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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到 2030 年实现全球目标的 “行动十年” 的开始。为实现宏大目标，发展中国家已

经进一步加强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分享理念、知识、技能和经验，从而应对共同挑战，建设人人共享的未来，

不让一个人掉队。各国和发展伙伴越来越多地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其包容性全球伙伴关系的组成部分，以解

决发展问题和实现全球发展议程。

“BAPA+40” 成果文件指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来

分享知识、经验和最佳实践（特别是本国土生土长的发展方式）非常重要。该成果文件还请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无

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开展此类合作，以便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紧努力消除所有形式和层面的贫困。

建立在 2016 年发布的本系列出版物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汇编” 第一卷以及 2018 年第二

卷的基础上，今年的第三卷将继续展示并拓展人们是如何利用南南和三方合作来支持国家加快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的进程的。这一卷包含 195 项优秀实践，数量几乎是上一卷的两倍，77 个合作伙伴（包括成员国、政

府间组织（IGO）、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发展伙伴）提供了优秀实践介绍。这些优秀实践体现了各国和伙伴之间团结一致、

相互学习和共同努力的精神，以应对难以独立应对的发展挑战，并启发在更广泛的地域内如何调整和复制具体的解

决方案。

在介绍优秀实践时，重点介绍了以下类型的创新倡议：能促进南方国家间知识和经验跨国转移，从而帮助克服共同

的挑战，并实现互惠互利；具有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特点；经过实践检验具有技术可行性；以及具有复制

的潜力，并能带来大规模的影响。

特别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团结和加强合作，以克服与发展有关的挑战。

所有发展伙伴都需要系统性地、战略性地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共同努力，这是实现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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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Youth4Youth青年论坛”：打造由青年主导的对话渠道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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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和社会包容

加强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女孩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

“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O3）计划”

柬埔寨青年减贫：培养青年志愿者技能，提高就业能力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学校领导力建设

Rangeet项目：赋能下一代“超级英雄”

利用科技手段遏制童婚

妇女赋权和能力建设方案

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德国三方合作促进妇女经济赋权

通过以戏剧为基础的教育处理塞尔维亚最弱势群体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非洲少女编码营和信息通信技术培训——第一阶段

增强农村妇女权能的火箭炉倡议

开展越境水合作以促进非洲流域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水公约》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提升水安全以应对地方、区域和全球挑战

萨摩亚有关使用纤维增强塑料沼气池的实际操作培训

促进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小水电开发

有关非洲国家清洁能源和农村电气化的技术转让、研究和培训中心

拉美有关天然气计量的三方合作

家庭太阳能项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勒比可再生能源基金

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成员国元首官邸的太阳能项目

亚洲低碳清洁能源

ekShop：利用辅助电子商务增强农村社区的能力

学徒培训创新：未来的熟练劳动力

实现无泄漏的社交安全网分配

非洲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私营部门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计划

尼日利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

增强苏里南中小企业的能力

巴勒斯坦国的善治和机构能力

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 (MESIP)：3D 设计和 3D 打印培训

SESRIC OIC 旅游能力建设计划

学习区：提高农村企业的实用技能

加强塞拉利昂妇女企业家在马诺河联盟内跨境贸易中的能力和韧性

脆弱国家间的合作：建立关于脆弱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信息系统

根据从马来西亚和泰国汲取的经验教训，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加强巴基斯坦

的工伤赔偿制度

中国-柬埔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木薯合作

阿富汗营商环境改革的治理结构：与摩洛哥的知识交流

边境集市作为改善印度-孟加拉边境沿线偏远村庄居民生活和生计的工具

功能塑料材料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推广

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与城市发展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建筑技术

光纤入户（FTTH）项目

互联网安全国际研讨会：加强信息交流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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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航空需求分析

促进在伙伴国家的可持续投资：埃塞俄比亚试点项目

塔吉克斯坦地毯编织业的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在西非推广苦楝衍生生物农药

推广小水电资源

海信家电工业园项目

为尼泊尔提供先进的、经济的、具有气候韧性的桥梁建造技术：与孟加拉国进行知

识交流

孟加拉国和不丹之间经印度通过跨境水路开展过境贸易

加快孟加拉国各部委的数字化转型

中继中心

携手为残疾人推出创新计划：全球环境基金（GEF）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小额赠

款项目之间的合作

波哥大和拉巴斯的健康车道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

试点电子垃圾处理厂

智慧城市：从城市绩效评估到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建材行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在戈龙戈萨国家公园实现可持续咖啡生产

