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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5 月，是 2004 年召开的上海全球扶贫大会的成果

之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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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职从事减贫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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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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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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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RCC 宗旨使命

IPRCC 主要职能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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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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国际减贫交流平台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积极与多、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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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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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自 2017 年起举办，截至 2020 年已举办四届。会议每年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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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已成为中国和
联合国粮农三机构交流减贫经验的机制化平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减贫领域知识分享。参会代表来自全球各国政府部门、
联合国机构、民间团体、高校及研究机构、外交使团等。

2020 年 11 月 24 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外文局、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主办的“2020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甘肃省陇南市召开，会议主题为“后
疫情时代全球减贫创新与合作”，视频连线了联合国机构高级别代表，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官员，共有包括 12 个国家
和 4 个国际组织在内的各国政府部门、驻华使馆、学界、新闻媒体和企业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探讨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缩小数字鸿沟，让贫困人群从数字创新中受益，加速抗疫合作和减贫知识分享与交流等热点内容。

2020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
时任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出席活动。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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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会议现场

07

会议通过了《陇南共识》，并发布了《中国关键词：精准扶贫篇》多语种图书和《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 2020》英文版图书，
中方代表向国际组织、驻华使节等赠送了图书。此外，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会上联合发布了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首批最
佳案例获奖名单。11 月 23 日晚，会议还举办了“消费扶贫新举措 餐桌补贴再升级”专场农产品直播带货的配套活动。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出席研讨会，参加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首批获奖案例名单发布并主持会议第
二分议题研讨活动。

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首批获奖案例名单发布 参会代表实地考察陇南电商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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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主办，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晚开幕并
举行主论坛。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时任国务
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主论坛作大会发言。12 月 15 日举办了“中国扶贫经验对话”专题研讨会、“国际减贫理
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等五个分论坛。共有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 20 多个国际组织的 200 余名代表参加活动（其中
外方代表 140 余名）。

“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分论坛
“中国扶贫经验对话”线上专题研讨会02

2020 年 12 月 15 日，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中国扶贫经验对话”线上专题研讨
会举办。此次研讨会是“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的分论坛之一，旨在加强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及有关国际组
织的减贫经验交流和分享，为消除全球绝对贫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自中国、东盟及非洲国家政府部门、
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驻华使馆及智库的 40 余位嘉宾参会，围绕“精准扶贫脱贫，消除绝对贫困”主题
做交流分享。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中宣部国际联络局二级巡视员廖文辉出席会议开幕式。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 • 诺罗夫（Vladimir Norov）、毛里求斯驻华大使王纯万（Marie Roland Alain 
Wong Yen Cheong）、非洲联盟常驻代表穆罕默德 • 奥斯曼（Rahamtalla M. Osman）及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 •
凯鲁基（Mbelwa Kairuki）为会议开幕式发来视频致辞。

研讨交流共分为两节，第一节重点围绕中国及东盟国家和国际机构消除绝对贫困的政策与实践展开研讨。第
二节重点围绕中国及非洲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减贫政策与实践展开研讨。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主持第二节研讨会并作总结发言，副主任李昕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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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60 国际组织20+
代表200++

部分参会代表视频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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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特别视频会议

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自 2007 年起举办 , 截至 2020 年连续举办 14 届，2020 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举办的是
特别视频会议。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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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交流平台，促进区域内的减贫交流合作。

论坛由国务院扶贫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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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成为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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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2016-2020、2021-2025）》的重
要内容，多年来获得中国外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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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29 日，由国务院扶贫办与东盟秘书处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中国驻东盟使团、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等机构支持的“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特别视频会议”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和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 8 国减贫相关部门的部级和司局级代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代表及媒体
代表等 80 余人线上参会。

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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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视频会议围绕“携手抗击新冠疫情，共同推进减贫进程”主题展开讨论，旨在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减贫交流合作，
及时分享各国在减贫领域应对疫情的做法和经验，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时任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Kung Phoak）以及中国驻东盟特命全权大使邓锡军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主持开幕式。东盟秘书处消除贫困和性别司助理司长思达（Sita Sumrit）、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共同主持大会。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国务秘书韶齐万（Chivoan SAO）、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在
闭幕式作总结发言。

会议邀请了东盟国家代表就本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减贫工作有关情况作国别发言。参会代表分别介绍了
新冠疫情导致的返贫、失业等问题，分享了各国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探讨了如何通过加强区域内及中国与东盟合作，
携手应对新冠疫情及后续影响，积极推动东盟区域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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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7 日，第三届国务院扶贫办与国际机构代表高层对话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时任国务院扶贫
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主持会议开幕式。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大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国别代表，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驻华国别主任，比尔及
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国际美慈、香港小母牛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席代表等 20 余人参加视频会议，并就应对
新冠疫情对减贫影响踊跃发言、积极互动。

国际机构高层对话会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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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共同举办“中国—世行减贫合作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和第 28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来临之际，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银行
驻华代表处共同举办“中国—世行减贫合作研讨会”。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世行农业和粮食全球实践局亚太局局长迪娜（Dina Umali-
Deininger）、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副主任吴伟出席会议并致辞。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副主任吴伟致辞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
刘俊文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国宝
作代表性发言

中国—世行减贫合作研讨会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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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世行驻华代表处农业组主任陈那（Laisy Komba 
Chengula）分别作主题发言，甘肃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国宝分别作
代表性发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与陈那共同主持会议。

会议回顾总结了世行与中国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历程、成
果与经验，充分肯定了中国减贫成就，并赞赏世行对中国减
贫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代表们一致认为，双方的合作在减缓
中国贫困状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机构和人员能力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推动中国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创
新、扩大国际减贫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与会代表还就 2020 年后中国与世行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和研讨，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来自世界银行 , 甘肃、广西、河南、四川、重庆、内蒙古、
云南、贵州、陕西、宁夏有关项目省扶贫办代表及专家学者
等 80 余人出席会议。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陕西 河南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广西

部分参会代表视频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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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5 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阿姆斯特丹全球卫生与发展研究所共
同举办“国际减贫与发展趋势研究”国际研讨视频会，这也是在国务院扶贫办与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合作谅解备忘录
框架下开展的项目研究活动之一。

