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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发展项目概况 

 

（一）概况：2005 年以来，我会先后在 2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灾害紧急救援和发展

援助项目。截至 2017年底，累计在国际援助方面投入资金及物资共约 1.32 亿

元人民币，惠及约 40万人次。目前在埃塞、苏丹、乌干达、纳米比亚、尼泊

尔、缅甸和柬埔寨七国开展长期项目，并于 2015年注册了缅甸和尼泊尔办公

室。 

（二）第三季度国际倡导工作： 

1) 7月 9日至 10日，参加 2018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并就

“中国扶贫基金会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路”做了主题发言； 

2) 7月 23 日，参加第五届中非民间论坛，并与中非各界嘉宾分享了我会在非

洲开展的民间援助和发展工作； 

3) 7月 26 日，顺利举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NGO 减贫经验分享沙龙暨第

九次爱无疆沙龙，十余位国内外减贫领域 NGO的嘉宾代表参加并深入探讨

NGO减贫经验与南南民间合作； 

4) 8月 14 日，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走

出去”为主题介绍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工作及中非减贫合作经验； 

  



二、各国别情况 

（一）尼泊尔办公室第三季度披露 

我会于 2015 年 8 月 13 号在尼泊尔注册成立办公室，三年来已经完成 2016-2017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尼泊尔社会福利部签署两年项目规划。目前共向尼泊尔投入超过

577万元人民币，受益人口达 25万人以上，用于在尼泊尔 2015 年地震后实施乙肝筛查

项目、学校支持项目、WASH项目、小额信贷尼泊尔贫困妇女支持和爱心书包项目。 

（1）在档案整理及总结方面，尼泊尔已经完成 2016-2017 年两年规划中所有的项

目和财务档案整理工作，并正在进行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

办公室项目审计与财务审计工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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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相关文件审报工作，目前已经拿到国家主任第三年度工作签

证。 

（2）2018 年第三季度，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纳瓦帕西启动小额信贷尼泊尔贫困妇女

支持项目，根据项目操作手册，进行首批本金发放工作，并进行受益妇女小组管理培训

与受益人群技能培训。 

（3）2018 年 7 月-9 月，尼泊尔办公室联合在尼中资企业进行中国人民并爱心书

包发放工作，在廓尔卡、加德满都和博卡拉等区受到尼泊尔学校师生的欢迎。 

（4）受中国民间国际交流促进会的号召，参加中国 26 家社会组织与尼泊尔社会

福利委员会签订中国社会组织支持尼泊尔社区发展的 MOU,积极协助推动中国 NGO 一带

一路工作. 

（5）多方倡导，为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尼泊尔可持续发展蓄积资源，期间受到在

尼新华社、南方都市报、中国日报、财新网及尼泊尔主流媒体的多次报道，并正在积极

申报 2018-202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三年规划方案。 

（6）协助中国驻尼大使馆派出 14 名尼泊尔记者团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重建雅

安项目雪山村、电商扶贫模式和北京总部的考察工作。 



 

 

第四季度目标：  

1、加强小额信贷妇女职业支持项目监测及捐赠人项目区视察接待工作； 

2、追踪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三年规划审批工作，争取第一批资金年前拨出； 

3、启动 WASH 项目基线调研，准备启动前操作手册及所有文件审批工作； 

4、启动青年培训成长项目操作手册及相关审批文件工作，进行项目实施工作； 

5、启动爱心包裹项目相关文件及招标工作，准备采购和项目实施； 

6、办公室建设方面，准备办公室管理人员招聘和专业财务招聘工作； 

8、尼泊尔办公室自我学习及分享工作； 

10、完成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项目与财务审计工作； 

 

（二）缅甸办公室第三季度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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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 万



元，惠及 40588 人次。 

2018年前三季度，我会继续在缅深化教育扶贫领域的有关工作，具体如下： 

（1）我会举办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缅甸办公室成立及项目实施三周年庆祝仪式”，

中国驻缅甸政务参赞杨守征，缅甸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Nay Win Oo，中国扶贫基

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先生，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先生以及来自仰光经济大学、东仰

