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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走出去工作概况
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
我会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和社
会组织国际化倡导项目，在国内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影响。
2017 年，基金会国际援助项目共支出资金 2029 万元，惠及缅甸、尼泊尔、
埃塞、苏丹、柬埔寨和朝鲜 6 个国家共 91117 人，其中在缅甸投入 378 万元，惠
及 3175 人；在尼泊尔投入 236 万元，惠及 52358 人；在埃塞投入 439 万元，惠
及 8174 人；在苏丹投入 285 万元，惠及 5286 人；朝鲜水灾救援行动支出资金
21 万，惠及 3124 人；柬埔寨供膳项目支出 618 万元，受益学生达 17000 余人；
国际志愿者项目投入 81 万元，派出 10 名志愿者，惠及缅甸和尼泊尔当地群众
2000 人。
与此同时，我会在国际化倡导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2017
年 6 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5 次会议召开期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民
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减贫促进
人权”的边会；2017 年 12 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主办
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共享红利：互联网精准扶贫”论坛在浙江乌镇召开。
这些活动有力地宣传了中国民间组织开展国内扶贫和海外援助的丰硕成果，得到
了商务部、中联部和业务主管单位国务院扶贫办的表杨。

二、 国际援助项目
（一）缅甸项目
1. 缅甸胞波助学金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缅甸胞波助学金项目的受
益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为他们提供完成学业的
经济及成才支持。项目除了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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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能力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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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跨文化交往能力。2017 年，项目等到公益宝贝网络平台等捐赠支持，规
模从资助 600 名扩大到 1300 名，当年支出 225 万元，项目地区从仰光扩展到若
开和曼德勒地区，共开展胞波成才支持活动 6 次。在缅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
家缅甸本土媒体正面报道项目活动。
2. 中缅爱心奖助学金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中缅友好奖学金项目由中国
驻缅甸大使馆捐赠支持，为缅甸优秀中小学生发放奖学金，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
金。项目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启动，在仰光、曼德勒、实皆省、内比都、掸邦、
马圭省、勃固省、若开邦共计 8 个省邦的 20 所学校实施，项目共为 397 名优秀
学生、211 名贫困学生发放了奖、助学金 76 万元。
3. 掸邦北部优质教育援助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2017 年，我会在中国驻缅甸
大使馆的捐助下，与掸邦妇女事务协会合作，针对掸邦腊戌等地寺庙学校进行资
助。一期资助金额近 66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学校配备了课桌椅、电脑教室、缝
纫机和修建厕所等，二期将于 2018 年实施，主要会针对学校净水设施、教室扩
建、厕所等进行援助。
4. 电脑教室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2017 年，我会得到香港南南
教育基金会 20 万元捐赠，为大光大学援建了一个电脑教室，共购买了 40 台电脑，
学校计算机专业和开计算机课程的 1267 名学生受益。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缅
甸教育部下缅甸高教厅以及大光大学支持下，项目在大光大学顺利举办了“一台
电脑一个梦想”捐赠仪式，大光大学校长 Dr. Win Naing，副校长及学校师生、
缅甸当地媒体 Myanmar Light 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二）尼泊尔项目
1. 博卡拉乙肝筛查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3，即消除贫困和健康福祉。该项目由赠与亚洲基金会
捐赠 102 万支持，2016 年，项目支出 94 万元，在尼泊尔博卡拉地区开展乙肝筛
查，项目从 3 月正式启动，到 8 月 10 日结束，共完成 51 个卫生所 50000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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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工作，这是国际 NGO 在尼泊尔进行第一次的卫生筛查项目，筛查人数多且
覆盖面广。
2. 学校重建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尼泊尔灾后重建共计划援
建 2 所学校，其中苏宁捐赠的 Yu ba Sahabhagita 学校于 9 月 19 日举行了竣工
仪式，北京歌元公司捐赠的帕坦学校于 4 月 20 日举行了奠基仪式。
3. 爱心书包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针对尼泊尔中小学生缺乏
书包文具的现状，我们把国内成熟的爱心包裹项目引入尼泊尔，首笔 700 个书包
苏宁捐赠学校竣工仪式发放，接下来，将以每年至少 1 万个书包的规模在尼泊尔
实施该项目。
4. 小额信贷妇女技能培训项目调研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8，即消除贫困和体面工作。项目将通过对尼泊尔参见
小额信贷项目的妇女进行能力建设培训，增强她们实施创收项目的本领，摆脱贫
困，2017 年，项目完成了需求调研和方案设计工作。