“国际减贫与发展趋势研究”国际研讨视频会 06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副主任谭
卫平出席会议，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时任主任李一诺致辞。阿姆斯特丹全球卫生与发展研究所彼得 •
兰乔（Peter Lanjouw）教授主持开幕式。世界银行、美国乔治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
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 100 余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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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9 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共
同举办“中国扶贫—经验总结与国际共享”国际研讨会（视频会）。时任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出席
会议并致辞，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政策倡导团队负责人汪宏致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作会议总结、副主任
谭卫平主持研讨会有关议程。厦门大学陈少华教授主持开幕式。来自世界银行、杜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
和国际组织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高懿行主持研讨会第三阶段，伦敦经济学院斯蒂芬 • 詹金斯（Stephen 
Jenkins）教授、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与发展研究所皮特 • 兰乔（Peter F. Lanjouw）教授分别以“欧洲减贫和社会包容性发
展模式”和“国际减贫新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为主题做分享，并与参会学者进行互动交流。

刘俊文主任作会议总结，肯定研讨会在交流国际减贫经验、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和实践以及谋划未来减贫战略和政策方面
取得的成效，并表示将加强国际减贫研究合作、继续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打造减贫研究交流的经常性机制和平台。

谭卫平副主任主持会议第二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张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左停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和中山大学田宇教授先后以“2020 后贫困发
生机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减贫”“激励相容的反贫困田野实验”和“贫
困地区创业与减贫”为主题发言，并与参会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中国扶贫—经验总结与国际共享”国际研讨会07

专家学者参会
余名100 

“中国扶贫—经验总结与国际共享”国际研讨会（视频会）现场



17

会议对 2019 年 GDLN 全球理事会议及 GDLN 亚太区 2019
年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各国代表交流了知识分享领域的典
型案例和经验做法，对开展知识分享的模式和方法进行了讨论，
并针对 GDLN 网络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2020
年还新增了应对新冠疫情相关议题以及讨论 GDLN 成立 20 周
年庆典活动的策划工作。

2020 年 7 月 6 日，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lobal Development Learning Network, GDLN) 2020 年度亚太区年会以视频会
议形式召开。此次活动由韩国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越南、泰国等 7 个国家的
20 余名代表参加。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慧东出席会议，向参会代表介绍了 2019 年开展的主要业务以及 2020 年计划
开展的工作。

全国发展学习网络（GDLN）2020 年度亚太区年会 08

全球发展学习网络 2020 年度亚太区年会视频会议现场

全球发展学习网络 2020 年度亚太区年会视频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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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伟大实践中，各地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为讲好中
国脱贫攻坚故事，促进国内外经验交流分享，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建设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的构想，由综合司指导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具体落实。通过自主申报、实地考察和择优选择，国务院扶贫办于 2021 年 1 月发文确定河北省阜平县等 50 个县
市区为首批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阜平县骆驼湾村等 91 个考察点为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以下分别简称“基地”和“考
察点”）。

2020 年 9 月 10-11 日，为加快推进基地建设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在河北省阜平县组织召开现场推进会。

包括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边疆地区和发达地区。各路线中，北方 3 条、
南方 4 条，兼顾了一年四季及气候因素。

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09

中部 6 个省 : 河北、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东部 1 个省 : 福建

西部 8 个省区市 :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

首批确定的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在行政区划上涵盖了东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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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确定的 91 个考察点首先体现了政治性，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示“六个精准”“五
个一批”“四个问题”，体现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考察点具有先进性和典型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作中成效显著、特色亮点突出、体现基层脱贫攻坚创新实践，专项工作在国内名列前茅。考察点同时也具有可持续性并具
备软硬件条件和接待能力。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基地所在的 15 个省区市的同志们一道，整理汇编了《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简介》上、下册，收
录了 91 个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及工作启示，以此作为参考材料，促进各地交流经验和学习借鉴，为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继续贡献积极力量。

《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简介》书籍上、下册 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视频集

基地和考察点主要展示内容

产业扶贫

旅游扶贫

兜底保障

致富带头人

综合性展馆

教育扶贫

文化扶贫

科技扶贫

民主党派帮扶

易地扶贫搬迁

电商扶贫

光伏扶贫

基层治理

生态扶贫

驻村帮扶

金融扶贫

民族团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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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减贫领域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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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和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开展深入的研究合作。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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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79
国际减贫动态

期105
研究报告

期94
Working Paper

期49
减贫研究参考

期381
中外减贫信息摘要

大力开发高质量的减贫知识产品，取得积极成果。聚焦国内外减贫的新进展与新趋势，针对某一领域或区域开展国际减
贫研究，为国内外决策者、政府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

2020 年围绕精准扶贫经验总结、疫情灾害影响等国内外减贫热点问题，以及 2020 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等问题开展研究，重点总结有关国家贫困标准、减贫战略和政策、乡村振兴等国际经验。全年自主研究撰写各类研究报告 63 篇，
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求是》杂志、《人民政协报》、《今日中国》等报纸期刊上公开发表 19 篇，宣介中国
脱贫成就。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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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年底，共编发 179 期国际减贫动态、105 期研究报告、94 期 Working Paper、49 期减贫研究参考、
381 期中外减贫信息摘要。

深入开展减贫领域相关研究 01

1 有关国家减贫立法的经验

2 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减贫的影响

3 美国贫困标准测算及应用

4 重大灾害与疫情对贫困影响的国际案例

5 有关财政扶贫投入的国际案例

6 国际减贫理念与实践变迁

7 扶贫相关的诺贝尔奖

8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区别

9 世行贫困标准及启示

10 全球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11  

12 英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及启示

13 新冠肺炎对脱贫影响研究综述

14 主要国家扶贫标准设置及对象规模

15 主要国家减贫战略目标

16 主要国家减贫投入及主要措施

17 主要国家减贫机构设置及职能

研 究 报 告（2020）

《贫穷的本质》主要观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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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杂志发表文章（2020）

1 阿瓦人民再唱新歌——云南腾冲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脱贫调查 《人民日报》发表

