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
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
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
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
经验。

宗旨使命

主要职能

国务院扶贫办

2004
上海全球扶贫大会期间

《建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谅解备忘录》

签署

商务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国务院扶贫办

2005.05

《关于建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项目议定书 》

签署

商务部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

正式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正式成
立，旨在为世界消除贫困事业作
出贡献。

——

中 国 国 际 扶 贫 中 心 成 立 于 2 0 0 5 年 5

月，为国务院扶贫办直属事业单位，是

2004年召开的上海全球扶贫大会的成

果之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

同发起成立的国际性扶贫机构，专职从事

减贫研究、培训、交流、合作和知识分享

的国际平台，广泛致力于中国减贫经验国

际化，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打造减贫与

发展研究网络平台。

2015年10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

层论坛时强调。

2005年9月，时任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

首脑会议上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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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国际减贫交流研讨平台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我们积极与世界上其他双、多边减贫机构交流互动，并联合搭建国际减贫交流研
讨平台，促进全球减贫经验的交流与分享。重点通过举办全球性及区域性对话论
坛等形式，交流分享减贫经验。

     自2007年起举办，论坛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旨在推动中国扶贫理论研究，构建中国扶贫智

库，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培育社会扶贫意识。历届论坛广泛邀请中外政府高级官员、国际组织代表

以及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减贫与发展热点话题。

全球国际减贫经验交流活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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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论坛在北京

召开。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联合

国驻华系统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承办。主题是“精准扶贫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刘永富在论坛上作主旨发

言。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 古特

雷斯发来致辞，联合国副秘书长、

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盖图先生宣读致

辞并做开幕发言。来自13个国家的

政要、16个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专

家学者共200余人共同探讨深化精

准扶贫与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问题。同期召开三个国

际分论坛：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非

青年减贫与发展交流项目、让所有

儿童远离贫困——多维度儿童减贫

平行论坛、产业价值链发展与精准

扶贫平行论坛。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刘永富 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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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2018年11月1日，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

部、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主办，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承办。参会代表围绕“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中国

改革开放和扶贫开发的经验，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走出了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来自51个国家和11个国际组织400余人参加。

刘永富主任在演讲中讲到，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论坛以“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主题，很有意义。改革开放是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

要法宝。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40年来，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连续保持每年1000万人以上的减贫

规模，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具有以下新的时代特征。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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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还有3000多万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还有一些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发生率较高，脱贫难度很大。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已下定决心，坚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是社会主要矛盾，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减贫仍然是中国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将持续不断做好减贫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我们愿与世界各国和国

际组织，加强减贫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论坛会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始终把

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亲自研究亲

自部署亲自督战。

脱贫攻坚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贫困人口脱贫的标准，就是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

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有保障。

中国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有一个明确的减贫目标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

习近平总书记40多年长期探索的结晶，是中

国扶贫理论和扶贫实践的重大创新。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贯彻实施，促进了农村全

面深化改革，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提升了

农村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

中国有一个精准的基本方略

我们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建立投入体系，加大财政资金、金融资金和

土地政策支持力度，现在每年有过万亿元资金投向贫困县乡村用于

攻坚。建立动员体系，广泛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建立监

督体系，促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建立考核体系，对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每年进行考核，对做得好的进行

表彰奖励，对做得不好的进行执纪问责。

中国有一套超常规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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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论坛每年在北京举行，已连续举办三年。旨在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
交流合作，借鉴国际先进减贫理念与经验，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论坛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的指导下，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成为展示中国减贫成就
的有效平台。

2017年5月26日，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

为“减贫治理方案的开发与分享”。国务院新

闻办副主任郭卫民，中国外文局局长张福海，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世界银行中国、

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联合国粮农组织驻

中国和朝鲜代表马文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

代表处首席代表本  · 滨瀚，国际农发基金亚太

项目局局长金焄爱等来自16个国际机构、7个国

家的1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与会嘉宾深入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探讨减贫案例如何开发，分享中国扶贫经验，帮助其他

发展中国家从中找到脱贫之路。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

下，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

线案例分享平台”正式上线。  

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互联网新闻中

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亚

洲开发银行联合主办，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和阿大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承办，红色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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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2018年5月23日，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共

享推动合作 携手消除贫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新

闻局局长胡凯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方正辉，世界银

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代理局长戴柏乐，联合国粮农

组织驻中国和朝鲜代表马文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

国及蒙古代表马泰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

屈四喜，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本 · 滨瀚

等来自9个国际机构、28个国家的近200名中外嘉宾出

席论坛。与会嘉宾深入研讨以共享精神推动减贫和发展

领域的合作，分享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共建没

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坛上，中外嘉宾共同见证了“全球减贫

案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球关注

扶贫的组织和个人，征集原创优秀减贫案例，

广泛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减贫知识分享

贡献智慧。这是全球7家权威机构首次联手，共

同启动的国际减贫领域首创的案例征集活动，

吸引了众多国际机构的参与，是创新和深化全

启动案例征集 创新伙伴关系

球减贫伙伴关系的最新尝试。案例征集活动，将

按照主办方提供的案例编写规范，提交减贫效果

突出、或者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或者对减

贫实践具有反思意义的扶贫案例。经主办方初选

后将案例提交评审专家组，最终确定100个最佳

减贫案例。评选结果公布后，获奖者将获得主办

方颁发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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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2017年4月28日，由意大利发展合作署、联合国

粮农组织、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全球减贫伙伴

研讨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驻罗马联合国机

构、民间团体、学术界和外交使团的90余名代表出

席了大会。研讨会旨在分析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从业

人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普及意大利发展合作署、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国际农发基金

在国家、区域以及国际扶贫方面的作用；并将南南合

作和三边合作纳入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每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旨在推动建立减贫合作伙伴关系，交流各

国减贫经验，加强知识共享、建立高效交流机制，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贯彻落

实。研讨会参会代表来自相关国家、联合国机构、民间团体、研究机构及外交使团等。

实计划中去。

在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共同推出减贫知识分享

平台，其中之一是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南南网

站），该网站由世界银行发起，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中

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旗下的中国发展门户网与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联合运营。南南网站于2016年5月上线，汇集了

不同来源的减贫信息。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在总结发言中表

示，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收获颇丰，但要在全球范围内消

除贫困，就必须要建立起知识共享和合作伙伴机制。

2017年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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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5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

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五家机构联合主

办，以“推进伙伴关系和知识共享，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

的2018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意大利罗马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总

部举行。中国、加纳、肯尼亚和塞内加尔的代表、驻罗马联合国粮农三机

构、意大利高校学者等约9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

了各国扶贫成功经验和挑战，就推进减贫伙伴关系和加强减贫知识交流共

享等议题展开讨论。

会上，五家机构发布了《关于加强伙伴关系 促进知识分享与交流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声明》。各方决定，通过及时共享减贫研究成

果，加强现有知识分享平台交流，通过项目合作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全球

范围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各方决定自2019年起，每年在

北京和罗马各举办一次国际减贫交流研讨活动，打造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平

台，建立高效交流机制。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同时启动，这是全球

7家权威机构首次联手，共同启动的国际减贫领域首创的案例征集活动，吸

引了众多国际机构的参与，是创新和深化全球减贫伙伴关系的最新尝试。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欧青平在研讨会开

幕式致辞中表示：“经过

五年多的努力，中国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由

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

到2017年的3046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

到3.1%，创造了中国减贫

历史上的最佳战绩。中国

愿意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

家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积极与东盟、非洲、拉美

国家以及联合国粮农组

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

织开展多边和双边交流合

作，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2018年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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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5-27日，论坛在柬埔寨暹粒举行。

由国务院扶贫办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共同主办，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承办，东盟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共同支持，主题是“中国与东

盟：减贫创新与实践”，讨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减贫

理念及政策方面的创新及成功实践、如何推进中国-

东盟减贫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如何实现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等国内外关注的议题。

来自中国，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八国的政府部门、

研究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我国驻东盟使

     自2007年起举办，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减贫主题设立的机制性活动，旨在

为东盟国家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发展实践者提供一个分享社会发展和减贫政策与经验