（三）埃塞项目
1. 埃塞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2，即消除贫困和零饥饿。埃塞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于 2015 年 5 月启动，目前已经运行两周年半了。经过两年半的项目实施，截至
2017 年底，我会已经募集资金 700 余万元，资助了埃塞 42 所公立学校 4074 名
学生。2017 年，埃塞当年支出 338 万，项目实施后，吸引了辍学儿童返回学校，
辍学率猛降为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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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获得了埃塞航空、埃塞电
信、Midrock 等本地公司的捐赠支持，目前埃塞微笑儿童总体受益学生 2 万人。
2. 水窖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6，即消除贫困和清洁饮用水。水窖项目是借鉴中国严
重缺水山区的雨水集蓄技术，为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用水提供了干净、可靠和廉价
的水资源。水窖项目解决干旱问题有三个优势，首先，水窖项目是一个输血型项
目，不但减少农户取水时间和用水成本，还能为农户经济创收提供保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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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窖通过民间组织动员社区参与的方式援建，具有成本低，可持续性强的特点。
第三，水窖能持续地缓解干旱地区缺水问题，每口援建的水窖可以为 5 口之家持
续蓄水 30 年。埃塞水窖项目第一期获得徐工集团 75 万元的捐赠，2017 年，当
年投入 66 万元，在埃塞成功援建了 41 口水窖。基于第一期水窖项目的成功实施，
徐工捐赠 88 万元的第二期 40 口水窖已经正式启动。
3. 妇女职业培训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8，即消除贫困和体面工作。项目由中地海外集团捐赠
70 万元，用于培训 100 名埃塞贫困妇女编织和石头加工等技术，从而获得创收
本领，实现就业或者创业。2017 年，项目投入 35 万元，已经在埃塞的提格雷培
训了 50 名妇女。这些妇女生产的产品已经在市场销售，项目效果非常明显。
（四）苏丹项目
1. 苏丹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 和 2，即消除贫困和零饥饿。埃塞微笑儿童学校供餐项目
于 2015 年 8 月启动，目前已经运行两周年半了。经过两年半的项目实施，截至
2017 年底，我会已经募集资金近 500 万元，资助了苏丹 7 所公立学校 3813 名学
生。2017 年，苏丹当年支出 265 万，项目实施后，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很大提
升，红海州 2 所受益学校 8 年级升入高中的考试通过率达到 100%；学生身体状
况大为改善，请病假的学生明显减少，学生出勤率大幅提升，教师处理教学意外
事情的时间大幅减少，能更加集中精力教学。项目收到苏丹社会各界的赞扬，苏
丹主流媒体大幅报道项目成功案例。
2. 苏丹电脑教室项目
该项目聚焦 SDG1和4，即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2017年，得到香港南南教育
基金会20万元捐赠，用于资助苏丹喀土穆 Osman Ibn Afan 男校、Thoyba 女校、
Humyraa 女校、Nasr 女校和 Algadisya 男校 50台电脑，在此之前，这些学校的
学生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电脑，而从未接触过真实的电脑，爱心电脑项目的实施必
定会缩小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国家的数字鸿沟，为非洲儿童提供优质教育。

（五）柬埔寨项目
2017年，柬埔寨供膳项目收入772.5万元，支出618.5万元，为学生一年提供
了342余万份餐，受益达1.7万余人。11月2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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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饭店参加中柬民间友好座谈会，会上与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考察团一行18
人进行了友好交流。柬埔寨首相府办公厅副主任、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坛
主任盖里维系先生、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俞小萱副秘书长等出席会议。

（六）朝鲜水灾救援
2016 年 9 月，朝鲜北部地区遭遇 70 年一遇的洪灾，造成 300 多人死亡，600
多人受伤或失踪，约 30 万灾民需要救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灾情发生后迅速启
动紧急响应，在 2017 年 1 月 12-14 日，派出工作组赶赴朝鲜北部地区开展人道
主义工作，并捐赠了一台加满油的徐工轮式装载机（LW300FV），价值人民币
216300 元。

（七）国际志愿者项目
派遣中国志愿者去东道国提供志愿服务的项目，是“民间帮助民间”援外模
式的具体体现，项目的成功开展能实现中国与东道国的“民意沟通，民间友好，
民生合作”。受商务部援外司的委托，我会承担了向缅甸和尼泊尔派遣 10 名国
际志愿者的任务，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启动，共有 202 人报名，通过资料
初步筛选，两次面试和心理测试，最终选定 10 位国际志愿者，经过为期一周的
北京集中培训之后，于 2017 年 3 月派往缅甸和尼泊尔服务，志愿者们抵达缅甸
和尼泊尔后，迅速融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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