2 百果园里幸福长——湖南凤凰菖蒲塘村脱贫调查 《人民日报》发表

3 中国精准扶贫——成果丰硕、意义深远【书】 《中国日报》出版

4 中国精准扶贫——成果丰硕、意义深远【报纸】 《中国日报》发表

5 中国精准扶贫经验 《人民政协报》发表

6 中国减贫成就推动全球减贫进程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7 精准脱贫的创新举措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8 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融合发展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9 健康扶贫的中国经验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0 东西扶贫协作助推减贫发展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1 提升技能水平 促进稳定脱贫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2 政府领导力，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3 克服疫情影响，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4 破解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5 长效机制提升脱贫质量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6 啃最硬的骨头，中国为什么能？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7 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减贫经验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8 构建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19 多举措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发展 《今日中国》杂志发表

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研究报告（2020）

1 Beyond the Last Mi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ackling Emerging Poverty Challen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供稿（2020）

1

2

多维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China's Experi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Governance

其他（2020）

1

2

中国扶贫政策与实践

数说：有关中国扶贫的英文文献分析

与牛津大学合作，年度研究报告（2020）

1 Accurate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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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银行关于扶贫标准的定义、具体指标、对应的贫困人口规模

2 主要国家扶贫标准设置及对象规模

3 主要国家减贫战略目标

4 主要国家减贫投入及主要措施

5 主要国家减贫机构设置及职能

2020 后减贫战略研究（2020）

派员参加中办调研室开展的贫困村脱贫调查

特约调研组一行赴云南省腾冲市司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和湖南省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开展了调研，撰写
形成《阿瓦人民再唱新歌》和《百果园里幸福长》两篇调研报告，并发表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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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减贫热点问题课题研究

积极推动盖茨基金会项目研究工作

围绕中国减贫经验总结与国际共享，盖茨项目开展了十项课题委托研究，并已编译 5 期盖茨项目研究报告。

1 一带一路建设减贫影响研究

2 中国精准扶贫经验的理论阐释

3 中国精准扶贫经验国际分享案例研究

4 国别减贫案例研究

5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国际经验研究

6 城市贫困问题及反贫困研究

序号 课题名称（2020）

1 空间价格变化对减贫政策的影响

2 贫困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脆弱性下降 ?

3 高收入国家的减贫经验

4 相对贫困标准设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5 美国、日本和韩国减贫经验及启示

编译 5 期盖茨项目《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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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国际网络平台作用，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为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扶贫故事，积极拓展国际减贫合作研究，与牛津大学、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探索中国减贫经验的理论研究和阐释。

与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围绕“精准扶贫经验”开展了合作研究，该中心主任萨宾娜 • 阿尔基
尔（Sabina Alkire）教授牵头该项研究并深入中国贫困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切实体会中国精准扶贫主要做
法和成就，共同撰写形成英文研究报告 Accurate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中国精准扶贫研究）。

该报告是我中心与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共同署名公开发布的年度研究报告。牛津大学贫困
与人类发展中心将在其相关学术会议上宣讲该报告成果。

为总结分享中国减贫经验以及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国别经验，我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围绕
中国减贫经验总结及包容性减贫战略开展了合作研究，共同撰写形成 Beyond the Last Mi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ackling Emerging Poverty Challen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研究报告。

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精准扶贫经验研究并联合发布年度报告

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开展经验总结及包容性减贫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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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研究成果

2020 编印刊物和书籍

 Accurate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Beyond the Last Mi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ackling Emerging Poverty  
 Challen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 2020》

《资产收益扶贫的中国实践与经验》

《精准扶贫与相对贫困（英文版）》

《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从国际经验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融合》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减贫效果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减贫事业发展》

《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国别减贫案例—来自韩国、德国和阿根廷的经验》

《国外就业促进与社会政策的减贫经验》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Boosts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reventing the Returning to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Country-specific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Social 
Policies Abroad

《贫穷的本质》主要观点摘编

《对相对贫困地区设定和发展问题的探索》

《英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及启示》

《多灾害叠加影响下的减贫对策建议》

《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中国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国际减贫动态共 12 期

 中外减贫信息摘要共 24 期

类型 名称

年度研究报告（与牛津大学合作）

专题研究报告（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

书稿

研究报告

Working Paper

研究参考

减贫动态

信息摘要



27

开展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全球减贫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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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新和深化全球减贫伙伴关系的最新尝试。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共 7 家机构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了第二届“全
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受疫情影响，活动截稿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截稿时间，共收到减贫案例 494 篇，其
中国内案例 457 篇，国际案例 37 篇。国内案例内容涉及产业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特殊群体扶贫、就业扶贫、生态
扶贫、消费扶贫等多个领域。国际案例涉及肯尼亚、乌干达、巴西、日本、印度等 28 个国家的扶贫工作。

篇457
国内减贫案例

篇37
国际减贫案例

个国家28
国际案例涉及

国际减贫知识产品开发和分享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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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是由国务院扶贫办主管，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编纂的，全面反映中国扶贫开发年度进展的大型综合
性工具书。旨在系统反映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概况、主要政策措施与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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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资料性文献，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

中文版《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2020》共收录文字
稿件 461 篇，数据统计表 20 个，图片 80 幅。全书
总字数 139 万字（历年之最），内容包括年度综述、
基础工作、重点工作、监督考核、行业扶贫、社会扶贫、
地方扶贫、国际合作、专题研究、宣传表彰及扶贫
数据等。同年，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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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系列减贫知识产品

开展扶贫专题系列产品国际化开发

制作完成系列短视频《减贫 • 寻道》第二季
（中英双语版）共 6 集

受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委托，具体执行扶贫专题系列产品国
际化开发项目。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与实践对国际减贫
事业的借鉴和启示，开发 60 个微视频、3 部宣传片和 1 本案例集，
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进一步促进国内外减贫经验交流分享提供
素材。

从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和历届脱贫攻坚奖获奖案例中精选
有代表性、可复制性强的减贫案例，以可视化方式浓缩介绍案例
模式和做法。

出版中英文版《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 2020》，选取 25 个
有代表性的扶贫案例，由国际专家以国际化的视角进行编辑整理，
在“2020 全球减贫伙伴关系研讨会”上发布英文版。

1

2

3



30

开展国际减贫交流相关课题研究

减贫知识分享平台建设

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了“国际减贫交流活动总结提升项目”和“乡
村振兴模式案例研究”工作。2019 年委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开
展的“减贫知识产品分享途径的探索研究”也于 2020 年高质量完成。

