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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发展项目上半年概况 

 

（一）收支情况：2018 年国际发展项目上半年总收入为 714.132 万元，上半年总支出

为 584.853 万元。 

（二）受益人情况：截至 2017 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累计投入 1.32 亿元人民

币，惠及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万受灾或贫困群众。 

（三）国际倡导工作：在国际倡导方面，我会也做出了一些成果。 

1. 刘文奎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第八期爱无疆沙龙： 

为了探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对中国大援外格局形成带来的积极影

响，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组织召开一期爱无疆沙龙，邀请相关学者和实践

者从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的角度进行深入交流，为中国大援外体系的建

设贡献智慧。 

2. CFPA 国际化案例入选《中国社会组织报告》蓝皮书： 

在由徐彤武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组织报告》蓝皮书主题三——中国社会

组织走出去的定位于挑战中，伍鹏主任提到蓝皮书里总结了社会组织走出

去的 8项挑战，有国内的国外的，在实践中确实每个挑战都是社会组织走

出去过程中的一个门槛。随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现在走出去的氛

围、走出去的各方面都在变好。 

  



二、各国别情况 

 

（一）尼泊尔第二季度披露 

我会已经在尼泊尔注册成立办公室，注册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3 号。目前国际发

展部采取国家办公室常驻式对尼泊尔项目进行管理。2018 年上半年，我会共向尼泊尔

投入超过 40 余万元人民币，用于在尼泊尔实施乙肝筛查项目、爱心书包项目、小额信

贷尼泊尔贫困妇女支持项目。 

在档案整理及总结方面，尼泊尔已经完成 50000 乙肝项目筛查人员录入工作，目

前正在完成三个领域七个项目档案整理工作以及正在完成两年规划中项目总结报告。   

在三年规划及南南合作方案提交工作方面，我会尼泊尔国别办按照尼泊尔相关国

际 NGO 制度，进行了 80 多个文件审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国家主任第三个年度的工作

签证审批工作。 

小额信贷尼泊尔贫困妇女支持项目方面，在 3月 26 日社会福利委员会通过了审批

文件。赠与亚洲第二批合同签署，截止到 6 月 30 号已有 33 万人民币小额信贷评估款

及培训款到位。在小额信贷操作手册起草及审批方面，王行最副会长、肖蓉、HAMAL 先

生前言文章征集及整理。接下来为准备拨款资料及启动项目准备。 

2018 年 4 月 26 日，尼泊尔 4·25 地震三周年之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拉利特

普尔的公立 Fulchoki 学校，中国驻尼泊尔于红大使、商务参赞张帆，尼共（毛）高层

领导 Pumpha Bhusal、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常务委员 Rakesh Hamal、尼泊尔中资企

业协会会长王紫阳及中资企业协会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主任邹志强女

士参加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驻尼中资企业协会联合组织的爱心包裹和电脑教室捐赠

活动。学校师生、中外双方媒体以及相关人员等共约 800 人参加了该捐赠活动。 



何道峰先生援建 MAV 学校规划建设招标、核准听证会项目，目前已经完成招标、建

设地下基础部分，等待财务二次建设款项拨付。 

尼泊尔国别办公室还对青年培训项目进行了调研及筹资，已经完成项目调研报告

及资报告，在秘书处立项，起草操作手册，准备 10 月启动项目。 

 

尼泊尔爱心书包发放 



 

尼泊尔地震三周年纪念活动 

 

2018 年 4 月 26 日，尼泊尔 4·25 地震三周年之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拉利特

普尔的公立 Fulchoki 学校，中国驻尼泊尔于红大使、商务参赞张帆，尼共（毛）高层

领导 Pumpha Bhusal、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常务委员 Rakesh Hamal、尼泊尔中资企

业协会会长王紫阳及中资企业协会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主任邹志强女

士参加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驻尼中资企业协会联合组织的爱心包裹和电脑教室捐赠

活动。 

 

（二）缅甸办公室 2018 年第二季度报告 

 

2015 年 7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取得了由缅甸内政部颁发的 INGO 注册牌照，标志着