纳米比亚猎豹保护中心乳制品设施安装项目

利用养耕共生技术实现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

美洲可持续低碳农业创新模式——水稻集约化系统

气候箱：气候变化教育和意识项目

泰国：促进柬埔寨农业社区的气候抵御能力

农发基金：促进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气候抵御能力和农业合作

无人机增强抗灾能力

减少灾害风险，提升国家抗灾力

非洲法语国家气候变化问题南南合作

推动绿色经济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非洲农业适应倡议 (AAA)

珊瑚恢复项目

生态渔业计划

为“非洲软体动物和大型藻类可持续水产养殖国际课程”提供技术援助

亚非综合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以实现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倡议（3S倡议）

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实现高效减贫

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和生计支持，以提高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乍得湖流域人口的

适应能力

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森林景观恢复

全球泥炭地倡议

非洲人道主义司法行动学院

加强对非洲法语国家采掘业的监督

媒体在支持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努力方面的作用

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方案

通过提倡容忍、多元主义和民主来维持和平



社区治安

亚太地区民事登记机构

后COP21第二期：加强媒体监测和报道亚太和非洲气候变化的能力

通过南南合作加强环境治理

交流在受暴力影响的城市环境下的良好市政实践方法，建立在流离失所环境下诉诸

司法的更强机制

作为对《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的实际应用，MIRPS国家分享确定难民地位的优

秀实践方法

ECOWAS志愿者项目

斐济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权利、赋权和凝聚力（REACH）项目

孟加拉国的乡村法院：弥合司法差距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

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技术转让和创新的知识管理

危地马拉、墨西哥和德国国际发展机构之间的三方合作

加强拉丁美洲、欧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的灾害风险管理能力

通过加强国家机构能力和专长协助白俄罗斯政府加入世贸组织

全球南方国家生物技术的监管发展、协同作用和培训

OIC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组成机构的统计能力建设项目

实施和监测《2030年议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行动的

网络

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生物经济工作组

支持印度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能力建设、ICT政策、法规和立法框架支持

ADELANTE方案知识库

从EU-LAC三方合作方案（ADELANTE）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和OECD工具包

关于非洲五国市政财政与地方民主的高级国际培训方案

监测墨西哥南南合作的效力

为实施《 2030年议程》和自愿国家审查而制定的ESCAP结对方案

针对2020年东非和南非普查的知识和技术转让

秘鲁对委内瑞拉局势的机构间响应

学习与知识发展设施

支持促进实现食品和营养安全政策区域自主权的大陆网络

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支持亚洲和非洲的发展项目和资源调动

食典信托基金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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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近年来，巴西在制定针对妇女、母亲和儿童的公共政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随着统一医疗

体系、统一社会援助体系的实施，基础教育权普及，以及入读托儿所的机会增加，巴西儿

童如今的生活条件明显优于 30 年前。此外，Criança Feliz（快乐儿童）项目旨在通过强化家

庭技能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力求为打破贫穷恶性循环、减少暴力和逃学等现象，以及促

进其他社会福利作出贡献。

然而，不平等现象在巴西仍然存在，许多贫困家庭依然处于面临社会风险和无助的境况中。

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投入精力和财力以促进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消除社会不平等现

象的必要性达成重要共识，重点关注医疗卫生、幼儿教育和保育，特别是幼儿期，即从出

生到 6 岁的年龄组。

寻求解决方案

本项目旨在为阿根廷 Primeros Años 项目和巴西 Criança Feliz 项目的技术团队之间就儿童早期

发展政策制定知识交流方案。其目的是为有幼儿的弱势家庭提供有关干预措施的新知识，

从而扩大旨在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力。通过此做法，本项目将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1——通过优化遏制和减少贫困的社会保障方式，并为幼儿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在

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为了分享经验和知识，以及两国在实施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方面面临的挑战等相关信息，多

个由来自于阿根廷社会发展部和 Primeros Años 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以及巴西社会发展部和

公民事务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工作组应势成立。这些工作组还交换了对本国境内有

0 至 6 岁儿童的家庭进行干预时使用的技术和方法方面的信息，以及用于监测和评价项目

的工具。工作组分别对阿根廷 8 个州的 9 个地区和巴西 7 个州 7 个地区的家庭进行了走访，

与当地技术人员和协调员进行了交流，并参与了社区培训会议或社区组织活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众多技术人员加入了这项计划，其任务是对各自国家参与执行 

Primeros Años 和 Criança Feliz 项目的当地人员进行培训：130 名阿根廷国家和省级技术人员，

35名来自巴西联邦政府的技术人员，2,500名市政主管人员和 10,600名来自巴西的走访人员。

加强阿根廷和巴西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

制定在阿根廷和巴西实施的技术交流计划，以加强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 
政策

© FO.AR

良好健康与福祉 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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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设计和开发了成功进行家庭