持续开展“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 
Inclusive Growth Portal）（以下简称南南网 GPIG）”和“中外减贫案例库”
建设，不断充实更新减贫故事和案例，打造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扶贫的网络
窗口。通过与国际机构的知识分享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知识产品和信息
共享，打造中国扶贫经验外宣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状况平稳。
在南南网 GPIG 的领英（LinkedIn）账号发布减贫活动信息、相关研究等
英文贴文，领英平台作为主要面向行业精英的高端社交平台，对于消除各
类偏见、帮助国际减贫与发展领域专业人士了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GPIG 的关注者已突破 1000 人。

“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于 2016 年 5 月上线，是由世界银行赠
款并发起，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
中心联合运营的纯英文国际减贫知识分享网站。网站致力于打造减贫经验
分享交流的国际平台，向国际社会宣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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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网站二维码

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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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旅游联盟举办旅游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旅游联盟、世界银行三方共同组稿、筛选旅游减贫案例，根据减贫效果、创新性、可复制性、
社会影响和可持续性等标准进行遴选优秀案例，为国际旅游减贫事业贡献范例和智慧。10 月 10 日，三家机构联合在京举办“世
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100”新闻发布会。11 月 13 日，协助世界旅游联盟在杭州举办“湘湖对话”活动，共同发布了《2020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出席“世界旅游联盟 旅游减贫案例 100”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应邀参加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旅游联盟 • 湘湖对话”活动，并与世界旅游联盟、
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了《2020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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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2020“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决战脱贫攻坚”主题赛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官网全新改版、开设微信公众号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的面向国内外社会公众公开征集各领域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年度官方品牌活动。2020 大赛主题为“共同命运守望前行”。为进一
步扩大社会关注度和公众参与度，同期举办“决战脱贫攻坚”主题赛，由中国外文局指导，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互
联网新闻中心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主办，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反映脱贫攻坚成就和先进事迹的视频作品。获奖作品在大赛
官网、中国网各平台、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官网集中展示。部分获奖作品通过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和视频网站、
主流新闻客户端，以及地铁、高铁、海外社交媒体等国内外平台进行全方位、立体式展播。

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出席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 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云颁奖典礼暨 
2020“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云启动仪式

2020 年中心网站全新改版并上线运行。同时，开设了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微信公众号，保证每天更新公众号内容，
截至 2020 年底 , 发表中英文相关内容 239 篇。

 IPRCC 改版后的官网

IPRCC 微信公众号



33

打造国际减贫培训品牌
国际减贫培训项目突出中国扶贫开发的特色和亮点，发挥减贫领域的专业优势。

以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主题，聚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突出脱贫攻坚战略实
践，围绕落实“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等重点环节，全面阐释战略政策，
展示成效经验。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研讨新形势下国内外扶贫带来的创新机遇，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截至 2020	年底，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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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期国际减贫研修班，
对来自 136	个国家（地区）的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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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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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课程片头

2020 年，由于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开展来
华减贫培训项目。为应对疫情影响、丰富减贫培训方式，更
好地展示中国减贫与发展经验成果，重点围绕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方略，从深受学员欢迎的培训专题中选择开发了 10
个国际减贫培训课程视频教材，同时为配合培训课程使用，
开发了 10 个国际减贫培训微视频案例，紧扣课程主题，直
观展现培训内容，用生动具体的案例增强培训效果，让学员
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减贫的成功实践，扶贫
案例的亮点和做法。

开发系列培训视频课程教材01

序号 课程名称

系列视频培训课程

课程 1 中国扶贫政策与实践

课程 2 中国精准扶贫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课程 3 中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课程 4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扶贫

课程 5 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与减贫

课程 6 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与城乡协调发展

课程 7 产业扶贫政策与实践

课程 8 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与实践

课程 9 生态环境保护和减贫

课程 10 中国农村教育政策与实践

个10
国际减贫培训微视频案例

个10
国际减贫培训课程视频教材

开发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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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抗疫斗争中，
依然在为消除贫困而不懈奋斗，从中国
经济社会快速恢复中可看出中国一定会
在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

—— 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局长
MULENGA HENRY KOMBE 来信

“当我们应对这次疫情时，有中
国朋友的坚韧、慷慨、自律和智慧所凝
结的指导帮助，如同通往胜利的灯塔为
我们指引着道路”。

—— 牙买加学员 
CARO DEAN MARVA SAMUEL 来信

为了解学员培训需求，同时配合教材开发工作，对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学员对教材内容、教材形式、未来期
望与交流合作方面的相关建议。通过需求调查，为下一步科学设置培训课程，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
奠定了基础。9 月以后，定期为所有学员发送 2020 年《中外减贫信息摘要》，学员们纷纷表示此类信息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有益。

2020 年着重加强了对国际学员的跟踪回访。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启动对学员的跟踪回访，向近三
年来华参训的学员发送邮件表示慰问，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和措施，受到学员高度评价，他们纷
纷表示来华参加减贫培训不仅亲眼所见中国取得的巨大减贫成就，而且中国之行也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暖心时刻和美好回忆。

学员们坚信中国能如期实现脱
贫目标。

学员们交流了本国的防疫情
况，同时表示希望继续与中国进行
抗击疫情以及减贫领域的合作。

学员们对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果断有
效措施，成功控制疫情，并积极推动国
际抗疫合作表示高度赞赏。

加强对学员的跟踪联系 02

“面对疫情，中国政府迅速做出
反应，遏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并尽最
大努力不仅拯救中国人民的生命，也拯
救了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

—— 瓦努阿图总理府官员 
GILBERT NORMAN IAMURPH 来信

“取得这些压倒性成功的秘诀是
中国人民拥有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肩
负发展自己国家的社会责任，到 2020
年底中国将彻底消除贫困，这也同样是
中国人民在抗击和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取
得成功的秘诀”。

—— 埃及贸易工业部官员  
ABDULLAH ABDELFATTAH 来信

“我们在这个困难时期要继续加
强中赞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努力消除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

—— 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官员 
KAFUMUKACHE TOBIAS 来信

“我对中国人民致以崇高敬意，
能够在如此紧迫的条件下，动员人力、
物力和财力来团结一致实现抗疫目标。
我感受到中国面对病毒时的勇气，人民
的生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中国
人民的经验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来更
好地调动资源，控制病毒传播并采取相
关行动”。