的交流平台，促进区域内的减贫交流合作。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在2006年第二届东盟与中日韩

（10+3）区域扶贫高层研讨会上提出，获得东盟各国积极回应。该论坛作为落实《中国—东盟面向

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6-2020)》的重要内容，多年来获得了中国外交

部、财政部等部委及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支持。截至2018年

已连续举办十二届。

推进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区域对话活动

团及东盟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

行等国际机构的120余名代表出席论坛。国务院扶贫

办副主任洪天云、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大臣乌拉本，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黄世勇，老挝农林部副

主席通万 · 维拉赫旺，东盟秘书处人类发展司司长罗

德拉图拉尔德 · 巴巴兰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务院

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就“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 

做主旨发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主持开

幕式，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做总结发言。

结束会议研讨之后，参会代表赴伦塔爱生态村等项目

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第11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中国 -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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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7-29日，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菲律

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菲律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秘书处共同承办，东盟秘书

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支持的

论坛主题是“深化减贫伙伴关系，构建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厄内斯托 · 阿

贝拉，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菲律宾国家

减贫委员会秘书长黎萨 · 马萨，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

穆赫坦，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夫 · 格罗夫，缅甸

农业、畜牧和灌溉部副部长吴腊觉，柬埔寨农村发展

部国务秘书韶齐万，以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临时代

办孙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召开期间，参会代表就地区及国际减贫的理

论共享与合作机制创新、中国与东盟的乡村振兴与减

贫实践、城乡贫困联系与减贫创新、中国-东盟农村发

展与贸易自由化以及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议题

进行深入研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博士

与菲律宾国家减贫委员会秘书长黎萨 · 马萨在闭幕式

就讨论内容做总结发言。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考察了菲律宾甲米地省

Amadeo区和八打雁省Mabini区的综合农业生产社

区、咖啡种植园及渔业码头中心等项目点。

第12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第12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10国的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企业、非政

府组织及国际组织代表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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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首个面向基层的区域减贫交流活动，该项目填补了东亚区域减贫交流合作基层领域的

空白，着眼于农村社区发展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村官，将减贫知识共享拓展到基层村官层

面，通过对东盟和中日韩村官的能力建设，推动区域内农村社区的发展。首届活动于2013年4

月举办，获得东盟国家一致好评。2013年10月，“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被列入李克强总理

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倡议，要求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逐年落实。截至2018年已在中国、马

来西亚等地成功举办七届，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认可。通过参与讨论交流，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村

官能够分享工作经验，探讨如何消除贫困、携手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共同努力。

东盟 +3 村官交流项目

第七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

来自9个东盟国家和中国、韩国的政

府官员、基层村官、专家学者,以及东盟

秘书处和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代表

近80人参加了开幕式。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主任左常升、东盟秘书处减贫与性别

处主管官员阿京 · 普娜玛 · 普拉蒂维、中

国农业大学校副校长龚元石、老挝农林

部农村发展和合作司计划合作处处长坎

吉欧 · 吉欧梅皮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18年9月10-17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协办，东盟秘书处支持

的第七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北京举行。

交流活动期间，全体代表赴北京市怀柔区驻

村体验并实地考察老栗树聚源德种植专业合作社、

国奥乡居、日升苹果种植基地等项目点，与西水峪

村、田仙峪村、北宅村的村民和村干部进行座谈，

交流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代

农业生产、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服务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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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3-28日，第五届

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马来西亚举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交流处副处长

李琳一率团出席，代表中方介绍了中

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及旅游扶

贫实践。

第五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

2 0 1 8 年 3 月 5 日 ， 由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

云南省国际扶贫与发展中

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人民政府协办，东盟秘书

处、中国-亚行区域知识共

享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支持的第六届东盟+3村

官交流项目在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幕。

第六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

来自东盟9个国家和中国、韩国的政

府官员、基层村官、专家学者，东盟秘书

处等国际组织代表共计近80人参加了开幕

式。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菲

律宾反贫困委员会事务协调与支持司处长

费迪南德 · 洪布力诺、云南省政府扶贫开

发办公室副主任唐家华、云南省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刘俊杰等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活动期间，全体代表赴勐腊县勐腊镇

实地考察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点，

此外，还到勐伴镇河边村农户家中同吃同

住并与农户进行座谈。
第六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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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中国与非洲国家轮流举办，旨在分享中

国与非洲国家在减贫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探讨中非在减贫与发展领域合作途径。会议自2010年

开始，截至2018年已举办九次，分别关注了中非减贫经验、农业发展与减贫、基础设施建设与

减贫、经济特区与减贫、产业发展与减贫等议题。该会议已成为中国对非减贫交流的核心平台之

一，并于2015年正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作为落实《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

要》的一项重要内容，该会获得中国和广大非洲国家及非洲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

的大力支持。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致辞中表

示,中国脱贫攻坚工作5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贫困规模大幅缩小，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3046万

人，累计减贫6853万人，年均减贫1370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消除

绝对贫困迈出了坚实步伐。对于中非减贫合

作发展，他提出三条建议：首先，中非应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减贫交流；其次中非应

共同开展减贫联合研究，探讨减贫的有效途

径；第三，加强青年人才培养。

2018年8月14日，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

议在北京、贵州成功举办。与会代表就“一带一路

与中非减贫合作”展开积极研讨，交流各国社会发

展和减贫经验，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

步推进中非减贫合作进程。会议由国务院扶贫办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

业合作学院承办。活动得到非洲联盟、联合国开发

扶贫人数

9899万人

3046万人

2012 年

2017 年

12
10
8
6
4
2
0

10.2%

3.1%

贫困发生率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

中非合作论坛 - 减贫与发展会议

计划署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网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来自中国和安哥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40个非洲国

家以及美国、日本、丹麦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

学者、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人、优秀扶贫企业家、发展

官员、国际组织代表300余人参会，包括中国国际新闻

交流中心非洲分中心记者团在内的30多家中外媒体,近50

位记者赴会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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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16日，由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陈志刚带队、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

左常升陪同，60位参会代表赴贵州省毕节市

考察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发展、易地扶

贫搬迁、生态建设扶贫等项目。期间，考察

团走访了大方县恒大与中禾恒瑞集团合作扶

贫的纯种安格斯牛第一育种场、凤山乡恒大

二村、奢香古镇、羊场镇穿岩村、以及黔西

县林泉镇海子村等地。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向代表介绍毕节扶贫经验

2017年9月6-7日，会议在毛里求斯举办。由

国务院扶贫办与毛里求斯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部共

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驻毛里求斯大

使馆承办，非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非合作基

金共同支持，围绕“中国和非洲：携手应对减贫新

挑战”展开积极探讨，交流各国减贫经验和挑战，

寻求推进中非减贫合作更有效路径。来自中国和毛

里求斯、埃及、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

亚、马拉维、尼日利亚、乌干达、赞比亚、肯尼

亚、南非等12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

2017年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

国际组织、NGO、企业及媒体代表等100余人参会。

毛里求斯总理兼内政、对外交通、国家发展小

组部长、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长普拉温德 · 库马尔 · 贾

格纳特、毛里求斯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部长王纯万、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中国外交部中

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论坛是深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宣言》精神的一项具体活动，获得各方好评。会议期

间，参会代表考察了毛里求斯安居房、幼儿园、流浪

者住所等扶贫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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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非青年减贫与发展交

流项目作为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框架下的平行论坛

在北京举行。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支持。来自中非等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驻

华使馆、科研院所以及智库、媒体、基层单位和民间机

构的近100人与会。围绕“21世纪中非减贫：青年的作用

与使命”主题，搭建青年减贫交流平台，推动青年、特

别是中非青年在减贫与发展领域的对话，讨论中非合作

     中非青年减贫与发展交流项目活动自2016年发起，已连续举办三届。活动填补了中国和非洲青年领

域减贫交流的空白，旨在通过人员交流互访，增强互信和理解，为中非青年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搭建

友好桥梁；加强中非青年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和方法的经验交流和分享；培养青年领袖，提高非洲在