光大学、西仰光大学、大光大学等高校的领导及师生、来自国电投、中国港湾、万宝、

中信集团、中资企业商会等多家中资在缅企业代表，中外媒体朋友共计 700 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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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执行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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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若开邦助学金的发放工作，同时派遣团队对若开邦的项目执行做了监测评

估； 

（4）在缅甸多省邦继续执行“爱心包裹项目”， 现已完成 5000 个包裹的当地采

购、生产、组装、运输、发放工作； 

 

 

缅甸三周年仪式大合影 



第四季度工作目标： 

1) 举办缅甸爱心包裹 3000书包的发放仪式； 

2) 继续推进缅甸爱心包裹项目在当地以及国内采购的相关工作（采购、免税

函、影响力）； 

3) 完成国际爱心包裹接收以及发放工作； 

4) 完成中缅友好助学金项目执行工作； 

5) 完成胞波助学金项目执行工作，推进胞波同学会活动实施 

6) 加强缅甸办公室办公室制度化建设，规范海外办公室运营。 

7) 加强团队能力建设； 

8) 完成 2018 年度 KPI所要求的筹资任务。 

 

（三）苏丹第三季度披露 

我会共向苏丹投入超过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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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学年度的微笑儿童苏丹项目于 2018 年 7 月 1 日正式启动。7 月 29 日，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苏丹比尔特瓦苏组织（BTO）联合举办的 2018-2019学年度苏丹微

笑儿童项目启动仪式在苏丹喀土穆州 Jebel Alawlia 市 Musaab Ibn Omyer 小学成功举

行。中国驻苏丹大使李连和出席仪式并致辞。参加仪式的嘉宾还有 Jebel Alawlia 市

市长、BTO秘书长、当地政要、民间组织代表和学校校长等。超过 500名当地教育部门

负责人、教师、受益学生和学生家长代表参加了仪式。 

2018-2019 学年度苏丹微笑儿童将在苏丹三个州的 8 所学校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每天有超过 5,000 名苏丹公立小学受益。 



 

中国驻苏丹大使李连和致辞 

 

受益学生 

第四季度工作目标： 

（1）2018-2019 苏丹微笑儿童项目顺利执行； 

（2）苏丹水项目按计划执行、完工； 

（3）国际爱心包裹项目调研，明确物流、海关、仓储和分发流程； 

（4）积极配合基金会筹款活动。 

 



（四）埃塞第三季度披露 

项目进展： 

（1）6 月-10 月是埃塞俄比亚的雨季，也是学校的暑假时间。微笑儿童项目利用暑

假时间进行了项目中线调研，邀请亚迪斯亚贝巴大学的学者，以及亚迪斯教育局的专

家，通过收集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辍学率，以及学生的身高体重，与项目三年前基

线调研结果进行比较，对供餐项目的效果进行检验。目前，调研报告已经行程初稿，项

目团队将对报告进行修改后，预计于明年一月发布。 

（2）水窖项目已经完成 90%，正在进行项目收尾的粉刷工作。 

（3）妇女项目培训已经完成，妇女已经开始生产手工产品。 

第四季度工作目标： 

（1） 进行开学后的供餐准备工作和供餐 

（2） 准备水窖项目的竣工仪式。 

 

（五）柬埔寨第三季度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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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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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柬埔寨学生受益。 

1) 8月，我会组织了 “国际爱心包裹采购供应商竞争性谈判会”，由产品设

计专家、国际文化传播专家、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专家、物资学院教授、

捐赠人代表、我会代表等 7位评标人组成评审团与供应商进行谈判，中国扶

贫基金会法务风险管全程见表，经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评议，深圳齐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被选中为柬埔寨爱心包裹项目 2018 和 2019年供应商，首批

包裹订单为 2万套。 



2) 9月，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标之后，组织专业的设计和翻译团队

对爱心包裹的设计更新和升级，以突显柬埔寨文化特色和尊重柬埔寨人民的

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准确性。经过团队和我会一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柬埔寨