我会正式成为了第一家在缅注册的中国 INGO。截至目前，缅甸办公室累积投入逾 200



万元。 

2018 年上半年，我会继续在缅深化教育扶贫领域的有关工作，具体如下： 

1、继续执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委托的“2018 年中缅友好奖学金项目”，现已完成

中缅友好奖学金项目的操作方案以及预算工作； 

2、继续扩大执行“胞波助学金项目”，现已完成为来自仰光地区的大光大学、东

仰光大学、西仰光大学、仰光经济大学的 600 名胞波助学金受益学生发放助学金；

同时，缅甸办公室探索将 2018 年胞波同学会系列活动发展成为系统性的电脑培训

课程，旨在以胞波助学金项目受益学生为主体，开展缅甸大学生亟需的计算机技能

培训活动，引进当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 KMD Institute，对学生进行颁发计算机等

级证书的培训，培养知华、友华的缅甸青年，现已完成参加电脑培训课程的受益学

生名单以及需求清单等工作； 

3、在缅甸多省邦落地执行“爱心包裹项目”， 现已完成 2000 个包裹的当地采购、

生产、组装、运输、发放工作； 



4、进行 WASH 项目的可行性调研活动； 

5、完成由中国驻缅大使馆委托的的“中缅友谊学校”青年教师访华交流行。此次

交流团由来自缅甸克钦邦、曼德勒省、内比都省、仰光省、勃固省、马圭省等 6省

11 所“中缅友谊学校”的教师及缅甸教育部计划与统计部副主任木木昂女士共计

12 人组成。 

 

2018 年 6 月 8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缅甸办公室受邀参加了由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及

缅甸华人社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缅胞波友谊日”招待会，并荣获了由中国驻缅大

使馆颁发的“中缅胞波友谊奖”；2018 年 6 月 19 日，缅甸掸邦首席部长林图博士参加

缅甸办公室举行的爱心包裹项目启动与发放仪式。 

 

（三）苏丹第二季度披露 

 

截止 6月 30 日，我会尚未在苏丹注册成立办公室。目前国际发展部采取出差式对

苏丹项目进行管理。我会共向苏丹投入超过 538 万元人民币，用于在苏丹实施微笑儿

童学校供餐项目和苏丹电脑教室项目。每年有超过 4,000 名苏丹儿童因此受益。 

2017-2018 学年度的微笑儿童苏丹项目已经于 2018 年第一季度（3月 31 日）顺利

结束。2018 年第二季度，苏丹的主要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合作伙伴能力建设上。 

4月，我会的合作伙伴苏丹比尔特瓦苏慈善组织（BTO）秘书长助理 Howyda 女士来

到北京，参加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能力建设培训。6 月，BTO 的一名项目主管 Fazari 先

生和一名项目官员 Alaa 女士来到北京和苏州，参加“2018 年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可持续

发展官员研修班”。研修班为期 20 天，自 6 月 7 日至 6 月 27 日。苏丹 BTO 派遣了项



目主管 Fazari 先生和项目官员 Mustafa 先生来华参加了培训。他们向与会的来自 6个

国家的同仁介绍了微笑儿童苏丹项目的执行情况，项目成果和取得的经验及成绩。 

研修班向 BTO 官员介绍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以及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非

盈利组织怎样更好参与本国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同时，我会也与 BTO 确定了 2018-2019 学年度微笑儿童苏丹项目的供餐学校、学

生名单和供餐标准。双方正在办理签署合同和拨付项目款的事宜。 

 



 

来华参加培训的 Fazari 先生和 Alaa 女士 

 

（四）埃塞第二季度披露 

 

2018 年上半年，我会向埃塞俄比亚投入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微笑儿童供

餐项目顺利开展，为亚的斯亚贝巴 42 所学校 4074 名学生提供免费的早、午餐。同时，

项目开展了中期调研，将对学生升学率，出勤率，健康等项目影响进行验证。 

妇女培训项目是用两年时间，培训 100 名贫困妇女，教给他们传统的石雕和草编

传统手工艺，并帮助他们链接到市场，使她们拥有一份可持续的生计。同时还邀请各类

专家对妇女进行健康，卫生，计划生育，金融和经营方面的培训，不仅改变她们自己的

生活，也鼓励她们在社区里帮助其他女性。目前，第一批从培训中毕业的妇女，收入已

经增长了 3-5 倍。第二年培训已经启动。 



埃塞目前正在经历50年内最大的干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徐工集团针对当地需求，

将中国西南地区的水窖技术引入埃塞，为当地修建了 80 口水窖。2018 年上半年，第二

批 40 口水窖已经启动。目前这个项目仍然在继续。 

 