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共识。

及青年推动减贫事业的责任与挑战；通过中非青年间的

交流和对话，促进青年人对减贫议题的深入了解，更加

明确作为新一代青年人的社会责任。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驻华大使凯鲁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洁主持开幕

式。埃塞俄比亚总理首席经济顾问尼瓦伊 · 吉布里阿布

做点评发言。

2017年第二届中非青年减贫与发展交流项目

中非青年减贫与发展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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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1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

办，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中国

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办公

室支持的第三届中非青年减贫交流项目在京举

行。来自中国与非洲多国的政府、高校、媒体及

参加交流活动的部分参会代表合影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际组织约80多位代表参会。中非青年就“新全球

化时代的中非减贫合作”、“中非合作中的青年力

量”、“我为中非合作建言”三个议题交流思想，

各抒己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博士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2018年第三届中非青年减贫与发展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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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服务国内脱贫攻坚和扶贫外交两个大局，开发高质量的减贫知识产品，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贫知识

产品储备，打造减贫与发展研究网络平台。

聚焦国内外减贫的新进展与新趋势，专门针对某一领域或区域开展国际减贫研究，为国内及国际的决策者、

政府工作者提供减贫研究借鉴与参考。近期开展的课题研究重点涉及“一带一路”国家减贫合作研究、中国企业

走出去与减贫、“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中国减贫经验分

享、产业扶贫资产产权界定及收益分配机制等领域。同时，每年编发多期《国际减贫动态》、《研究报告》、

《Working Paper》、《减贫研究参考》、《中外减贫信息摘要》等中英文刊物。

      截止到2018年年底，共编发《国际减贫动态》155期；研究报告91期；Working Paper80期；国际减贫研究参

考37期；中英文版《中外减贫信息摘要》321期。

深入开展减贫领域相关研究 
积累中国减贫知识产品
紧密结合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开发经验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贫知识产品储
备。广泛致力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打造减贫与发展研
究网络平台，开发高质量的减贫知识产品，并通过网络等渠道向国内外社会公众
推广。

深入开展减贫领域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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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致力于打造减贫经验分享交

流的国际平台，向国际社会宣讲

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就和做法，同

时引进国际减贫经验，为中国的

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参考借鉴。

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

南南网二维码

网站内容涉及各国 :

扶贫概况 扶贫案例

政策评论 研究成果

南南合作减贫
知识分享网站

由世界银行
赠款并发起

亚洲开发银
行提供支持

在2017年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上，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

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台”正式上线。该

平台旨在通过结构树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向公众直观

展示中国扶贫开发战略模式和国际减贫经验，用实践案例诠

释不同模式的具体做法。为推动减贫知识方案的国际共享交

流，该平台向全球开放。用户可以免费下载分享所关注的减

贫模式及具体做法，借鉴相关成功经验。有实践基础的用户

还可以在案例助手的指引下，按照统一的模板编写并上传案

例，与国际社会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

享网站将秉承开放、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国际社会的广泛

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努力打造全新的国际减贫知识分享交流

平台，实现从知识分享型平台向知识生产型平台的迈进。这

将是中国政府为推动南南合作贡献的最新成果。

南南网主页页面

两个网址入口：
www.iprcc.org.cn/south
http://south.china.org.cn

联合运营的纯英文国际减贫知识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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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案例 政策法规 研究成果

国际减贫案例分类

国际合作 政策支持 可持续发展 绿色减贫
（资源与环境）

粮食问题 脆弱性群体 扶贫项目
与实施管理

按地区分类

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地区等

包容性增长、相对贫
困等国际热点内容

农村、城市、社会、
金融、基础设施等

按行业分类

千年发展目标、脆弱
性、性别、环境等

按主题分类

南南网站信息分类方式包括：

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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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案例 政策法规 研究成果

中国减贫案例分类 

减贫方式 内源扶贫

用户注册后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案例开发助手

辅助案例开发，扫描二维码即可打开小程序。

保障政策特殊群体扶贫 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

2018 年 5 月，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发起“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面

向全球关心扶贫的组织和个人征集原创优秀减贫案例。旨在以案例为载体，推广分享国内外扶贫成功

实践，为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帮助亿万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献计出力，推动“共建没有贫

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全球7家权威机构首次联手，共同发起的国际减贫领域首创

的案例征集活动，是创新和深化全球减贫伙伴关系的最新尝试。经主办方初选后将案例提交评审专家

组，最终确定 100 个最佳减贫案例。获奖者将获得主办方颁发的证书。最佳减贫案例还将发布在“中

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上（http://case.iprcc.org.cn/china），激发全球范围内的减贫知识分享

和思想交流。

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me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案例开发助手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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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的案例内容与扶贫高度相关，按照中外减贫案例库提供的案例编写规范进行编写。  

参与活动的案例标准及特点： 
案例标准 

1 案例内容真实可信； 

2 减贫效果突出；

3 可在一定范围内推广；

4 对减贫工作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本次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将在征集的作品中选取100个最佳减贫案例。

个人最佳减贫案例：获选进入案例库的优秀案例作品将得到 3000元的奖金，并
获得案例评审机构颁发的获奖证书。

组织最佳减贫案例：获选进入案例库的优秀案例的组织获得案例评审机构颁发
的获奖证书，无奖金。

奖项设置 

评审会

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案例评审会在内蒙古通辽市召开

      投稿案例经过初步挑选后，组织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界银行、
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七家机构评审
专家集中召开多次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案例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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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通过对《依托优势产业推进农村牧区

脱贫致富——内蒙古科左后旗黄牛产业精准扶贫模

式》等多个案例进行评审，共同探讨如何以案例为

载体，促进国际减贫实践经验的交流分享，为全球

减贫治理做出贡献。会议还讨论了“全球减贫案例

有奖征集活动”的后续评审工作以及案例发布等事

2018年8月30-31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共同主办的“全球减贫案例有

奖征集活动案例评审会（通辽）”在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召开。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副司长张良、中

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王晓辉、通辽市副书记贺

海东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

左常升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来自国务院扶贫

办、国务院新闻办、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亚洲开发

银行、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内蒙

古通辽市委市政府、内蒙古通辽市下属旗县等有关

官员及专家40余人出席会议。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左常升
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

宜。会后，专家评审组一行先后深入到科左后旗

努古斯台镇努古斯台嘎查白音淖尔小组黄牛养殖

小区、科左后旗生态建设努古斯台项目区、查金

台牧场青贮饲料基地、科左后旗金融扶贫黄牛托

管养殖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有限公司等地进行

实地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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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次案例评审会召开前，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中国政府部门、企业、个人、国际机

构的投稿案例近400篇，涉及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生态扶贫、创新工作机制等多个领域。

为做好投稿案例的筛选工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成立了工作组，联合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对征集到的案例进行修改完善，并组织英文翻译，之后提交由七家机构代表组成

的专家组进行审议评分。

2018年12月5日，“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第一次案例评审会在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召开。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副主任张广平出席会议。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案例评审会在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召开



 24

此次评审会由各机构专家代表集中讨论审议的方式，为首批20个案例评分。最终评选产生的100个优

秀案例，将获得七家主办方联合颁发的入选证书。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在

会议致辞中指出：“减贫案例是减贫实践

经验的有效载体，是分享交流减贫经验做

法、讲好减贫故事的有效手段。我们非常

希望本次会议能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在

创新各机构伙伴关系及合作机制，通过知

识产品分享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发挥重要

的作用。”

此次评审会还邀请了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专家参会，参与案例讨论。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致辞

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第一次案例评审会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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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由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编辑部设在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年鉴》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扶贫开发年度进展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及

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旨在系统反映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概况、政策措施与成效，展示各部门、各行

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开展扶贫工作的具体行动和工作内容。目的是为国内外扶贫机构和部门提供

信息交流和决策参考，为有关组织和机构开展中国扶贫开发问题研究提供帮助。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Sponso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Yearbook of China’ 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 国 扶 贫 开 发 年 鉴

Editor: Tang Lixin He Ying
Graphic Design: Wang Junyu

Price: 260.00（RMB）

自2010年起，每年编纂出版中英文版《年鉴》，内容涉及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地

