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项目总结

一、2016 年国际援助项目概况

1. 国际化探索稳步前行，影响力越来越大

2016 年，我会继续稳步探索社会组织国际化模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开展了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工作，同时在国际化倡导方面也做了

大量工作，获得了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我会继续在缅甸、尼泊尔、埃塞和苏丹探索海外办公

室管理模式。缅甸和尼泊尔注册办公室基本完成了实体搭建、人员配置、管理制

度的制订与运行及财务的规范运作，呈现出海外机构雏形；埃塞和苏丹项目办公

室对原有管理模式进行了优化升级，实施了 CFPA 总部+本土合作伙伴+本土志愿

者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提升了跨国管理的效率。在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方面，

我会先后开展了厄瓜多尔地震和海地“马修”飓风救援活动。两次都派出联合救

援小组奔赴灾区，开展了灾情排查、医疗巡诊、消防消杀、安全饮水、食品保障、

物资采买、伤员救助等一系列活动。

2016 年，我会在国际化倡导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3月份，

我会承办了商务部与欧盟组织的中欧民间对话会；6月份，应中联部邀请，派代

表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第 32 届人权大会；7月份，派代表参加了在青岛

召开第三届 C20 大会并发言。8月份，埃塞第一夫人亲笔写信给彭丽媛教授，感

谢我会在埃塞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彭丽媛教授回信肯定和赞扬了我会民间帮助

民间的做法。10 月在纳泓财富的捐赠下，我会举办了埃塞微笑儿童中国行活动，

通过走访文物古迹和博物馆，与中国小学生的互动交流，增进了埃塞儿童对中国

的了解，加深了两国儿童的友谊，掀开了“民间对民间”中外交往的新篇章！

2. 国际援助金额 1106 余万元，受益人次 5.85 万

2016 年，我会国际项目共募集资金 1499 万元，其中厄瓜多尔地震，海地飓

风救援共筹款 50 万元；柬埔寨、加纳供餐项目 527 万元；埃塞俄比亚，苏丹，

缅甸和尼泊尔四国过筹集资金 922 万元。累计投入 1106 万元，惠及 5.85 万人，

其中厄瓜多尔地震，海地飓风救援共筹款 50 万元，惠及 1.2 万人，柬埔寨、加

纳供餐投入 366.5 万元，惠及 2.78 万元，埃塞俄比亚，苏丹，缅甸和尼泊尔四



国投入善款 690 万元，惠及 1.86 万人。另外，受商务部委托，我会正式启动了

国际志愿者项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招募微信一周之内阅读量达到 10 万+，

并从 202 名海内外报名者中成功选拔了 10 名志愿者，将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派往

尼泊尔及缅甸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

二、国际援助项目国别执行情况

1.埃塞：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启动，规模不断扩大

（1）项目背景

埃塞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减贫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尽管亚的斯亚

贝巴是埃塞首都，但是由于近年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孩子

还很多。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前期所做的项目调研，目前在亚的斯亚贝巴市 220