—— 刚果（金）乡村发展规划处处长 
BYAMUNGU MABLE JUSTIN 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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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制“2019 国际减贫培训简报”、“2017-2019 年国际减贫培训项目学员体会”、“百年职校教育扶贫合作项目简报”、
“学员反馈意见分析报告”等。

配合国务院扶贫办定点扶贫工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百年职校签署 2020 年度教育扶贫合作项目协议，努力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创造性开展职业教育扶贫合作，顺利完成招收新生、安排实习、落实就业等各项工作。

整理编制 2019 年培训成果03

与百年职校开展教育扶贫合作项目04

国际减贫培训简报 国际减贫培训项目学员体会 百年职校教育扶贫合作项目简报

完成 2020 年度江西省石城县、
贵州省雷山县、甘肃省渭源县三个
定点帮扶县招生工作，共录取 46
名学生；

跟踪落实 2017 级三县毕业生
的就业安排， 64 名学生全部安排
就业；

积极督促协调百年职校做好
2018 级 98 名学生的实习安排，为
2021 年就业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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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际减贫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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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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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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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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设计并推动了“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以下简称“东亚减贫项目”）的实施。东亚减贫项目在内容上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与国际减贫实践的结合，是中国首个综合性村级减贫援外示范项目，对探索国际减贫合作新机制、
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减贫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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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进入收官阶段。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老挝、柬埔寨、缅甸三个国别项
目在人员派出、工程建设、物资进口、活动组织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积极应对，加强组织协调、
沟通指导，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明确工作思路和举措，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确保项目稳步推进。

在项目建设、人员聚集活动因疫情影响而停滞之际，积极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开展项目档案整理工作，为后续项目竣工验
收、审价审计做好准备。

会同各有关单位，在对项目准备和实施全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加强对项目经验和模式的总结，开发减贫示范合
作项目操作指南。指南将作为国际减贫合作项目行之有效、可借鉴、可复制的智力成果，为援外立项主管部门及今后开展类
似项目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同时，进一步总结和提炼成功案例和感人事迹，编写项目案例故事集，提升项目的示范效果和影响力。

以线上会议形式组织召开第六次（4 月 30 日）、第七次（7 月 31 日）推进会，配合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在成都召
开项目成果总结和经验分享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召开第八次（11 月 4 日）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存在问题。

 积极推进项目实施

积极开展项目协调，推进项目实施。

推动项目实施单位积极开展项目档案梳理工作。

做好知识产品开发和成果总结宣传。

第六次推进会 第七次推进会 第八次推进会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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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建成集中供水工程解决 2 个项目村 800 户，4000 余人饮水困难；建成社区活动中心 1 处；为 132 户贫困户新
建了卫生厕所，为 82 户贫困户接入了照明用电，为 71 户贫困户重建了房屋，为 190 户农户改建了房屋；为 500 户农户发
放了省柴灶。切实改善了村民基本生活条件。

克服疫情不利影响，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和良好效果

基础设施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生计改善

克服疫情影响，确保项目顺利收官。

共新建 2 个洗洁精加工厂并投入运营，实施庭院经济项目 200 户、小米椒种植 80 户、大棚种植高温蘑菇 28 户、养牛
示范 40 户等生计项目。

派遣常驻专家 157 人月，与柬埔寨共同组织实施项目。
在柬埔寨开展培训参观共 13 期，来华培训 2 期覆盖 32 人。
完成了项目基线调查和监测评价工作，开发了援助减贫故事
集、宣传画册视频等知识产品。

柬埔寨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通过商务部的整体竣工验收。
柬埔寨项目

小米椒种植户正在摘收辣椒

  带领项目村村民前往暹粒的农业示范基地参观学习

项目建成的饮水工程

养牛示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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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种植、养殖、织布、旅游等 9 个生计发展项目。目前，已覆盖农户 240 户，形成养牛 140 头、家禽 4800 羽， 种植
玉米 40 公顷、大棚蔬菜 1800 平方米、露天蔬菜 47 公顷、老挝锦织 40 户、旅游农家乐 3 户，支持生计发展产业已基本形
成一定规模，预计户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项目建设桥梁 1 座，两个村内沥青道路共计 4.16 千米，通往生产区桥涵 1 个；建设入户饮水工程覆盖两村 602 户农户；
公共服务设施惠及两村 3000 多人。

基础设施

老挝项目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已就整体竣工验收提交申请。
老挝项目

生计改善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项目累计派遣常驻人员 89 人月；举办老挝当地培训 40 次，累计培训 1071 人次；开展来华培训 3 期，培训 36 人次；
组织两个项目村和广西龙胜县大寨村开展 2 期“友好村”交流互访活动，参加交流老挝人员 25 人次，中方人员 15 人次。

版索村桥梁建设 版索村活动中心

老挝养牛户 老挝织布示范户阿西正在向中国常驻专家展
示当天售出的产品和收入

代表团成员在参观小手工业作品老挝代表团在龙胜县大寨村与贫困户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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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村的道路、河堤、学校、社区中心、村卫生室及饮水等附带工程已全部完成建设，并通过初步验收；埃羌达村
供电工程开展了招标采购工作；由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配套开展的敏彬村供电工程已组织施工。

基础设施

缅甸项目已完成了主要建设任务。
缅甸项目

生计改善和能力建设

在项目村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2 个，累计开展约
1300 人次的种养殖技能培训；对缅方农村发展司相关工作
人员开展约 160 人次的能力建设培训，组织该司 2 批 10 人
次来华进行培训。

开展村民培训

村内道路建设修建的社区发展中心成为村民议事、
培训的场所

村内饮水工程建设的水塔

开展芝麻增产增收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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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 2020 年 11 月 14 日出席第 23 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上表示，中方愿在自身减贫的同时，实施“东
亚减贫合作倡议二期”项目，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中心积极与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及合作国进行沟通，推
动二期项目启动。目前，柬埔寨已正式向中国提交了申请二期项目的计划，老挝、缅甸、菲律宾等国均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意
愿。外交部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国内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实施二期项目。

项目获得积极评价，影响力不断提升。

成功争取二期项目。

项目示范效果得到中外有关部门和项目村群众高度评价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一行到老挝琅勃拉邦市象龙村进行调研，对项目进展表示非常满意，
高度赞赏了联合项目管理办公室所做的努力。国合署指出项目是“短平快”、“小而美”的民生类援外项目
的一个样板，国合署已将其作为援外项目的优秀代表向外推介。