干预的方法和技术，即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阿根廷

有 0-4 岁儿童的家庭和巴西有 0-6 岁儿童的家庭。这

些项目在技术领域所做的工作（信息输出和评价、内

容、交流），拓宽了各工作组对各自实践范围的视界，

改善实践发展轨迹和本地活动，特别有助于使走访、 

养育子女和支助会面的方法系统化，以及传播网络工作

方式。

此外，为了保证这项计划能够可持续发展，参与这两个

项目的两国中央和地方官员及技术人员都接受了必要培

训，以便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应用所学

到的知识。

项目名称 ：加强促进幼儿早期发展的行动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巴西

提名方 ：阿根廷政府和巴西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3.2、4.2

支持方 ：阿根廷国际合作基金（FO.AR）和巴西发展援助署（ABC）

执行实体 ：

阿根廷 ：社会发展部和全国协调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外交、国际贸易及宗教事务部）

巴西 ：巴西发展援助署和社会发展部 / 公民事务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至 2019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在阿根廷， 该计划使 15.5 万个有 0-4 岁子女的家庭 

受益。 在巴西， 该计划惠及了 300 万名 0 至 3 岁儿童

（他们的家庭是 Bolsa Familia （家庭补助） 项目的受

益者）、 同一项目下的 64 万孕妇， 还有其家庭受益于

长期救济津贴的 7.5 万名儿童， 以及 8,600 名来自接受

了庇护所服务的巴西家庭的儿童。

联系方式 ：

名称：国际合作总局

机构：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及宗教事务部

电子邮箱：dgcin@mrecic.gov.a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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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卢旺达地处内陆和丘陵地带，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尼罗河的源头国家之一。

卢旺达面临严重的社会挑战，如贫困率高、失业率高，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经济挑战，如

工业基础薄弱，95% 以上的农产品依靠进口。此外，卢旺达还面临严重的生态挑战，水土

流失严重，并且由于森林覆盖率从 1994 年种族大屠杀前的 75% 急剧下降到 28%，对尼罗河

下游国家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卢旺达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但由于缺乏技术，尚未充分开发。

寻求解决方案

考虑到竹子独特的优势，如生长快速、再生能力强、生长周期短和生物量大，该项目的目

标是将竹业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绿色替代农产品加工业，以解决严重的贫困、失业和生态问题。

采用的创新方法具体如下：

• 中国政府和卢旺达政府提供的有力支持；

• 整体分析。该项目以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准则，以及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

子研究开发中心（CBRC）在卢旺达深入进行的社会经济和生态调查《卢旺达 2020 年愿景》

为设计基础；

• 科学方法。在全国各地引进竹种，并根据场地匹配性、生物安全和工业最终用途等科学

原则种植；转让、调整和开发竹子技术，以确保提高竹子生产率，实现生态和商业双重

效益；

• 从竹子研究和开发、试点生产、验证、技术转让、服务和培训到推广的精简高效过程 ;

• 有效的培训。在卢旺达和中国相互进行培训，在卢旺达，培训项目多达 150 个，约有 1,512

名人员参加培训，而中国参加培训的人员为 12 人；培训方法采取一般的培训与下单生产

等方式；

• 前往不同的竹子生产研发企业参观，考察技术服务；

• 卢旺达和其他五个东非共同体国家的部长、大使、省长和其他官员、企业家及农民参加

了产品展览会和相关展示博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 “中国”）商务部和卢旺达土地和林业部负责为项目框架提供资金。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和卢旺达水资源和林业管理局获授权在全球南南

发展中心的支持下执行该项目；卢旺达境内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加入了该项目。

通过竹子实现非洲农产品加工业包容性
发展

在卢旺达发展绿色竹子农产品加工业，减少贫困并保护生态

© 银监会

气候行动 陆地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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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名中国专家在卢旺达开展研究。从中国进口了四套