方扶贫、国际合作及专题研究等领域。2017年，《年鉴》收录各部委、定点扶贫单位、省扶贫办、

东西协作办、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科研院校等单位的文字稿件358篇，以及全国及各省（区、

市）扶贫数据统计表18个，反映各地扶贫情况的图片69幅，全书总字数约103.8万字。2018年组织

各单位继续编写年鉴稿件，收录稿件323篇，图片63幅，表格19张，约95万字。

每年出版的年鉴报送至中央领导机构，发送至各部委，各省（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东西协作相关部门、定点扶贫单位等扶贫相关机构，赠送各大新闻媒体、图书馆、高校及科研单

位。同时，为确保质量，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每年举办年鉴撰稿人培训班及专家集中审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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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培训工作再创新高，成功举办研修班36期，共有来自6大洲94个国家（地

区） 的1216名高、中级官员及青年代表参加研修，研修班数量与学员人数均达到新高。其中，牙买加、冈比亚、

圭亚那、洪都拉斯、阿曼、阿塞拜疆、哥斯达黎加、马绍尔群岛等国家是首次派出学员参加研修班，巴拿马、多

米尼加、塞拉利昂、格林纳达、巴基斯坦、蒙古、巴勒斯坦、约旦、苏里南、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学员人数与往年

相比均有大幅提升。

打造中外减贫知识培训品牌
针对发展中国家减贫需求，以提升减贫与发展能力为目标，以分享中国减贫政策
与经验为基础，组织开展国际减贫培训。截至2018年底，在国务院扶贫办、商务
部、财政部、外交部等中国政府有关部委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
组织以及南非政府的支持与协作下，共举办了139期国际减贫研修班，对来自133
个国家（地区）的3758名政府官员与扶贫工作者进行了专题减贫培训，有力促进
了中国扶贫开发成就和经验以及中国减贫智慧和方案的宣传与推广，大大增强了
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能力。

培训内容涵盖减贫与发展领域的

理论知识 政策措施 实践技能

培训形式

短期减贫与发展专题培训

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项目管理人员

专题讲座 国别演讲 案例分析 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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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圭亚那   苏里南  委内瑞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拿马  多米尼加

多米尼克    格林纳达   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墨西哥       牙买加

阿尔巴尼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摩尔多瓦 

2017-2018年研修班学员大洲及国家分布情况图

北美洲10个国家180人

欧洲3个国家20人

南美洲5个国家50人

非洲43个国家和组织606人

北

      美

          洲

南
美

洲

1.6%

14.8%

4%

50%

非    

        洲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贝宁  布隆迪  博茨瓦纳  厄立特亚  冈比亚  刚果（金）  刚果（布）  吉布提  几内亚比绍  加蓬  加纳  

津巴布韦  喀麦隆  科摩罗  科特迪瓦  肯尼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毛里求斯  摩洛哥  卢旺达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南非  南苏丹  塞拉利昂  塞内加尔  塞舌尔  苏丹  坦桑尼亚  突尼斯  乌干达  赞比亚  乍得  中非共和国  非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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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绍尔群岛

萨摩亚  瓦努阿图

阿富汗  阿曼  阿塞拜疆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巴林  菲律宾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韩国  柬埔寨  老挝  黎巴嫩  蒙古  孟加拉  缅甸  尼泊尔  斯里兰卡  泰国  土耳其

乌兹别克斯坦  叙利亚  以色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亚美尼亚  约旦  越南  东盟秘书处

亚洲29个国家和组织339人

大洋洲4个国家21人

非    

        洲

亚     

                       洲

大洋洲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贝宁  布隆迪  博茨瓦纳  厄立特亚  冈比亚  刚果（金）  刚果（布）  吉布提  几内亚比绍  加蓬  加纳  

津巴布韦  喀麦隆  科摩罗  科特迪瓦  肯尼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毛里求斯  摩洛哥  卢旺达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南非  南苏丹  塞拉利昂  塞内加尔  塞舌尔  苏丹  坦桑尼亚  突尼斯  乌干达  赞比亚  乍得  中非共和国  非洲联盟

27.9%

1.7%
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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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设立专门培训团队，从研修班主题选取、课程设置、专家邀请、考察安排等多方面

着手，精心打造国际减贫培训的“扶贫”特色。同时在培训教材开发方面，编印了中英文版的《理解中国

减贫经验的十把钥匙》培训参阅材料。邀请的权威专家主要来自国家部委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来自学

术机构专职研究减贫和发展的学者以及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践者。

2017-2018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内蒙古、福建、江西、湖北、广西、四川、贵州及陕西等8个省（区）

设立了国际减贫培训基地，并开展了与江苏、安徽、山东、云南等省的培训合作。学员通过实地考察、能够亲

眼目睹中国扶贫开发实践，亲身体会中国扶贫经验成效。学员实地考察项目包括产业扶贫项目、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生态扶贫项目、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项目等。

四     川     省

内蒙古自治区

国际减贫培训基地

开展培训合作的省份

陕 西 省

贵州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湖 北 省

山东省

江  西  省
福建省

安徽省

云   南    省

江 
      苏 
           省

主题选取

专家邀请

考察安排

国际减贫培训的
“扶贫”特色

国际减贫培训基地分布图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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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国际减贫研修班考察足迹

2017-2018年国际减贫研修班列表

1. 印度农村发展部国家农村发展研究所代表团

2.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  

    政策官员研修班

3.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增长与持续

    减贫官员研修班

4.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城乡协调发展与

    减贫官员研修班

5.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官员

    研修班

6.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  

    研修班

7. 2017、2018年非洲法语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

    官员研修班

8.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金融扶贫官员研修班

9. 2018年发展中国家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减贫

    研修班

10.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生态与旅游扶贫官员

      研修班

11. 2017、2018年第一期“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

      实践研修班” 

12. 2018年巴基斯坦减贫研修班

2018考察地点2017考察地点

四川省

内蒙古自治区

陕西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湖北省

山东省

江西省
福建省

安徽省

江 
      苏 
           省

北京市

云南省

7

11

3 7

10

6

15

11

8

5

9

4
5

5

11

贵州省

2

10

2 63

4

17
8

12

14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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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财政部与商务部、国际农发基金、世界银行等国内外机构合作，连续举办了10届“中

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9届“中国-国际农发基金南南合作研讨班”，研讨班已成为中国与各发展

中国家共同交流和探讨发展问题、促进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部级研讨班

学员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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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年南非农村产业扶贫境外班

14.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

      缩小收入差距官员研修班

15.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医疗与健康扶贫官员   

      研修班

16. 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与民间

      组织扶贫能力建设官员研修班

17. 2018年阿富汗扶贫、减贫官员培训班

18. 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

第八届中国—国际农发基金南南合作研讨班暨

第九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于2017年8月

29日-9月4日在北京和湖南举行。由财政部、商务

部、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农发基金和世界银行共同

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主题为“一带一路

倡议下推进国际农业与减贫合作”。来自南非、蒙

古、苏里南、约旦、斯里兰卡、柬埔寨等6个国家的

政府高级官员，中国有关部委和科研机构代表，以

及国际组织嘉宾100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与会代表围

绕政府为推动农业与减贫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非洲

农业与减贫发展的国际合作需求等专题进行研讨交

流，并赴湖南省长沙市、常德市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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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暨第九届

中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南南合作研讨班于2018年10

月31日-11月4日在北京、广东和贵州举办。由财政

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和国际农发基

金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主题为“改革

开放与中国扶贫”，来自塞拉利昂、马达加斯加和非

盟等国家和组织的政府高级官员，财政部、商务部等

部委和科研机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嘉宾30余人参

加本次研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博士出

席开班仪式并致辞。与会代表深入研讨交流了改革开

放、减贫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并赴广东省

深圳市、贵州省贵阳市和毕节市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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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银行的协调支持下，自2014年起，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开展与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的合

作，主要内容包括减贫培训与知识分享、人员互动交流、联合举办国际会议等。2015年10月17日，国务

院扶贫办与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签署了关于减贫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约定双方今后开展减贫领