所公立小学 50万学生中，大概有超过 3 万名小学生没有饭吃。

（2）项目内容

埃塞微笑儿童项目是与埃塞第资助对象为孤儿、残障儿童、来自单亲家庭的

儿童、艾滋感染者或者来自艾滋感染者家庭的儿童、父母残障或者重病的儿童、

偏远山村移民家庭的儿童或者其它困难家庭的儿童。项目资助标准为一个学生一

学年受助 220 天（10 个月），每人每天早、晚餐两顿共 5 元人民币（含 0.5 元

管理费）。

（3）项目进展

2016 年，在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公益宝贝爱心网商、腾讯公益爱心网友、

百度公益、纳泓财富及爱心人士李玫等公众捐赠者的支持下，基金会投入了 172

万元，为 4074 名儿童提供免费的早、午餐，在亚的斯亚贝巴地区 42 所小学实施。

（4）项目效果

经过一年半的项目实施，学生辍学率猛降 10%，出勤率大幅度提升，学生身

体和心理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学习表现和学习成绩进步很大，受到埃塞各界的认

可，并且获得了本国捐赠人的支持，目前微笑儿童总体受益学生 2万人。8月份，

埃塞第一夫人亲笔写信给彭丽媛教授，感谢我会在埃塞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彭

丽媛教授回信肯定和赞扬了我会民间帮助民间的做法。

2.苏丹: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从喀土穆到白尼罗河洲

（1）项目背景

由于长期内战和达尔富尔问题，在苏丹喀土穆市的边缘地区，聚集了大量的

本国难民，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土坯房子里，或者只是居住在破旧帐篷，靠打零工



或者乞讨过活。在喀土穆 Sharg Alnile，Karari，Umbada 和 Jalee Awlya 地区，公

立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需要食物支持。

（2）项目内容

为了帮助苏丹贫困家庭儿童健康成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苏丹比尔特瓦苏慈

善组织决定合作开展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资助标准是一个学生一学年受助

180天（约 9个月），每人每天 4 元人民币（含 0.4 元管理费）。

（3）项目进展

2016 年，苏丹微笑儿童苏丹项目获得华夏西部公司、腾讯爱心网友、蚂蚁

金服、纳泓财富有限公司及爱心人士李玫等公众捐赠者的支持下，基金会投入了

150 万元，受益学校从 3所增加到 7所，受益儿童从 2030 人增加到 3630 人。

（4）项目效果

2016 年 11 月，基金会对项目进行了监测。监测发现，项目目标群体定位准

确，项目对食物原料采购和厨房操作要求严格，学校供餐组织有序，供餐效果得

到校长老师一致好评。供餐后，学生的出勤率上升，课堂表现也更活跃。不仅学

习成绩有所提高，以前经常发生的学生之间偷抢食物的纠纷、打架等不良行为也

大大减少，老师处理学习以外的事件大大减少，教学质量有大幅度提升。

3. 缅甸:开展胞波助学金项目试点

（1）项目背景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自古

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兄弟）相称。缅甸是基金会国际化目标国之一，

2014 年，基金会在缅甸民生需求调研时发现，缅甸 60 万就读大学生中，有 50%

为远程函授生，这些学生在家接受远程函授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不

能支持全日制脱产学习，不得不边工作边学习。另外，就算是选择全日制脱产学

习的学生，很多也是举全家之力供养，有的甚至全村之力供养一个大学生。仰光

经济学院校长评估，该校全日制学生中，有 50%家庭经济困难，需要外界经济资

助。在我们调研发放的 40 份问卷中，有 52%的学生将希望获得经济资助，经济

资助排在需求的首位。

（2）项目内容

项目受益对象为缅甸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目标为

需要帮助的缅甸大学生提供经济及成才支持。项目资助标准是每人每年 2500 元

人民币，每人连续资助 4 年，共 10000 元人民币。项目也将开展成才支持活动，



提高受助学生 4个方面的能力，即项目调研、设计和执行能力；组织能力；沟通

能力及跨文化交往能力。

（3）项目进展

胞波助学金项目于 2014 年立项，2015 年初开始对项目流程进行测试,为 50

名受益学生发放助学金。2016 年 8 月 5 日，缅甸大学生助学金项目缅甸项目正

式启动，累计投入 190 万元，为仰光经济大学、大光大学、东仰光大学和西仰光

大学 4所学校 600 名贫困学生发放了助学金。之后，缅甸办公室与当地 NGO 合作

开展了“胞波同学会”活动，来自 4所项目高校的 70 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为仰光大学的校园清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活动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今后愿意多

多参与类似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4）项目效果

缅甸大学生助学金项目缅甸项目。启动仪式得到缅甸 15 家主流媒体、3家电

视台、4家中国媒体共计 22 家媒体报道，在缅甸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受益

学生获得资助后，减轻了家庭负担，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学习上进，

4.尼泊尔：灾后重建及发展援助项目

（1）项目背景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募集资金达 1000 余万元人

民币， 用于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随着 2015 年 8 月尼泊尔办公室的成功注

册，我们将长期扎根开展灾后重建和其它公益项目。

（2）项目内容

灾后重建项目将瞄准教育、饮水、卫生、生计发展四大类 进行。已经纳入

灾后重建计划的项目包括震区学校校舍重建、学校设施配套、学生心理辅导、震

区饮水、卫生和健康促进、乙肝筛查等项目。这些项目都需要经历尼泊尔各级政

府繁琐的审批程序，其中物资发放类的项目都经历了实地调研、受益人筛选、物

资采购、物资运输、项目启动、实地发放、信息反馈等环节，工作量巨大。

（3）项目进展

2016 年在尼泊尔投入约 178 万元，开展 WASH、心里抚慰、学校支持、学校

重建、爱心书包、电脑教室、学生文具等 7个项目，受益人数 10500 人；覆盖从

尼泊尔东部到西部 14 个地区，以小投入覆盖到较多地区和人群，尽可能达到大

的受益影响力。



（4）社会影响

我会在尼泊尔的灾后重建工作得到了尼方的高度赞扬。尼泊尔奥利总理访华

时，接见了我会项目管理人员，尼泊尔财政部、重建办公室主任和社会福利部官

员纷纷到访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总统候选人、各党派领导、相关政府部长也

在各种场合表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及

CNN、BBC 等国内外主流，喜马拉雅新闻集团、加德满都邮报集团、加德满都新

闻集团等尼泊尔本地媒体我会的援助工作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附件一：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项目支出一览表