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称赞项目具有几个鲜明特点，包括：

第一，项目聚焦受援国基础民生，小而美，小而精，是中国特色对外援助模式的生动实践。项目聚焦最
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农村，减贫专家付出的辛勤汗水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承诺最具体的体现。

第二，项目是国内扶贫经验与国际减贫合作的有机融合，是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
成功范例。项目是援外与减贫的首次结合，取得良好效果，中国扶贫经验“工具箱”与受援国当地实际结合
后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项目成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共外交开展有声有色，有力提升了援助综合效应。受援国政府和民众对项目充
分肯定，出席第 11 次东盟农村发展部长级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对项目高
度赞赏。央视、新华社等媒体也对项目进行了专门报道，称该项目是中国减贫理念在湄公河畔开花结果的优
秀代表案例。

第四，项目为今后减贫援外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项目实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外作出的郑重承诺，得到了
各国的充分肯定，为今后拓展和深化减贫援外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国
内
方
面

2020 年 2 月，老挝总理通伦 • 西苏里访问项目村版索村，号召村民弘扬勤奋刻苦精神，不断学习，提升
能力，改善生活；柬埔寨项目联合管理办公室柬方副主任在《人民日报》上刊文《减贫合作加深友谊》；2 月
5 日，缅甸农牧灌溉部部长昂都考察埃羌达村项目执行情况。项目村村民积极配合项目实施，踊跃参加生产活
动，感谢项目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对于项目实施后村庄发生的喜人变化感到十分高兴。

国
外
方
面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央
电视台、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缅甸国家电
视台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对项目进行了多次深入报道。CGTN
制作的项目纪录片《充满希望的村庄》多次播出，提升了项
目的影响力。

社
会
关
注

援外工作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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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澜湄周活动原定于 3 月以“深化澜湄合作 共享
一带一路成果”为主题在上海举办。因疫情原因取消原有安
排，改为在网上宣传展示澜湄早期收获项目“东亚减贫示范
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以及老挝金花村“减贫合作社区示范项
目”成果、澜湄基金“澜湄减贫能力提升项目”成果。此外，
也和外方积极沟通，鼓励各自在网上开展澜湄周宣传活动。

作为澜湄合作早期收获项目，在老挝万象市金花村开展
社区减贫示范合作二期项目，内容包括支持金花村活动中心
和蔬菜大棚建设、技术培训等，带动村民发展蔬菜种植产业，
实现减贫增收。蔬菜大棚建设已完工，金花村活动中心已完
工 90%。

积极申报亚洲合作资金，用以开展澜湄减贫合作二期能
力提升项目。2020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脱贫
成就备受瞩目。我中心申请利用澜湄合作基金，开展以深度
体验中国减贫治理体系为主题的能力提升项目，拟邀请湄公
河五国减贫领域官员来华，通过交流研讨和实地考察等活动，
分享各自减贫领域的经验和成就，并深入了解中国扶贫成就
和经验，提升中国在国际减贫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

应外交部澜湄秘书处要求，为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
议协助提供展览材料及澜湄减贫合作进展情况材料；为第三
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草案研提修改意见；对外方申报
的澜湄合作基金项目提供评审意见。

2020 年 11 月 24 日，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了澜湄合
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
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来自柬埔寨、中国、老挝、
缅甸、泰国和越南减贫部门的工作组成员代表以及澜湄合作
中国秘书处的代表共计 30 人出席了会议，来自东亚减贫示
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实施单位的 17 名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交流了第三次工作组会议以来各国国内减贫及澜湄
减贫合作开展情况，对澜湄减贫合作五年计划进行了中期回
顾，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代表介绍了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
的有关情况及申报要求，并就项目调整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会议决定，2021 年 11 月或 12 月由缅甸主办第五次减贫联
合工作组会议，会议形式视疫情发展情况另行商议。

网上举办澜湄周活动。1 稳步推进国家扶贫示范点项目。3

召开线上减贫联合工作组第四次会议。2

积极申报亚洲合作资金。4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5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02

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四次视频会议召开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主持会议，并做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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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全称为中国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以下称“世行六期项目”），项目于 2012 年开始前期设计评估、
2015 年完成项目谈判并经世行执董会批准，于同年 9 月宣布启动并进入实施阶段。项目设计依托合作社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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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通过在项目区示范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以促进贫困农户平等参与的组织化安排，从而可持续地提高贫困农户收入。项目共成功组建合作社 410 个，截至
2020 年底，30% 以上的合作社已实现盈利。世行六期项目的有效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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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借鉴，为促进国际减贫交流与合作作
出了贡献。

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平台，探索撬动社会力量共同建立包括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综合发展全产业
链模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全国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发展提供经验
借鉴。

项目目标

项目投资

个市（州）10 个县（市、区）27

个乡（镇）134 个行政村537

项目支持组建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打造现代农
业产业链，支持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合作社运营
和技能培训，提升各级项目办的监督管理能力。项目覆盖四
川、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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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537 个行政村。

其中世行贷款 1.5 亿美元（四川贷款规模为 5000 
万美元、贵州贷款规模为 4000 万美元、甘肃贷款
规模为 6000 万美元）

 国内投资按 1:1 比例配套

项目建设内容

世界银行贷款第六期扶贫项目03

约 20
亿元人民币

1.5
亿美元

5000
万美元

国内投资按 1:1 比例配套

6000
万美元

4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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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行六期项目已完成合作社组建并运营 410 家，项
目合作社建设进入高峰期，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逐步进入常
态运转阶段。

世行六期项目实施 5 年来，在贫困地区产业项目选择、
合作社组建、商业模式设计、产业链延伸、利益联结机制制定、
项目管理与监测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经验，
对切实解决当地贫困百姓产业基础薄弱、贫困户增收困难、
贫困人口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等问题探索了不少新方法和新模
式，对农村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乡村产业振兴贡献了新思路，
探索了新路子。

2020 项目进展 项目成果

项目成效

410家

137 家

截至 2020 年底

合作社实现盈利

占比超 1/3

项目实施总进度达 80%

合作社组建并运营

在与世行沟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监测框架新指标定义
与采集口径。组织各省和咨询机构对项目开展阶段性监测工
作，推动完成项目监测框架指标数据收集。