域的高层互访和政策对话，推动减贫知识和人员的分享交流，加强减贫能力建设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与该部签署附加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展青年培训项目，为南非农村青年服务公司培训学院提供技术支

持和业务指导等。

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委托的12期官员和青年培训班，

共为南非培训学员419人，取得了良好效果。每期研修班分为专题研讨和实地考察两部分，根据培训对象不

同，针对不同培训需求，设计课堂与考察路线。研修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农村企业发展

的历程和主要经验、成果及面临的挑战，农村青年就业、创业的经验，职业教育发展等，推动了两国在农

村产业发展及青年人就业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得到了南非方面的积极评价。

2018年8月24日-9月7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支

持的“2018年南非农村产业扶贫海外研修班”在南非普马兰加省成功举办。本次研修班是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首次举办的海外研修班。来自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系统的40名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研修班。中国

驻南非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参赞赵中屹，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许健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

主任张广平女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德拉米尼(Dlamini)女士、农村基础

设施司副司长里昂娜(Leona)女士作为外方代表出席开幕式并发言。共有来自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的

40名官员参加。研修班以“农村产业扶贫”为主题，通过专家讲座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模式，使学员全面

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在中央、省级及县级的理论与实践情况，并与南非目前所进行的

农村产业扶贫模式作比较，探讨南非在现有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如何实施减贫，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研修

班期间在普马兰加省当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产业扶贫情况。

中方代表团与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
德拉米尼女士合影

     南非培训班

首届南非农村产业扶贫海外研修班在南非共和国普马兰加省成功举办

研修班学员与中方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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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专家及学员一同在当地考察鸡肉养殖场

里昂娜副司长在发言中指出这次研修班是历史性的创新，感谢了中国商务部，感谢了国际中心的团队

以及前来授课的中方专家，并对有幸参与本次研修班的学员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能将所学所获运用到自

己的工作中，为南非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广平副主任在总结时说，这是第一次由中方机构在南非承办海外研修班，是实践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中

非合作论坛主旨发言中指出的“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关于“实施能力建设行动”的

重要体现，也是国际中

心成立以来致力于“加

强与非洲的发展经验交

流”的体现。本次研修

班具有四大特点，即创

新性、科学性、组织性

和专业性，并希望40名

南非学员能珍藏珍惜这

段宝贵的学习经历，将

收获的知识、经验运用

到南非本国的农村发展

与减贫事业中，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健康、协调

可持续发展。

双方工作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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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借鉴中国扶贫经验和模式
推动国际减贫的有效做法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及拉美国家的合作关系，分别
与坦桑尼亚、毛里求斯、老挝、莫桑比克、哥伦比亚等国家有关部门签署了双边
合作协议，探索中国扶贫模式海外落地的有效做法。主要有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
术援助项目、中非合作项目、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项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项
目等。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

为落实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的“东亚减贫合作倡

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参与设计并推动“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实施。东亚减贫项目是

减贫领域第一个对外技术援助项目，对探索国际减贫合作新机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减贫经验、打

造国际减贫的合作样板以及推动国际减贫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东亚减贫项目以老挝、柬埔寨、缅甸为

试点国家，每国选取两个项目村开展项目建设活动，内容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农户生计改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项目为期三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

执行单位及项目协助管理单位，配合商务部相关机构统筹协调开展项目总体规划制定、协助项目管理

等工作。2017年，柬埔寨和老挝项目启动实施，2018年缅甸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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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9日-7月3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率团赴缅甸对项目进行实地检查和指导，深入项目

村实地调研，与派驻专家和村民座谈交流，并与缅甸农业畜牧和灌溉部长进行会谈，进一步巩固双边共识，夯

实项目基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有关同志陪同考察。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率团赴缅甸对项目进行实地检查和指导

主要
建设内容

基础设施建设

农户生计改善

公共服务与环境改善

能力建设

技术援助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由 5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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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丹省

柬           埔            寨

谢提尔普洛斯村
斯瓦安普村

项目进展

项目启动时间

2017 年 7 月 30 日

派团赴柬埔寨进行项目检查，指导和督促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干丹省举行

2017年12月21日，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启动仪式

在干丹省斯瓦安普乡举行。中国驻柬使馆经参处李岸参赞，柬农发

部部长乌拉本阁下、国务秘书、副国务秘书，干丹省副省长、干丹

省农发局长等各级领导19人，中方项目实施单位-四川省扶贫和移民

工作局项目中心驻柬专家组、谢提尔普洛斯村和斯瓦安普村两个项

目村村民共438人参加了项目启动仪式。

项目目标是通过中柬双方紧密合作，引入中国的“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因贫施策， 

以治理致贫因素和发展需求为导向，在2个项目示范村开展社区减贫活动。项目的实施方式是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村级活动中心建设、贫困户改厕已近竣工。

部分物资已采购到位。

基线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数据搜集和整理。

开展了一期来华培训和一期当地培训。

饮水工程正在确定最优方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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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琅勃拉邦省
老

挝

三通县版索村

琅勃拉邦县象龙村

项目进展

项目启动时间

2017 年 9 月 30 日

派团赴老挝进行项目检查，指导和督促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草拟了项目实施内部规章，加强了项目人员配备。

县级联合项目办车辆和设备交接完成。

加快推进生计发展项目，组织了一期当地培训及两期来华培训。

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共建项目。

完成土建工程招标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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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比都市

缅   
    

        甸

达贡镇
埃羌达村

莱韦镇敏彬村

中国援助缅甸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内比都举行

2018年2月1日，中国援助缅甸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与缅甸农

业、畜牧和灌溉部部长昂都共同为项目揭牌，缅甸农业、畜牧和灌溉部副部长拉觉与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訚楠

等出席启动仪式。

中方将在内比都莱韦镇敏彬村和达贡镇埃羌达村建设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扶持种植、养殖等产业，开

展社区环境治理以及提供专业培训等项目。未来三年，两个村共计1400余户农村家庭、7800余人将从中受益。

派团赴缅甸进行项目检查，指导和督促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项目进展

项目启动时间

2018 年 1 月 23 日

成立三级项目管理实施架构，建立内部管理制度。

饮水工程已完成敏彬村打井工作并优化了埃羌达村施
工方案，其余土建工程正筹备招标。

对农户生计发展及能力建设进行计划和安排。

开展了产业项目调查规划活动。

开展了基线调查及监测评价咨询服务采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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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实施推进会

开展培训等能力建设活动

2018年3月20日、2018年9月11-12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分别在云南昆明和四川成都组织召开东亚减贫示范合

作技术援助项目实施推进会。会上通报项目总体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并要求各有

关单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机制，严格规范管理，加快项目推进，以圆满完成项目实

施任务并取得预期成果。

2017年8月14-20日，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主办的“东亚减贫示范

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外方人员管理培

训班”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主任左常升出席开班仪式并致

辞。有来自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

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的22名学

员参加。本次培训加强了试点项目

的合作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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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6日，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柬埔寨暹粒举办。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国务

秘书索其万（Sao Chivoan）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共同主持。会议就《澜湄减贫合作五年计

划》达成共识，《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一般原则》得到六方确认。来自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柬埔寨农村发展部、老挝农林部、老挝外交部、缅甸农业畜牧和灌溉部、泰国内政部、泰国外

交部和越南外交部的代表共计19人出席会议。

2018年12月12-13日，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

组第三次会议暨东亚减贫合作倡议研讨会在老挝万象

召开。会议由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与老挝农林部农村

发展与合作社司共同主办，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博士与老挝减贫

基金会主任吉 · 它维塞（Chit Thavisay）共同主持

会议。来自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柬埔寨农村发展部、

老挝农林部、老中合作委员会、老挝外交部、缅甸农

业畜牧和灌溉部、泰国内政部和泰国外交部的代表共

计23人出席了会议。

澜沧江 - 湄公河减贫合作项目

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会议

第二次会议

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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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推进落实澜湄减贫合作，