项目

年度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简介 支出总额（元）

2005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印尼 印尼海啸 44,000,000

2005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地震 300,000

2005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美国 美国卡特里娜飓风 17,000

2007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几内亚比绍 贫困母婴救助 4,000,000

2008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缅甸 缅甸飓风 330,000

2010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南美 智利地震捐款 405,000

2010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中国 苏丹扶贫能力培训班 560,000

2010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援助医疗设备和物资 388,000

2010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海地 海地地震捐款 2,566,000

2010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办公设备 62,200

2010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水灾 800

2011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援建苏丹阿布欧舍医院 7,680,000

2011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几内亚比绍 贫困母婴救助 3,500,000

2011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日本 日本地震捐款 112,000

2011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非洲 非洲之角援助 310,000

2011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援建喀土穆孤儿学校 127,000

2011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 WFP 合作营养供餐项目 487,290

2012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苏丹母婴保健网络 546,384

2012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 WFP 合作营养供餐项目 2,036,216

2013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苏丹民生需求调研 150,000

2013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非洲，东南

亚

中国国际社会责任研究

课题调研及论坛
1,864,893

2013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缅甸 缅甸民生需求调研 250,000

2013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 WFP 合作营养供餐项目 2,244,000

2014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中国 公益非洲论坛 800,000



2014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中国
中国援非 50 周年—媒体

非洲公益性
800,000

2014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中国
编写中国民间组织走出

去操作手册
320,000

2014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埃塞、苏丹 非洲微笑儿童调研工作 230,000

2014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 WFP 合作营养供餐项目 1,628,774

2014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西非 西非埃博拉 1,591,002

2014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缅甸 缅甸难民 189,029

2015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尼泊尔
尼泊尔地震救援及临时

安置
6,188,000

2015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尼

泊尔
WFP 合作营养供餐项目 6,420,000

2015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埃塞 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1,510,000

2015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1,265,000

2015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缅甸 胞波助学金试点项目 90,000

2015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
东亚乡村减贫合作示范

项目可行性调研
420,128

2015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柬埔寨
缅甸果敢难民救援物资

发放
6,771,315

2016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厄瓜多尔 地震救援 310,000

2016 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 海地 马修飓风救援 190,000

2016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埃塞 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1,720,000

2016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苏丹 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1,500,000

2016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缅甸 胞波助学金试点项目 1,900,000

2016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尼泊尔
灾后重建和发展援助项

目
1,780,000

2016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
柬埔寨、加

纳
WFP 合作营养供餐项目 3,665,000

合计 111,225,031

附件二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项目受益人案例

（缅甸胞波助学金项目）

Myat Win Thwe是大光大学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今年 20 岁。Myat家里一



共有 6口人，爸爸、奶奶和三个妹妹，妈妈在她 11岁那年因病去世了，而 Myat

的奶奶因为身患重病，只能常年卧床。Myat的父亲是建筑承包商，为了供养四

个女儿上学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父亲不得不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工作。

Myat作为家中的长女，自幼便乖巧懂事，母亲去世后，她就成为了家里的

“女主人”，不仅承担了家里日常的全部家务，还要负责照顾生病的奶奶和 3

个妹妹。高中时，Myat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获

得稳定的收入才能帮助爸爸一起撑起这个家。2014年，Myat终于如愿考上了大

光大学。因为缅甸没有寄宿的传统，所以成为了大学生的 Myat，只能每天坐公

交车往返学校与家里，为了能够兼顾家中的家务以及照顾奶奶和妹妹，Myat每

天 4点起床，为全家人准备早餐以及奶奶午餐，上午 7 点出门准时上学。晚上放

学后，Myat还要赶回家为家人做晚饭、洗衣服等。

进入大学后，除去每学期的学费，Myat每月最大的开销是生活费、书本费

及补习费，为了省钱 Myat甚至想放弃补习，但是爸爸告诉 Myat一定不能因为

钱而放弃学习的机会，爸爸一定会全力支持的。正当 Myat想办法竭尽所能的省

钱时，2015年 12 月，刚入学的 Myat就幸运的遇上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胞波助学