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年度重点工作。

根据项目需要及各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报财政部和世行
批准，于 2020 年 2 月正式批复中期调整方案，约定项目实
施期延长 1 年，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结项，同时提高各省
贷款支付比例。按照方案，督导各省重新调整年度实施计划。
项目中调计划的落实将有利推动项目产业基础建设，提升产
业质量，完成项目目标。

6 月开展线上工作检查，对所有 27 个项目县和约 40 家
合作社进行检查督导。以中心领导名义致信三省扶贫办（局）
主任（局长），提出项目管理要求，明确项目任务，有效推
动项目实施。11 月中下旬 , 完成对 3 省 6 个项目县的实地
检查。对项目实施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在检查后召开三
省总结会，对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协调并督促各省加快实施“产业扶贫机制研究与推广”
分项目，目前各省课题任务大纲已得到世行不反对意见，进
入采购阶段。

组织开展合作社抽样监测工作，组织专家团队走访了超
过 60 家合作社，实地评价合作社发展状况，动态监测合作
社实施管理情况。推动各省合作社咨询团队聘任相关工作，
力争在项目实施最后阶段，加快提升合作社运营质量，夯实
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能力。

修订并下发《采购手册》和《环境管理检查结果概要和
整改意见》，规范性指导各省按照新政策要求推动项目实施。
启动合作社资产管理指导意见研究工作。

组织开展监测评价工作。

组织召开工作会议。

协调完成项目中期调整。

开展项目检查。

推进项目成果和经验总结。

推动合作社评价与能力提升。

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推动落实。

1

2

3

4

5

6

7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对贵州省大方县 
实地检查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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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年起，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开始执行中国政府与
UNDP 的减贫合作项目，共三期，第一期为“建设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项目（2005-2008 年），第二期为“增强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南南合作能力”项目（原项目期 2009-2012 年，
延期至 2017 年中结束），第三期为“构建包容性减贫发展
合作”，自 2017 年 5 月开始至今。

鉴于各方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效，2020 年 5 月在年度三
方审评会上，三方达成一致，将继续采用现有合作模式，积
极策划、筹集资金，启动新一期项目设计。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UNDP 减贫合作项目三方审评会召开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项目05

执行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减贫合作项目04

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合作，中心积极承担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加强
农村解决方案门户网站和信息技术跟踪系统”项目，将遴选 30 家在亚
太地区从事南南及三方合作的机构信息，编写 12 个农村发展解决方案、
从中心南南合作知识分享网站案例库中识别并编写 20 个英文案例，以协
助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结成功的减贫及农村发展方案，把知识产品作为
援助工具，建立亚太地区数据库，促进南南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发展。

2020 年 11 月，我中心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五家机构联合举办
“2020 年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共同发布了《陇南共识》，加强伙伴
关系，有效利用南南及三方合作这一重要渠道，以数字创新促进减贫知
识交流和分享。在《陇南共识》的指导下，中心将继续加深与 IFAD 合作，
重视数字创新，利用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的渠道，开展技术援助和减贫
知识经验分享，帮助应对疫情后的减贫挑战。期间，与 IFAD、中国网召
开月度工作推进会，加强沟通，以保证项目按进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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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别方案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按照合作方案于 12 月与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驻华办事处联合举办“2020 后儿童减贫研讨会”。

研讨会以线下会议与视频会议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交流
了中国儿童贫困研究最新成果，推动实现更精确的儿童贫困
数据解读和多维贫困调研工作，提出了 2020 年后中国儿童
减贫政策建议。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民
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代表，北京师范
大学、浙江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20 多名国内
外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联合举办“2020 后儿童减贫研讨会”

严格管理国别合作研究。对符合结题条件的研究课题，
如“中国 - 巴基斯坦减贫合作研究”、“中国与南非减贫合
作研究”，予以结项；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课题组
无法按计划开展实地调研和研讨交流等研究任务的课题，如
“中国与孟加拉国减贫合作研究”，予以延期，并签署补充
协议。

开展国别减贫合作研究 07

推进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合作 06

序号 名称

国际减贫合作课题研究成果

1 中国 - 菲律宾减贫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

2 中国 - 菲律宾渔业扶贫合作模式研究

3 

4 缅甸农村发展与减贫政策研究

5 中亚地区国际减贫合作研究

6 中国 - 巴基斯坦减贫合作研究

7 中国与南非减贫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国家减贫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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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 2020》
《资产收益扶贫的中国实践与经验》
《精准扶贫与相对贫困》（英文版）
《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从国际经验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融合》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减贫效果分析》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 2020》

The Way Forward 2020: Stori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2020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贫穷的本质》主要观点摘编
《对相对贫困地区设定和发展问题的探索》
《英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及启示》
《多灾害叠加影响下的减贫对策建议》
《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中国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减贫事业发展》
《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国别减贫案例—来自韩国、德国和阿根廷的经验》
《国外就业促进与社会政策的减贫经验》

Accurate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Beyond the Last Mi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ackling Emerging 
Poverty Challen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减贫的影响》
《美国贫困标准测算及应用》
《重大灾害与疫情对贫困影响的国际案例》
《有关财政扶贫投入的国际案例》
《国际减贫理念与实践变迁》
《扶贫相关的诺贝尔奖》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区别》
《世行贫困标准及启示》
《全球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 贫穷的本质 > 主要观点摘编》
《英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及启示》
《新冠肺炎对脱贫影响研究综述》
《主要国家扶贫标准设置及对象规模》
《主要国家减贫战略目标》
《主要国家减贫投入及主要措施》
《主要国家减贫机构设置及职能》
《空间价格变化对减贫政策的影响》
《贫困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脆弱性下降 ? 》
《高收入国家的减贫经验》
《相对贫困标准设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美国、日本和韩国减贫经验及启示》

出版书籍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Boosts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reventing the Returning to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Country-specific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Social Policies Abroad

Working Paper series

减贫研究参考

2020 年 1-24 期（中英文版）

中外减贫信息摘要

《国际减贫培训简报 2019》
《2017-2019 年国际减贫培训项目学员体会》
《百年职校教育扶贫合作项目简报》

培训简报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
The East Asia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Pilot Project

东亚项目简介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9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2019