配合首个“澜湄周”活动，于3月21日

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主题为“汇聚八方

资源，助力减贫合作，共建澜湄命运共

同体”的研讨会。来自政府、学界、企

业和媒体等领域的40多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研讨会拓展了澜湄减贫合作的思

路，进一步宣传了澜湄减贫合作，凝聚

了共识。

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于4月23-28日在

浙江省杭州市和义乌市联合主办了“2018

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小企业发展与减贫研修

班”。柬副国务秘书海博 · 欧马里率团参

加。通过授课和实地考察，拓展了柬官员

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减贫方面的视野和能

力，收到了良好效果，得到柬方好评。11

月，已担任国务秘书的海博 · 欧马里再次

率团来华，了解我国扶贫政策，考察学习

中国旅游扶贫经验。

澜湄减贫合作研讨会

澜湄合作专项资金项目专题研修班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个国家， 2016年3月，澜湄合作首

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举行，澜湄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中方宣布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为提升澜湄各国减贫能力，更好地落实早期收获项目中的能力提升项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心设计

并申报了一期以深度学习中国减贫治理体系为主题的能力提升项目。积极协调各澜湄国家申报基金项目，

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对口部门向中方提交了澜湄合作基金项目申请书。

积极组织申报澜湄合作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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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减贫合作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中非发展基金签署了“关于

共同在非洲开展减贫与社会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坦桑尼亚摩洛哥罗大区佩雅佩雅村建立了村

级减贫学习中心，探索建立了政策咨询、合作研究、能力建设、试点示范的“四位一体”减贫合作模

式。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在减贫领域的南南合作。2017年“中坦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项目继续推

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向坦桑尼亚计划委员会捐赠一批办公设备。2018年做好坦桑尼亚减贫学习中心

项目的总结和阶段性收尾工作。

“四位一体”
减贫合作模式

政策咨询 合作研究 能力建设 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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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利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项目在老挝万象市塞塔尼县金花村开展了既能贴近民

生，又可在合作国产生持续影响力的村级减贫示范项目。项目以老挝万象市赛塔尼县金花村农民增收为

核心，以中老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为技术和农产品销售支撑，以产业项目为载体，开展中老减贫

合作试点示范。具体内容包括开展产业示范、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能力建设等。2017-2018

年，项目下开展了大棚有机蔬菜种植和有机水稻种植示范项目。截止目前，农产品生产、销售已有序开

展，对周边农户起到了带动作用。

老挝金花村减贫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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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进国际减贫经验  为中国扶贫提供借鉴
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先后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
麦绫致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盖茨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利用外资
扶贫贷款约2.5亿美元，赠款约1000万美元，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组织开展了
综合扶贫、产业扶贫、儿童减贫发展等领域的一系列减贫示范项目。外资扶贫
项目的有效实施，直接带动了当地减贫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以项目为载体，引
进国际社会先进的减贫理念和项目管理方法，为中国扶贫开发机制创新提供借
鉴，为促进国际减贫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

通过与世行合作引进国际资金，借鉴国际上有关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协会等成熟经验和做法，结合

中国贫困片区的实际情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实现引进创新与自主创新的集成，从

而积累项目试点经验，为其他片区，乃至全国农村产业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世界银行第六期扶贫贷款项目

     世界银行贷款“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即世行第六期扶贫项目）于2015年9月28日启

动。项目在四川、贵州和甘肃三省的27个县共537个村开展产业扶贫试点，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

过在项目区打造并延长农业产业价值链，提高贫困农户组织化程度，创新示范益贫带贫机制，实现项目

区贫困户可持续增收。

项目总投资3亿美元

4000
万美元

1.5
亿美元

6000
万美元

5000
万美元

国内配套

贵
州

贷
款甘

肃
贷

款

四川贷款

 总投资
3亿美元

世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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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进国际减贫经验  为中国扶贫提供借鉴

2017、2018年稳步推进世行第六期扶贫项目实施。通过召开工作会议，组织管理培训，进一步完善制

度等形式加强项目管理。与世界银行联合开展项目检查，督促和推进项目实施进度，并为项目规范实施提

供指导和技术支持。

项目内容

产业扶贫机制研究与推广 监测与评估
项目管理

项目内容

综合价值链发展 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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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域

毕        节       市 遵   
大  方  县

织  金  县

赤水市

习水县

桐  梓  县

贵                       州

世行六期项目区范围分布图

项目区包括四川、贵州和甘肃三省所辖乌蒙山、六盘山两个片区的10个市（州）共27个县（市、区）134个乡

537个行政村

  义 
   市

昭  觉
美  姑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四                    

                     川

古  蔺
金  阳 叙  永

泸
州
市

布  拖

古浪

定

西

市
天         水              市

通  渭

陇  西

华  池

临 洮

渭  源

岷  县

平        临 夏

正  宁

甘

肃

张家川

静  宁

庄  浪凉     市

合  水

武威市

东 乡

永 靖

环  县
庆      
    阳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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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六期三省项目县主导产业分布情况

四川省各县主导产业名单

养羊

苹果

党参

美姑
山羊

白魔芋

甜橙

凉山
半细毛羊

黄芪

养牛

金钗
石斛

乌骨鸡

黔北
麻羊 养猪

花秋
土鸡

竹荪

茶叶

乡村
旅游

核桃

天麻

丹参

辣椒

马铃薯

甘肃省各县主导产业名单

临夏回族自治州
定

西

市
天 
        水
              市

武           

威         

市

平        凉     市

庆      阳      市

正宁县

张家川

庄浪县

静宁县
东乡县

定西区

通渭县

陇西县

环县 华池县

合水县

临洮县

渭源县

岷 县

永靖县

古浪县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泸
州
市

金阳县

美姑县

昭觉县
古蔺县

叙永县

布拖县

贵州省各县主导产业名单

毕     节    市

遵      

大方县

织金县

赤水市

习水县

桐梓县

  义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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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国务院扶贫办原外资项目

管理中心与丹麦绫致基金会、绫致时装(天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基金）签订合作协议，在湖北

省8个贫困县80个贫困村开展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

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以下简称试点项目，现由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负责）,目的是全面提高中国农

村贫困儿童的整体素质，保障农村贫困儿童生存、

发展、教育等权利，缩小儿童发展的城乡区域差

别。通过构建大扶贫格局，以整村推进为平台，建

立多部门合作的综合干预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村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新机制，为全国农村全

面推进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该项目引入多维度儿童贫困视角和方法，通

天井堡村 石家沟村 上洞坪村  七把刀村  

柏子坳村 长塆村  大山坪村  铜锣坪村  

龙马山村  铁厂沟村  沟腰坝村

杨溪铺村  巷子口村  杨

家村  腰庄村  麻花铺村  

化山村  孔沟村  曾家沟村  

军家坪村  五道岭村

碾子坪村  耿家湾村  天宝

寨村  三尖山村  七里扁村 

分路碑村 长岭村  王龙沟村  

仁和村  三溪沟村

石铺村  望山村  张冲村  杏冲村  

姚畈村  夏店村 虎岗村  花园村  

合山村  金鼓村

王家园村  槐树坳村  四口

塘村  汪家桥村  杨峡坪村 

七里河村  脱甲岭村  江家

冲村  沙塘角村 黄泥坳村

赤城村  东港村  东坑村  泉塘村  横石村

江源村  和平村  林业带村 大幕山村  仙崖村 

老屋村

春湖村  双泉村  北山村  

枣 园 村  五 马 村 杨 柳 村  

泉口村  进中村  方林村  

筠合村    马岭村大檀树村  船山坪村  三板桥村  

柴埠溪村  红渔潭村 石良司村  

田家山村  楠木桥村

武陵山片区

秦巴山片区

大别山片区

幕阜山片区
阳新县

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项目

过多部门合作识别，解决影响儿童生存和发展的

主要问题。项目总投资29100多万元人民币，其

中国内整村推进投入24800多万元，利用丹麦绫

致基金、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赠款约4200

多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期4年（2014年1月1

日-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将探索把儿童贫

困问题纳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规划，解决儿童多

维度贫困的具体方法，为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儿童

减贫提供示范和借鉴。

2017年，组织开展丹麦綾致基金儿童减贫发

展合作项目检查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培训。完善提

高儿童参与式、多部门联动的项目模式，组织开

展项目成功案例收集和总结。

项目在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宣恩县、五峰县, 秦巴山片区的郧阳区、保康县，大别山片区的罗田县、大悟县，