金项目，项目将持续资助 Myat四年，直至她完成大学学业。每年她都能够获得

10个月的生活费支持，除此之外项目还将为受助学生提供能力培训支持。Myat

为这个好消息足足兴奋了一天，她幸福的告诉父亲，补习的费用将会由一家中国

NGO 资助了。现在的 Myat已经受到项目资助整整一年了，她仍旧需要每天 4 点

起床为家人做早餐，而懂事的妹妹们也开始积极分担家里的家务，Myat就可以

在学习上投入更多是时间，Myat告诉妹妹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因为

Myat相信只要坚持学习，更好的生活一定会到来了。

尼泊尔 Sitamaya的故事

Sitamaya一家在努瓦克特的 Kaule 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作为一个小女孩，

Sitamaya每天都要上学。因为想在将来成为一名老师，她学习的非常刻苦，在学

校表现也很好，老师们都很喜欢她。但在地震之后，她失去了家人，房屋，学校

和她所拥有的一切。这个小女孩甚至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无依无靠，一

无所有，只能和她的姑妈一起生活。但是她的姑妈除了照顾她，也还要照顾自己

的孩子，更为严重的是，姑妈一家在地震中也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只能住在帐篷

里面。



Sitamaya曾在 Shree Indrayani 小学的 3班读书，这个年仅 7 岁的小女孩最喜

欢读书还有和朋友们一起玩了。她希望能每天都去上学。Sitamaya是一个普通的

乡村女孩，她有着自己的梦想，尽管她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切，却仍然希望能够继

续学习，不断前进。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 Kabit在地震后来到努瓦克特的 Kaule村进行调研，

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他们首先对村里的孩子们和受灾的村民进行了

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为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他们的压力得到了缓解，对地震不

再像之前那般恐惧。中国扶贫基金会还为孩子们发放了文具和生活用品，

Sitamaya收到援助时那份真心的笑容似乎在告诉我们，她的生活已经回到了正

轨。

几天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帮助她们重建了在地震中被摧毁的学校。终于

Sitamaya能够再次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了。她成绩越来越好，现在，已经是班级里

的第一名。许多人在地震后得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帮助，而 Sitamaya正是其

中之一。



埃塞Bereket的故事

Bereket 是学校妈妈团眼中的小宝贝，妈妈们提起 Bereket 都赞

不绝口，因为 Bereket 年纪虽小，可他却是供餐学校志愿者小团队的

召集人，因为看到妈妈们每天不但要为大家准备食物，还要维持发餐

秩序，十分得辛苦。Bereket 便召集了同样是供餐项目受益的同学组

成志愿者小团队，一块来维护就餐秩序。Bereket 在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我们展示感恩的心。

埃塞 Abebe 的故事

七年级的 Abebe 是个孤儿，平日里需要依靠自己打工挣钱，只能

在课间做功课，尽管如此，他的成绩依然十分的优异，上学期排名班

级第二，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Abeba

经常会利用身边的废物来制作一些小发明，比如他会捡塑料瓶制作一

把椅子，他还十分贴心的为供餐学校的妈妈团制作了一个可以打扫厨

面对妈妈团的夸奖，Bereket 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房的小工具。他说，自己以后一定会造出更多的发明创造，来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苏丹项目案例

Khadija Mohammed 是四年级的学生，他和爸爸、妈妈、爸爸的其他妻子以

及其他三个兄弟和四个姐妹共同生活在一起。他的爸爸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也

没有固定的收入，每天大概能赚 30-50 苏丹镑。他的妈妈 Habiba Ali 如果有空

闲时间就会去市场上卖东西补贴家用。家中有六个孩子需要上学，尤其是明年将

会有一个人上大学，家里的开销将会更

大。

家里有三个卧室，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它是用传统工艺制成的土房子。家

Abebe 坐在自制的椅子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庭的生活用水受到限制，必须到 Caro 购买，家中一天做两顿饭，主要包括一些

传统食物如 Kisra 和 Asida，有时也会买一些面包。由于缺钱有时他们家会停电。

做饭本来是用煤气的但是现在因为煤气涨价供应也减少所以就只能用煤炭了。现

在不仅 Khadija 能够享用免费的早餐，跟他在同一所学校的三个兄弟姐妹也有免

费的早餐，这对她的家庭帮助很大，他们可以减少在食物上的开支而把钱用在更

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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