中国扶贫基金会王行最执行副会长与埃塞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2018 年 4 月 16 日，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谈践会见王行最执行副理事长 



 

4 月 17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王行最一行在亚的斯亚贝巴受到埃塞俄比亚前

第一夫人罗曼·塔斯法耶和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的接见。前总理海尔表示非常感谢扶

贫基金会在埃塞的工作，不仅帮助了埃塞的贫困人口，还促进了两国的友谊。希望扶贫

基金会将扶贫和发展工作在埃塞俄比亚进行下去，并且能扩大规模。 

 

（五）柬埔寨第二季度披露 

截止 6月 30 日，我会尚未在柬埔寨注册成立办公室。目前国际发展部采取出差式

对柬埔寨项目进行管理。我会共向柬埔寨投入 4.22 万元人民币，用于在柬埔寨实施爱

心包裹项目。共有 422 名柬埔寨学生因此受益。 

柬埔寨是 CFPA 国际化 5 年规划重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周边国家，并且

在中柬关系友好、中缅两国政府牵线搭桥、双方政府均对民间帮助民间模式的支持和认

可的大环境下，我会启动了柬埔寨国际援助项目。 

5月，我会“爱心包裹”捐赠仪式在柬埔寨金边市布雷萨小学举行，捐赠仪式共发

放爱心包裹 418 个，覆盖布雷萨小学的全体学生。本次捐赠仪式使柬埔寨成为继尼泊

尔之后“爱心包裹”项目走出国门的第二站，同时也标志着我会正式进入柬埔寨开展

项目。 

5月，中柬民间组织民生交流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柬埔寨首相府办公厅友谊大厦举

行。在柬埔寨副首相宾成、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李杰参赞的见证下，我会常务副秘书长

陈红涛与柬埔寨教育部国务秘书纳本伦先生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我会承诺 2018 年向

柬埔寨捐赠至少一万个爱心包裹，惠及至少一万名柬埔寨学生。 



 

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在柬埔寨发放爱心包裹 

 

中柬民间组织民生交流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5 月 11 日下午，中柬民间组织民生交流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柬埔寨首相府办公厅

友谊大厦举行。在柬埔寨副首相宾成、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李杰参赞、我会常务副秘书

长陈红涛以及柬埔寨教育部国务秘书纳本伦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 

 

（六）乌干达第二季度披露 

乌干达目前正在执行幸福家园项目，总投入资金 100万美元，直接受益人3800名，

间接受益人 15200 人。 

项目的总体目标为满足在 Lamwo 地区的乌干达人和难民的基础需求，保证他们获

得充足的食物和生计，从而提升难民的独立性和当地社区经济的恢复力。 

项目具体目标为： 

1、满足在 Lamwo 地区 Palabek 安置点的南苏丹难民的基本需求。 

2、提升在 Lamwo 地区南苏丹难民和乌干达小农的生产能力。 

3、通过小型商业和其他增收方式，增加乌干达农民及难民的非农收入。 

幸福家园项目于 2018 年 3 月开始执行，截至目前，项目的三个子部分均已开始执

行。 

1、现金发放 

4 月完成现金发放部分 SOP 撰写，规范了项目的执行方式并依据 SOP 进行项目执

行。与联合国和总理办公室一起，确认了现金项目发放的覆盖地区并与当地的社区领袖

建立联系。 

5月完成了现金发放项目 SMEB 计算，并依据 SMEB 在当地市场进行了调研。在调研

中，确认了当地市场的韧性能够承受现金发放项目所导致的货币增加且当地市场开放



且安全，因此现金发放在当地的可行性得到了验证并最终确定了每月 50,000UGX 的发

放标准。 

6月完成了社区动员员的招募，建立了项目的基础社区框架并利用这一框架开展了

入户调研工作，全面覆盖超过 4000 户当地居民及难民。6 月底，入户调研的资料收集

过程完成，即将展开筛选及确认工作。 

2、农业培训 

4 月完成农业培训部分 SOP 撰写，规范了项目的执行方式并依据 SOP 进行项目执

行。与联合国和总理办公室一起，确认了农业项目的覆盖地区并与当地的社区领袖建立

联系。 

5月开始寻找当地农业种子及农具提供商，并开始在 SOP 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农业