幕阜山片区的通山县、阳新县等8个贫困县66个乡镇80个贫困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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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的具体指导下，与国际农发基金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

系。一方面，承担了财政部委托的“国际农发基金项目技术支持小组”工作，为国际农发基金在华业务

提供政策层面、项目管理层面以及经验总结分享层面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不断拓展与国际农

发基金的直接合作。包括开展减贫知识分享项目、开发知识产品、开展课题研究、举办有关国际论坛、

加强知识分享网络建设以及开展国际减贫援外培训项目等多个方面。

按财政部要求，密切跟踪农发基金有关农村发展、减贫、投资安排、项目评估、机构扁平化改革等

方面的政策重点和走向。组织国际农发基金年度报告的翻译、整理、提炼和总结，并形成专题报告；组

织专家开展农发基金第120届执行董事会和IFAD11第二次增资磋商会议文件的研究和建议工作。研究近

40份会议材料，总结各材料主要内容并提出中国立场和建议，形成建议报告；协助开展国际农发基金国

别战略（2016-2020）研讨，收集各方对农发国别战略的意见建议，供财政部与国际农发基金进一步磋

商；参加财政部组织召开的“农发基金国别规划中期评估研讨会”及国际农发基金组织召开的“农村金

融最佳实践项目”研讨会，与会进行交流和研讨，并提出多方面咨询建议。

2017年2月15-22日，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第八次联合检查团赴湖北省宣恩县、
罗田县开展实地检查工作。

协助财政部对国际农发基金有关文件提供政策咨询

与国际农发基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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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际农发基金在华项目管理

与国际农发基金合作开展国际减贫交流活动

积极派员参加农发基金

及财政部召开的国际农发基

金中国项目工作会议。交流

项目经验，总结项目工作成

效，工作计划。

为推进国际农发基金在华贷款项目和赠款项目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各级

项目管理人员对项目执行的全过程监测评价，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组织修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项目监测评价入门指导手册》。

加强项目经验总结宣传

参加国际农发基金在华项目检查。派员随国际农发基

金项目检查团先后赴湖北、青海、云南、江西和陕西等5

省分别参加项目年度检查、中期检查、竣工检查和启动检

查。主要目的是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

进对策和建议，形成5省项目情况报告。

2017年4月28日，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与国际农发基金在意大

利罗马联合举办全球减贫伙伴研

讨会。会议主要内容是研讨有效

的减贫知识分享伙伴机制，助力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

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境内外主

流媒体相继报道。

· ·

·

·

为更好地总结国际农发基金项目经验

与模式，服务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组

织专业力量开展农发基金项目8个扶贫案

例研究，从扶贫策略、扶贫模式、国际合

作等方面开发可复制和借鉴的案例。

2019年将是中国与农发基金开展合作40周年，2018

年启动《国际农发基金在华40周年》宣传画册编写，旨在

对国际农发基金40年来在中国开展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

和宣传双方合作成果，展示国际农发基金项目成效，为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总体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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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24日，经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推荐，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率团赴巴西

巴西利亚参加国际农发基金组织召开的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SSTC）国际会议。张广平副主任参加“通过

改善技术、水资源管理、竞争力和小农户进入市场的机会，提高农业生产和生产力”专题座谈，并以电子

商务在推动贫困地区产业价值链发展中的作用为题，介绍了中国电商推动产业价值链发展的机制和作用、

电商扶贫成功的经验、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更好发挥电商在扶贫中作用。

2 0 1 7 年 1 0 月 9

日，配合“10·17”

扶贫日活动，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与国际农

发基金联合召开产业

价值链发展与精准扶

贫国际论坛。论坛围

绕国际和国内在益贫

价值链发展政策及实

践 方 面 的 经 验 和 做

法，并就益贫价值链

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

行研讨。邀请了有关

部委代表、国际农发

基金亚太区有关国家代表、国际农发基金在华项目省代表、世界银行有关项目省代表、有关国际

组织驻华机构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会。

2017年5月26日，邀请国际农发基金

亚太项目局局长金焄爱参加“2017中国

扶贫国际论坛”并做主旨发言，介绍普惠

金融在减贫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坛

主题为“减贫治理方案的开发与分享”，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国务院扶贫

办，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开

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等100多位中外嘉宾

出席论坛，深入探讨减贫案例如何开发，

分享中国的扶贫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

家从中找到脱贫之路。



 53

举办相关培训，组织开展经验交流

围绕扶贫创新，开展课题研究

2017年8月29日-9月4

日，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务

院扶贫办、国际农发基金和世

界银行共同主办，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中

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南南合

作研讨班暨第九届中非共享

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 在北

京、湖南举办。主题是“南南

知识合作”，旨在交流中国减

贫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探讨完

善发展中国家减贫战略体系

的途径。国际农发基金新任总裁洪博先生、财政部史耀斌副部长、国务院扶贫办陈志刚副主任等出席了相关活动。

组织开展多方面的课题研究，2017-2018年主要课题有“电子商务在贫困地区产业价值链中的作用研究课

题”和“贫困地区农业产业价值链与减贫模式研究课题”。对中国贫困地区农业产业价值链发展情况，特别是产业

价值链发展对贫困人口的减贫带动作用进行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和分析。其中，“电子商务在贫困地区产业价值链中

的作用研究”的初步成果在2017年“10·17”产业价值链发展与精准扶贫国际论坛上进行发布，获得良好反响。

2018年6月3-7日，“2018年全球减

贫伙伴研讨会”期间，国务院扶贫办副主

任欧青平带队赴罗马，推动与国际农发基

金等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开展机制性合作。

期间分别与粮农三机构高层官员分别会

谈，明确要与三机构在联合开展减贫领域

政策研究，在华减贫项目合作，拓展南南

合作框架下“扶贫办+粮农三机构+发展中

国家”多方合作方式，加强减贫知识的交

流分享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会议期间

还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伙伴关系促进知

识分享与交流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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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我国儿童贫困现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自2007年以来，国务院扶贫办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推动开展儿童贫困与发展方面的研究与试点相关工作。该项工作自2014年

以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具体承担。截至目前，在儿童贫困与发展的研究、培训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工作。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多维度儿童贫困研究、
交流和能力建设

开展相关研究

举办儿童减贫相关培训

组织召开儿童减贫论坛

陆续完成了《儿童贫困与差异全球研究报告（中国部分）》等多份研究报告。共同从

多维度贫困角度，对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总结和研究，形成了“中国多维度儿童贫困

政策研究报告”。结合湖北儿童试点项目，开发了衡量儿童贫困和发展的社会心理指标等。

2017年与联合国儿基会合作重点开展了“儿童贫困与父母陪伴缺失之间关系文献研究”课题

和儿童贫困分析方法社会心理维度指标开发工作。

在北京、湖北宜昌、四川成都、四川西昌等地，对全国扶贫体系提供有关人员开展了多

次培训。内容包括国内外扶贫理论知识和实践、儿童权利与儿童视角、儿童保护与反贫困的

国际经验等，分享国内国际儿童减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先后组织召开两届儿童贫困与发展论坛，有效的宣传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成果，

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儿童贫困状况的了解，交流、分享了儿童发展的经验，为下一

步推动儿童贫困与发展试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在2017年“10·17”国际扶贫日活动

中，与儿基会联合举办“多维度贫困-儿童多维贫困及减贫分论坛”。论坛以消除多维度儿童

贫困问题为主题，围绕儿童贫困问题的识别，以及它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意义，探讨

如何通过多种工具衡量、并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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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国际减贫交流合作专业团队
为加强团队文化建设，锤炼国际减贫交流合作专业团队，增强团队协作精神，
我们多次组织不同主题团建活动、举办多期员工能力建设活动，并组织团队赴
国外开展相关培训等。