版的国际爱心包裹于 9月底定稿并开始投入生产。 

3) 9月， 我会组织了 “国际爱心包裹项目运输供应商竞争性谈判会”，由物

流专家，采购专家，媒体代表，我会代表等 5位评标人组成评审团与供应商

进行谈判，中国扶贫基金会法务风险管全程见表，经过公开、公正、公平的

评议，共有 5家运输供应商被选入国际爱心包裹项目 2018和 2019年供应商

库。我会将在 10月底对库里的运输供应商进行首批柬埔寨爱心包裹运输询

价。 

第四季度目标  

（1）2018.10-2018.11 完成爱心包裹 2万个交货和验货； 

（2）2018.10-2018.11完成柬埔寨的免税文件流程； 

（3）2018.10-2018.11 完成爱心包裹运输供应商询价和运输事宜 

（4）2018.10-2018.11与柬埔寨教育部明确包裹发放等具体细节； 

（5）2018.11 柬埔寨爱心包裹抵达柬埔寨； 

（6）2018.12 发放柬埔寨爱心包裹。 

 

（六）乌干达第三季度披露 

我会向幸福家园项目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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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金发放 



7月完成受益人的初步选择工作，并针对受益人的选择与当地社区领袖进行沟

通，针对已经选择的受益人进行删改和增添工作，保证现金发放的受益群体的准确

性。8月完成了现金发放项目与发放平台的确认工作，现金发放由于数量较大，需

要与发放平台合作进行。因此，8月份的重点工作为从银行，电话银行和进入组织

中选择对项目最有利的平台进行签约，完成现金发放的准备工作。9月将受益人信

息全部录入系统之中，因为最终选择了电话银行的方式进行现金发放，因此需要将

全部受益人信息进行录入，并通过平台完成全部资金的发放工作。 

（2）农业培训 

7 月完成协助当地居民与难民建立联系，借以帮助难民在当地获得更多的土

地用以进行农业耕种。8 月在当地完成了土地测量工作，针对全部组别完成了种

子的发放和农业用具的发放，农业活动在当季按时展开。9月进行农业培训工作，

确保难民和当地居民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农业知识培训，以保证项目土地能够有良

好的收入并增加产量。 

（3）收入提升 

7 月完成了广告的发放并在难民营中收集了超过 450 分项目建议书，针对想

缪建议书制定了第一轮的初选规则。8 月完成了第一轮的筛选工作，从 450 组中

选出了 150 组，并针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核实。同时针对商业导师进行了

广告张贴。9 月面试了商业导师，确定了 8 名成员为最终的商业导师并完成了招

募流程。开展了针对 150组创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四季度目标： 

1) 现金发放：继续完成剩余的现金发放工作；进行现金发放工作的监测 

2) 农业培训：完成 2-3轮的农业培训；确保农民能够收获粮食并进行收获后管

理 

3) 收入提升：提供初始资金；提供盛业培训并指导进行商业活动 

4) 监测评估：持续对市场进行监测评估，确保项目无不良影响；对项目执行情

况进行评估 

 

 

 



（七）纳米比亚 2018 年第二季度披露 

我会共向纳米比亚投入约 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在纳米比亚实施爱心包裹项目。 

纳米比亚爱心包裹项目于 2018年 6 月正式启动。7月获得免税函批准，8月爱心包

裹经海运抵达纳米比亚国内港口。9 月 24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纳米比亚爱心

包裹项目启动暨发放仪式在纳米比亚霍马斯省纳米比亚小学成功举行。中国驻纳米比

亚大使张益明、纳米比亚教育部副部长出席仪式并致辞。参加仪式的嘉宾还有中国驻纳

米比亚大使馆经商处参赞李壮松、纳米比亚第一夫人办公室代表、霍马斯省长特别助

理、中资企业代表和学校校长等。超过 1300名受益学生、学生家长代表、学校老师参

加了仪式。 

2018年 9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纳米比亚西部和中部共计五所小学发放了超过 5000

个爱心包裹，有超过 5000名贫困地区小学生受益。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受益学生 

第四季度目标： 

（1）完成纳米比亚首批一万个爱心包裹剩下包裹的发放； 

（2）纳米比亚校园供餐计划调研报告、进一步深化； 

（3）积极配合基金会筹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