项目工作流程。在难民中进行了意向调查并最终确定了以芝麻，高粱和向日葵为主的种

子作为基础开展项目。 

6月开始进行农业小组构建工作，利用社区动员员为基础，在难民营 Zone 4, block 

8,9,10 和 Zone 5B, block6,9,10,11 构建共 40 个农业小组，其中 17 名成员为难民，

8名成员为当地居民。同时招募了 20 名农业培训师，准备开始对农民进行培训。 



 

 

3、收入提升 



4 月与联合国和总理办公室一起，确认了收入提升项目的覆盖地区并与当地的社区

领袖建立联系。 

5月确认了收入提升项目的项目建议书来源并完成了收入提升项目的广告，张贴在

难民营及当地社区中，邀请当地居民及难民提交项目建议书。 

6月与联合国协调，扩大了收入提升项目的覆盖面至整个难民营并进一步对已有的

小商户进行调研并尝试提供帮助 

4、监测评估 

4-6 月，项目招募了 12 名调查员，完成了基线调研工作，目前报告已经提交至高

级监测官员进行修改及定稿工作。 

3.获得的表彰或重要领导出席活动，如有 

4 月 10 日上午，乌干达“幸福家园——难民自立及社区融合项目”启动仪式在乌

干达首都坎帕拉成功召开，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代办、地区

政府代表、总理办公室代表及难民接收社区代表参加活动并讲话。 

4 月 10 日中午，王行最执行副理事长与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代办共进工作午餐，

交流我会的国际项目经验。 

 

（七）纳米比亚 2018 年第二季度披露 

2018 年 3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应商务部援外司邀请，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26 日

前往纳米比亚开展民生需求实地调研。调研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担任

团长，成员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和非洲组长季岚岚。 



 

4 月 19 日下午，拜访中国驻纳米比亚张益明大使和李壮松商务参赞 

 

 

4 月 20 日上午，温得和克纳米比亚小学调研需求 



 

调研团拜访了纳米比亚基础教育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三所小学、纳米比亚教育领

域 NGO、中国大使馆、经参处以及中国建筑纳米比亚公司，了解了纳米比亚基础教育需

求以及各方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赴纳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的态度。此次调研发现，纳米比

亚外表看基础设施挺好，但是城乡差别、黑白差距非常大，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教育方

面，资源极度不平衡，有少量很好的白人学校，也有大量条件简陋的黑人和农村学校。

硬件方面缺教室，软件方面缺教师。尤其是合格教师有 4000 多的教师需要回炉培训。

纳米比亚政府重视教育，财政预算超过 20%用于教育，但是由于整个财政盘子小，约 80%

的预算用在了教师人头费上，其它为学生宿舍和供餐补贴，课本等内容，只有 4%左右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全国境内全面实施免费基础教育，但学校仍面临各种基础设施

困境，学生家长常常被鼓励为学校发展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 

经过为期 8天的调研，调研团发现纳米比亚教育领域的主要需求是：学生文具、小

型校舍维修援建、学校供餐和计算机教学支持。经调研团与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和经

参处多次商讨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内部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首推爱心包裹项目，满足纳

米比亚小学生对于文具的需求，并且能在面上获得较大的影响力。目前项目规模总计为

600万人民币，其中100万人民币将于公益宝贝上筹得，500万人民币向南南基金申请。 

目前，我会已经确定了与纳米比亚第一夫人基金会（One Economy Foundation）的

合作事宜。第一夫人基金会已经确认爱心包裹清单内容，第一批一万个爱心包裹已经生

产完毕，计划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运往纳米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