组织团队活动，提高团队凝聚力

为丰富中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加强团队文化建设，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增进职工之间的交流沟

通，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让职工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中心多次组织不同

主题团建活动。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健步
走”活动中荣获第二名。

节日期间组织职工到宋庆龄故居参观学习。

组织开展以“立足岗位职责、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职工团队建设活动，主要内容是草莓蔬菜采摘和团队协作
拓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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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组织员工及地方省市和办机关多名同志，赴南非和美国开展培训。培

训团组在培训期间深入了解与访谈当地社会基本情况，培训过程中，大家体会到，中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理论体系和实践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是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证明，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具有普适意义。

组织团队赴南非、美国开展农村改革与减贫模式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员工能力建设，多次安排职工参加有关单位组织的各项学习培训、组织开

展内部学习交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国际中心的工作网络优势，安排职工参加商务部、外交

部、财政部、世行、亚行、农发基金等组织的学习、培训、交流、检查等活动，学习先进工作

经验，提高干部职工业务能力和工作效能。

组织举办多期员工能力建设培训活动

节日期间组织职工DIY蛋糕制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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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第八次联合检

查团赴湖北省宣恩县、罗田县开展实地检查工作。

2月15日-22日

3月21日-4月1日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

联席主席比尔 · 盖茨先生，双方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

录。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左常升参加活动。

3月24日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7年发

展中国家信息化扶贫与建档立卡官员研修班”在华举办。

4月14-28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率团访问瑞士、意大

利，拜会瑞士发展合作署、意大利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和

国际机构。

4月23-30日

世行贷款第六期扶贫项目第四次检查团对甘肃省临洮县、

渭源县，四川省美姑县、昭觉县、布拖县、金阳县进行实

地检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分别出席了世界银行贷款

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贫试点示范项目及陕西贫困地区农村

社区发展项目启动仪式并致辞。

4月7日和4月11日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在成都召开援外工作培训。

4月12-15日

毛里求斯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部代表团赴广东省考察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及扶贫开发情况。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左

常升陪同考察。

4月19-23日

年度大事记

世行第六期扶贫贷款项目第四次检查团对贵州省开展

实地检查。

5月14-18日

由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欧盟

驻华代表团以及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主办，中国—欧

盟政策对话支持项目二期办公室协办的“中国扶贫经验国

际研讨会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扶贫经验分享活动”在

北京召开。

5月18-19日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7

年发展中国家农村交通建设与水利扶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湖北举办。

5月10-24日

2017 年度大事记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左常升会见到访的加纳副总统夫人

萨米亚 · 巴武米亚一行。

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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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7年孟

加拉减贫研修班”在北京、江西举办。

7月6-26日

7月6-26日

由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7年发展中

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缩小收入差距官员研修班”在北

京、内蒙古举办。

7月14-28日

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共同主办，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承办，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支持的“第十一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

与减贫论坛”在柬埔寨暹粒举行。

7月25-27日

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柬埔寨暹粒召开。

7月26日

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农发基金和世界

银行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中国—

国际农发基金南南合作研讨班暨第九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

高级研讨班”在北京、湖南举办。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

志刚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8月29日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7年发展

中国家医疗与健康扶贫官员研修班”在北京、湖北举办。

9月1-15日

10月9日

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毛里求斯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部联

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和毛

里求斯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部联合承办的中非合作论坛—

减贫与发展会议在毛里求斯成功举办。

9月6-7日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7年发

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与民间组织扶贫能力建设官员研修

班”在北京、云南举办。

9月15-29日

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驻华系统主办，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承办的“减贫与发

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的“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

目外方人员管理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8月14-20日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亚洲开发银行

联合主办，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和阿大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承办的“2017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减贫治理方

案的开发与分享”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

刚出席论坛。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参加中国贫困片区产业扶

贫试点示范项目（世行第六期扶贫项目）第五次世行检查

团对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的实地检查，并出席四

川省检查团总结会。

10月18-22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任率团赴菲律宾就开展社区

减贫合作项目进行了基线调研，并拜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馆及亚洲开发银行。

10月22-28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海南省扶贫办共同主办的“国际减

贫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

11月6-8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协办

的“2017年亚信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理论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四川举办。

11月7-16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的“学习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

运营、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参与”

培训班在北京、广西举办。

11月22日-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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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的世行项目经验总结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

1月15日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外长会在云南大理举行。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作为澜湄合作优先领域工作组

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广西南宁召开世行贷款第六期扶贫项

目（即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工作会议。

12月15日

2月1-2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云南省国际扶贫与发展中心、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协办，东盟秘书处、中国-亚

行区域知识共享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第六届东

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

3月5-9日

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干丹省斯瓦

安普乡举行。

12月21日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实施推进会在云南昆  

  明召开。

3月20日

2018 年度大事记

“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总结会”在

湖北武汉召开。

5月16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界银行、联

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

发银行等7家机构在北京联合主办“2018中国扶贫国际论

坛”。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出席论坛并致辞。

5月23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百年职校在北京召开教育扶贫合作

项目工作会议暨第一期贵州雷山、甘肃渭源和江西石城

三县职业学校教师培训班。

5月14-19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团组赴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进

行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第二次检查。

5月23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率团赴意大利罗马，出席全球

减贫伙伴关系研讨会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第159届理事会边

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等陪同访问。

6月3-7日

6月26日-7月3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检查团赴贵州遵义开展

项目第六次实地检查，并于18日在赤水召开总结会。

5月14-18日

由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与云南省扶贫办联合主办，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与云南省国际扶贫与发展中心共同承办的主

题为“汇聚八方资源，助力减贫合作，共建澜湄命运共同

体”澜湄减贫合作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3月21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柬埔寨农村发展部联合主办，浙江

省扶贫办和浙江财经大学承办的“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小企

业发展与减贫研修班”在浙江省杭州市和义乌市举办。

4月22-28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率团赴菲律宾、缅甸进行工作

访问，出席由国务院扶贫办和菲律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第12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并

实地调研援缅甸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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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8年发展

中国家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减贫研修班”在北京、内

蒙古举办。

6月27-29日

7月25日-8月7日

由国务院扶贫办与菲律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联合主办，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菲律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秘书处共同承

办的第12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在菲律宾

马尼拉举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出席会议。

由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8年巴基斯

坦减贫研修班”在北京、陕西举办。

7月5-19日

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主任左常升主持会议闭幕式，并于15-16日陪同60

余位中外代表赴贵州省毕节市考察扶贫工作。

8月14日

由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8年南非农

村产业扶贫海外研修班”在南非普马兰加省举行。

8月24日-9月7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共同主办的

“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案例评审会（通辽）”在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召开。

8月30-31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学院/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办公

室支持的“第三届中非青年减贫交流项目”在北京举行。

8月31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学院协办的第七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北京举办。

9月10-14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百年职校联合举办的第二期贵州雷

山、甘肃渭源与江西石城三县职业学校管理人员培训在

北京举行。

10月18日-11月6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四川成都组织召开东亚减贫示范合作

技术援助项目2018年第二次项目实施推进会。

9月10-12日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美国贫困瞄准与社会救助体

系培训”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举行。来自国务院扶贫办机

关、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以及吉林等15个省（区、市）扶贫

系统的18位同志参加培训。

9月16-29日

9月17-21日

由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8年阿富汗

扶贫、减贫官员培训班”在北京、福建举行。

10月12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青海西宁成功举办世行六期项目合作

社带头人能力建设培训班（第三期）。

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和国际农

发基金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第十届中

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暨第九届中国-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南南合作研讨班”在北京、广东、贵州举行。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第一次案例评审会在中国互

联网新闻中心召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张广平副主任出

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共同举办

的“国际减贫与发展趋势研究”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由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与老挝农林部农村发展与合作社

司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澜湄合作减贫联

合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暨东亚减贫合作倡议研讨会在老挝

万象召开。

11月1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接待到访的以片平知宏为

团长的日本媒体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就“扶贫脱贫、美丽

乡村”主题作友好交流。

10月29日

12月5日

12月13-14日

12月12-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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