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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产品进高校食堂：意义、现状、模式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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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产品进高校食堂，是历史的选择，发展的必然。

其在帮助贫困地区开发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摆脱贫困、加

强高校伙食供应链管理、深化伙食改革以及协同对广大学子进

行国情民情教育、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为责任主体，高校必须强化政治担当、大局意识和使命意识，

发挥自身优势，将采购扶贫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切实起到生力军作用，贡献具显示度的扶贫成果，谱写高校扶

贫路上新的辉煌篇章

引言

新时代高校后勤改革发展(2019)暑期峰会 
暨教育后勤助力脱贫攻坚论坛



3

孙尧副部长在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换届大会讲话

孙尧副部长指示：
“进一步推动贫困地
区农产品进高校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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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换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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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有利于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对口销售和贫困户的稳定增收，

能明显增强贫困户的信心和未来的自我发展
2.有利于形成高校合力的大扶贫格局，建立起高校食堂稳

定、绿色的食品供应基地和中央厨房大生产体系，实现信息
对接、产销对接、质量对接，食材安全可控可追溯

3.有利于贫困地区优势食材产业链的建立和长期培养，形
成规模效应、品种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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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利于由传统的无序产销模式向深度的有序生产链供应链

模式改造转型，形成供需有机相联的组织化、平台化、专业化、

标准化、品控化体系，有效防止贫困地区返贫现象的发生

5.有利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型扶贫转换，将治标与治本有机

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脱贫能力

贫困地区农产品进高校食堂，是精准扶贫的新举措，帮扶对

接的新载体，高校伙食社会化的新抓手，高校扶贫的新模式

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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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教育部孙尧副部长在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换届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和工作要求，协会专家会同伙专会进行了广泛的专题调研与宣传推动：

1.通过大量考察及专业知识分析、召开专题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表
、电话咨询等方式收集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资料和信息

2.通过相关会议传达孙尧副部长关于贫困地区食材进高校食堂的指示
要求，介绍典型院校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做法

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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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2018年起（贵州大学于2017年），许多高校在学校主导下，认真

开展食材采购扶贫，贫困地区农产品陆续进入高校食堂

4.部分高校在贫困地区建立食材采购基地，确保优先采购基地食材

5.经过对贫困地区食材情况和高校食堂生产的调研，已明确7大类约

60余种农产品（半成品）能够有效对接高校食堂

6许多具规模办伙优势的高校食堂未能接到贫困地区食材采购任务

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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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分贫困地区受自然条件限制缺乏适销对路的食材，或当地优势农
副产品并非食材，如新疆的棉花、水果、中草药，难以对接高校食堂

8.涌现出了贵州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
学、东华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在脱贫攻坚中起到实践
探索和引领性作用的典型高校，北京高校规模化联采平台的率先示范影
响广泛，使采购扶贫速度快、见实效

 需求侧市场巨大，全覆盖具有强大调整空间；供给侧潜力可挖，在
生产及管理上均具有成长性

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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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食 副食 肉类 食用油 蔬菜 蛋类 水果

1 大米 木耳 猪肉 大豆油 大白菜 鸡蛋 西瓜

2 富强粉 腐竹 鸡肉 葵花籽油 圆白菜 鸭蛋 香蕉

3 高筋粉 粉丝 牛肉 菜籽油 土豆 苹果

4 标准粉 花生米 羊肉 葱头 甜瓜

5 红豆 淀粉 鸭肉 黄瓜 羊角蜜

6 黄豆 白糖 鱼肉 茄子 橙子

7 玉米面 番茄酱 胡萝卜 圣女果

8 紫米 干辣椒 白萝卜

9 江米 麻酱 冬瓜

10 玉米渣 辣酱 南瓜

11 绿豆 酱油 大椒

12 江米面 米醋 小椒

13 紫米面 粉条 西红柿

14 豆皮 芹菜

定点采购扶贫中高校食堂适用的食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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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任高校+专业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农户按订单生产

，食堂计划采购，合作社搭台（最先一公里），专业公司加工、批

量化承运，优势为：信息、品种、可控、快捷，实现农校无缝对接

2.“高校区域化采购平台+专业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区域

高校抱团形成规模化采购平台，扶贫基数大、采购量多、消化能力

强，可直接按计划统筹分销至各高校以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物流

，高校采购平台端不需设置租赁校外周转库房，“独行快，众行远

”，这方面北京高校具多年联采成功实践经验，效益明显

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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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群+加工配送中心（中央厨房）+合作社（集成农户）”
模式，代表了先进的餐饮生产方式和产业扶贫的发展方向，建立起规
模化、社会化、标准化食材供应链，实行长效化、现代化加工生产，
统一检测，降低总成本，实现长期双赢

4.“高校+食材生产基地（农户集成转型）+物流”模式，期货定
单，批量化、标准化生产，成本可控，品质保障，高校已有成功范例

 各模式运用中：既要做好“最先一公里”的顶层设计，食材集货、
分检、包装、储藏保鲜；又要防止“中梗阻”现象，需由专业的
物流公司冷链运输；还要落实“最后一公里”，准时保质送到食
堂，从而形成从田间地头到学生餐桌的全供应链可追溯体系

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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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分别落实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行业协会和高校的相应责任，健全工作机制，科学核定扶贫任务指
标，确定牵头单位，方能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水到渠成

2.政策措施
政府相关部门在整合资源、创建高校食品加工配送中心、给予税

收优惠、完善绿色通道方面给予支持和主导，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行
业协会（高校伙专会）牵头搭建“高校区域采购平台”，形成巨量
规模，方能将脱贫攻坚导入良性循环，同时做好扶贫评估监督及结
果公示，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和实际效益

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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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准调研
高校采购平台和大规模高校应对贫困地区自然条件、食材生产、加工

运输等进行精准调研，制定出“农校对接”可行性扶贫方案
4.关系处理
一是处理好公益性办伙与采购扶贫的关系，确保在精准扶贫中公益性

伙食的主体地位；二是处理好引入社会餐饮企业与办伙食材采购覆盖面的
关系，扩大采购基础；三是处理好协会牵头与平衡高校食堂任务量的关系
，众人拾柴方能长效共赢

 发挥政治优势是核心，发挥协会优势是关键，发挥规模优势是基础

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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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巨量市场，旺盛需求
当前全国共有2688所普通高校，在学总规模3833万学生，拥有巨量餐饮

规模优势，目前贫困地区农产品进高校食堂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贫困地区农产品进高校食堂大有可为，扶贫路上，久久为功

2.抱团统筹，扩大基础
在协会（伙专会）主持下，将区域高校纳入扶贫联合采购体系，对引

入的社会企业合理分配任务，用长远战略眼光看问题，具有良好成长性
3.产业调整，适销对路
具农产品生产条件的贫困地区经科技、信息、管理、优种的加持，进

行规模化、结构化、优良化转型升级，伴随交通物流的改善，形成源头活
水，产生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必将对拓展贫困地农产品市场带来新的希望

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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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链改革，中央厨房兴起
以贫困地区为重点建立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基地，食材经中央厨房

加工配送至各高校，走专业化、产业化、集约化的路子，提质量、
降成本、减人工、助环保，脱贫攻坚及伙食社会化获突破性进展

5.当期打基础，互利中长远
按上述思路模式，近期食材采购成本偏高但可接受，中长期（三

年后）的价格与市场持平甚至低于市场，将呈现出农校双赢格局

 提前谋划绘制2020年后消除相对贫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攻
坚战的蓝图，凭借科学的规划和可持续的成果经受往历史的检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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