年度报告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2020》（中文版）
   Yearbook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收入数据的使用和错用以及美国的极端贫困》
《全球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的关系？一个国际比 
  较的视角》
《孟加拉国的稻米价格、经济增长和减贫》
《关于全球贫困测算方法的研究》
《评估约翰逊总统减贫战的成功：用全收入贫困测算重新审视历史 
  记录》
《1965 年 5 月以来马来西亚种族不平等与贫困情况（上篇）：不平 
  等情况》
《越南消除饥饿与减少贫困计划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美国税收数据中贫困的存在性和持续性》
《对美国 2016、2017 年贫困状况研究—基于旧版和新版人口调查处 
  理系统》
《新冠疫情下美国的收入与贫困情况》
《收入分布、国际一体化和持续减贫》
《马来西亚自 1965 年 5 月以来的种族不平等与贫困情况（下篇）： 
  贫困情况》

国际减贫动态

各类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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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会见到访的联
合国驻华协调员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毕儒博
（Bill Bikales）一行。

7.6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慧东出席由韩国
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lobal 
Development Learning Network, GDLN) 2020
年度亚太区年会（视频会议）。

7.29 由国务院扶贫办与东盟秘书处联合主办，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承办，中国驻东盟使团、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支持的“中国—东盟社会发
展与减贫论坛特别视频会议”在线上举行。

7.31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第七次推进会”。

8.1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会见到访的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叶荣豪（Derek 
Yip）及一等秘书林智恩（Kylie Lendrum）一行。

1.14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召开世行贷款扶贫六
期项目 2020 年度工作会议。

1.15 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刘俊文、张广平
会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社会与政策
协调处处长彭泽琴（Christina Popivanova）
一行。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赴北京大学拜
会中心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
誉院长林毅夫教授。

2.21 世界银行和财政部正式批复世行贷款扶贫六期
项目中期调整规划。

4.18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出席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与盖茨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盖茨基金
会研究课题视频研讨会议”。

4.3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
术援助项目第六次推进会”网络视频会议。

5.15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构
建包容性减贫发展合作项目”2020 年度三方
审评会。

5.27 第三届国务院扶贫办与国际机构代表高层对话
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时任国务院扶贫办综
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与会发言，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主持会议开幕式。

6.5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
会北京代表处、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与发展研
究所共同举办“国际减贫与发展趋势研究”国
际研讨视频会。

6.16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派员出席中国外文局主办的
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云颁奖典
礼暨 2020“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云
启动仪式。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盖茨基金项目推进会。

4.3 刘俊文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

1.9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 2020 年国际交流活动
主题研讨会。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会见到访的美
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全球经济事务处长马正清
（Dan McCandless）一行。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世界银行贷款第六期扶
贫项目第十次检查视频会议。

6.8

6.19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慧东带队前往陕西
和山西开展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建设专题 
调研。

8.10

8.17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带队前往福建
和江西开展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建设专题 
调研。

8.14

8.21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带队前往河北和
河南开展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建设专题调研。

8.21

8.28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慧东带队前往贵州
和广西开展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建设专题 
调研。

8.23

8.31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带队前往湖
南、重庆和湖北开展中国扶贫交流基地建设专
题调研，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参加 
调研。

8.25

8.29

国务院扶贫办在河北阜平召开中国扶贫交流基
地现场推进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
副主任谭卫平、李昕参加会议。

9.10

9.11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带队前往宁夏
和甘肃开展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建设专题 
调研。

8.7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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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会见到访的乌兹
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图尔苏诺夫 •
巴体尔（Botir Tursunov）及商务参赞纳吉尔 •
努尔玛多夫（Nodir Nurmatov）一行。

11.1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赴上海合作组
织秘书处拜会副秘书长卓农 • 谢拉利（Jonon 
Sherali）。

12.3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盖茨基金研究课题中期
评审会（视频会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
任谭卫平主持评审会。

12.1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
会北京代表处召开 2020 年度项目工作会议。

12.1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人
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主任刘俊文、副主任李昕出席论坛。

12.15 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
的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分论坛—中国扶贫经
验对话专题研讨会在线上举办。

12.23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
事处共同举办“2020 后儿童减贫研讨会”。

11.13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应邀派员出席世界旅游联盟
在浙江杭州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旅游联盟 • 湘
湖对话”活动，并与世界旅游联盟、世界银行
共同发布《2020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11.24 由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承办的澜湄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
卫平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发言。

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外文局、甘肃省人
民政府、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联合主办的“2020 全球减贫伙伴研
讨会”在甘肃陇南召开，联合国机构高级别代
表和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官员在线与会。

9.29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
会北京代表处、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与发展研
究所共同举办“中国扶贫—经验总结与国际共
享”国际研讨会（视频会）。

9.30 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第一次案例评审
会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及线上召开。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李昕与乌
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与减贫部减贫政策司司
长 马 马 特 库 洛 夫 • 伊 尔 霍 姆（Mamatkulov 
Ilkhom）、国际经济与融合司司长马特卡里莫
夫 • 舒 赫 拉 特（Matkarimov Shukhrat） 等 就
开展减贫交流合作事宜进行视频会谈。

10.1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
援助项目（柬埔寨部分）竣工验收准备工作会。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出席“世界旅游
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100”新闻发布会并致辞。

10.13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减贫案例编写讨论会，
李昕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

10.14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李昕会见北京大学
“治国理政研修班”一行。

10.16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共同
举办“中国—世行减贫合作研讨会”。

10.27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 2020 年度财政课题结
题评审会（视频会议）。刘俊文主任出席会议，
谭卫平副主任主持会议。

11.5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组织召开第二届全球减贫案
例征集活动第二次案例评审会，李昕副主任主
持会议。

11.4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出席商务部国
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东亚
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成果总结和经验分 
享会”。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四川成都举办东亚减贫示
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第八次推进会。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

11.17 世界银行对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 6
县（贵州大方县、织金县，四川古蔺县、叙永县，
甘肃临洮县、渭源县）开展第 11 次检查。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刘俊文于 17-19 日参加贵
州大方县项目检查，并于 18 日与世界银行驻
华代表处农业组主任、联合项目经理陈那（Laisy 
Komba Chengula）举行非正式会谈。

11.30

9.16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出席中国民间
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社会组织对国际
发展事业的贡献”主题视频研讨会并发表主旨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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