 “食材开发 ”，将受助
地优 质 食 材 研 制 成 产 品 。
项目开展两年多 ， 已将云
南松露 、 贵州火龙果分别
研制成旗下品牌美味的松
露比萨 、火龙果饮品系列 ，
真 正 通过 从 农 田 到 餐 桌 ，
以创新模式演绎 “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 ”理念 ，帮
助农 民 增 加 经 济 收 入 、改
善生活 。

百胜中国：
创新模式演绎“授人以渔”

作为拥有遍布全国近
9000 家餐厅的最大餐饮集团，
百胜中国本着“国际脑 中国
心”的发展理念，一直将自身
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充
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支持地
区发展。

科学采摘保护资源

2018 年，作为百胜中国旗
下著名品牌， 必胜客推出扶业
计划，首期聚焦云南永胜松露，
通过菜品研发， 促成必胜客新
增原料采购， 与当地龙头企业
合作，实现农民增收；通过农业
技术培训，提升劳动技能，实现
帮助当地从业者增产， 培训直
接受益人约 1000人，经济收入
受益覆盖整个永胜县。

60岁的段朝文是云南永胜
县永北镇段家村的村长，也是大
山的护林员。在他闭着眼都能描
摹出形状的大山洼上，生长着一
种珍稀菌种———黑松露。 和很
多当地村民一样， 段朝文是一
名老资格的“松露猎人”，采挖
松露已有超过 20年的经验。尽
管他本人很注意保护松露生长
的菌塘，但多年以来，当地大多
数农户捣毁式的采摘方式对野
生松露生长环境的破坏较大，
松露的产量日渐降低。

“七八年前，我曾经在一
个菌塘挖到 30 多公斤的松
露，但现在一个菌塘总共只能
挖到几两松露。 ”段朝文无奈
地摇头，“虽然现在松露的价
格涨了很多， 但是挖不到，破
坏太严重了。 ”

转机出现在 2018年 2 月，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 云南省野生菌保护发展协
会会长刘培贵教授来到永胜，
组织完成了 3期松露科学采摘
培训。

通过产业资源（松露）保
护与持续利用的宣导，倡导松

露科学采挖，保护产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 联合当地政府，邀
请农科专家，投入资金和资源
对当地农户进行线上线下多
角度长期指导培训，帮助其转
变采挖观念，掌握科学采挖技
术，并加强其供应链管理的技
能，以实现云南黑松露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 必胜客将云南
松露引入百胜中国供应链。 采
用云南优质松露的必胜客松露
比萨系列产品在全国超过
2200 家必胜客餐厅正式上市，
广受消费者喜爱。

不仅如此， 项目期间，还
发行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永胜块菌（松露）保
护与持续利用实用手册》，该
手册成为云南第一本松露科
学采摘培训教材；录制了 5 集
松露科学采摘视频课程可供
当地农业、乡镇等部门为农民
提供亟需的专业培训使用；发
放 500 本图文并茂、富有实用
性的松露挂历供当地农民日
常查阅； 完成当地近 1000 名
农民课程培训，提升了松露科
学采挖技能和合理保护意识。

助力农户脱贫致富

在贵州，必胜客扶业计划
采购贞丰当地的优质火龙果，
直接为农户实现经济效益；划
拨资金对农户进行火龙果种
植的科学培训，协同助力贞丰
火龙果产业的发展，打造贞丰
火龙果品牌，真正达到“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秦万钟、卢大敏夫妇原来
在外打工，想回乡务农又觉得
收入太低，2019 年初听说贞丰
县“龙之谷生态园区”招收工
人，两人商议后还是决定回到
贵州进入园区工作。 就这样抱
着试一下的想法接受了一个
月的培训，秦万钟和卢大敏开

始了这份工作。
经过培训后，小两口被分到

了总面积为41.09 亩的“贵州贞
丰火龙果百胜种植区”，与其他
4 位贫困农户一起， 负责地块
火龙果种植管理。 经过 7 个月
的精心培育打理，9月园区该地
块火龙果进入了丰产期。

2019 年，在前期对火龙果
餐品进行研发的基础上，“必胜
客扶业计划”通过贵州省政府、
省商务厅的牵线搭桥， 开始有
计划地采购贵州贞丰火龙果，
并将火龙果制作成为美食，端
上了必胜客餐厅的餐桌。 下一
步必胜客还将组织对当地农户
进行集中的火龙果科学种植培
训， 打造优质品牌带动整个贵
州省火龙果产业发展。

“没想到我们种植的火龙
果能在必胜客餐厅品尝到，这
是几年前我在广东打工时完
全没有想到的。 今年收入 6 万
多，是火龙果给我们带来了生
活上的变化。 现在我们不去外
地了，还准备把孩子和老人接
到贞丰县城居住，这样一家人
就能团圆了。 ”秦万钟、卢大敏
小两口也因为辛勤的劳动，对
未来充满了信心。

全面打造系统性、多样性

必胜客扶业计划区别于以
往单一的公益行动， 针对不同

的农产品采用不同的帮扶模
式，并通过引入行业专家、刊发
培训手册、录制视频课件、编订
挂历、构建培训微信群等方式，
实现公益活动的线上与线下、
书本与视频、 课堂和实操的多
样化、立体性呈现。

该项目不仅关注产业链
前端的农产品资源以及对农
户的扶持，更以产业化的思维
扶持生态链打造，对产业链末
端的原料生产、加工和销售均
有涉及，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产
业扶贫公益项目。

通过菜品研发、 突破采
购、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技能、
增产到增收的各环节设定实
施，为项目从业人员提供了从
产品销售端到从业技能提升
再到增产增收的系统性帮扶；
通过将原料采购地在遍布全
国的必胜客门店菜单上的露
出，提升农产品帮扶所在地地
理标识知名度，为其提供对外
宣传的平台。

百胜中国在进入中国 32
年以来，一直扎根中国，在坚
持为顾客提供安全和营养的
美食时， 也不断发挥企业优
势， 通过创新与长期投入，已
形成多个有影响力的公益项
目，持续回馈社会，并将可持
续发展融入企业战略，提升价
值链整体的可持续性，为社会
带来积极的影响力。 （武胜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