竹子加工设备，用于生产牙签、窗帘和家具以及建筑

用竹筋混凝土板；提供四套大型喷灌系统，建立可以

全年用于生产的温室大棚（每个大棚面积达 2,000 平方

米），作为竹子繁殖和生产孵化器（BPPI）；引进四种选

定的竹种；沿河岸和水土退化地区建立多达 400 公顷

的竹子种植园，以保持水土，并为增值加工提供原材

供应。此外，还成立了综合型高价值竹材加工技术孵

化器（HBPI），四条产线生产竹制家具、竹编、窗帘 / 

百叶窗和牙签等领域超过 100 种产品，以各种质量水准

满足各类市场和日常生活需求。此外，大约孵化了 30 家

小型竹子加工企业，雇员每天的收入至少 8 美元。竹产

农工业的供应链和增值从零开始，并且得以良好维持，

年生产总值约为 100 万美元，创造了超过 2,000 个就业

岗位（约 80% 由妇女获得）。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

议推动建筑市场需求高速增长，2019 年，一家中国民营

企业在卢旺达投资 500 万美元生产竹筋混凝土板，取代

卢旺达及其他东非共同体国家从中国进口同类产品。

该项目目前在持续有效地运作。BPPI 和 HBPI 均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研究和开发、试点生产、验证和培训。BPPT 生

产的竹苗用于供应卢旺达植树造林；HBPI 生产的竹产品

销售喜人，包括出口到周边的一些东非共同体国家。竹

子可以进一步生产成燃料木炭，以满足市场的高企需求。

在布隆迪、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共同体国

家也成功效仿了该项目。该项目技术易于学习，操作简

单，投入低，回报快，通过探索该地区丰富的竹子资源，

对农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联系方式 ：

姓名：丁兴翠博士

职务：教授、主任 

机构：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国际合

作部

电子邮箱：dxc01@hotmail.com, 13805791796@163.com

微信：dxc19630725

项目名称 ：在卢旺达发展绿色竹子农产加工业，减少贫困，保护生态  

国家 / 地区 ：中国、卢旺达及其他东非共同体国家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5、13.1、13.2、15.1、15.3、15.4、17.7、17.8、17.9

支持方 ：中国和卢旺达政府、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执行实体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CBRC）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09 至 2019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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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农林复合经营，即在农业中使用树木，是印度、尼泊尔和中国等国的传统耕作方式，提供

粮食、营养和生态系统服务，以支持农民的生计和农业生产。现代农业朝着商业化单一种

植的趋势发展，转移了这一本土体系的资源和人们对其的关注。与一年生作物相比，农林

复合系统需要更长的等待期才能开始生产。因此，农民在种植初期既要进行现金投资，也

需要时间投入，这无疑带来了重大挑战。所以，从第一年开始增加季节性和年度收成，可

大幅提高农林复合系统对小农户生计保障的可行性。通过将农林复合经营与食用菌栽培相

结合，这一点是可能得到实现的。

寻求解决方案

在中国，食用菌的消费量大，每年都在增加。全球趋势还表明，全球食用菌消费的需求正

在上升。由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农林中心联合成立、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牵头组建的山地

未来研究中心（CMF）认为，负责任的食用菌种植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发

挥关键作用，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

该项目的目标是确定种植地，并向农业技术人员和当地林区人员提供食用菌识别和利用培

训，然后由他们向当地农民传播这些新知识。培训以CMF科学家开发的栽培管理技术为核心。

有关羊肚菌等有价值的食用菌的种植、收集、采种、干燥和储存方面的知识转让，可通过

其可持续种植在项目所在地创造新的创收机会。

CMF 开发了一种独特的农林复合经营系统，其中各种药用植物和食用菌与多用途树木间作

套种。这套系统结合了生产优质培养物、菌丝、基质和食用菌果实的新技术。在昆明附近

的一个大型磷矿场以及红河县政府向 CMF 提供的地块建立了森林菌类农林复合经营示范基

地，以发展气候智能型实践。

首先，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乔哈特区、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以及缅甸钦邦和掸邦的农村进

行了田间调查，以评估这些地区的食用菌生产情况。据观察，妇女尤其渴望获得新的蘑菇

种植知识。随后，印度 Balipara 基金会的代表、尼泊尔的前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以

及缅甸叶辛林业大学的代表应邀参加了为期五天的强化培训，内容涉及种植和生产被认为

可以在本国种植的食用菌。培训内容涉及固态栽培和液态栽培。

森林菌类农林复合经营系统

通过气候智能型实践改善农村生计

© 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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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的强化培训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的农业技术人员

展示了他们对灵芝和羊肚菌这两种需求量大的品种，以

及其他食用和药用菌类的栽培和生产技术的掌握情况。

在这些新知识的支撑下，菌丝转移到尼泊尔的一个国家

实验室进行培养，然后分发给加德满都的食用菌种植户。

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录制了食用菌种植培训视频。第 1 部

分目前已上传到该机构的网站，后续将上传更多制作完

毕的媒介素材。该视频和其他视频将是培训参与者回国

后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还草编了一份食用菌种商业种

植手册（将于 2020 年出版）。这将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提

升农村的产能。

中国南南发展中心的支持使 CMF 的合作伙伴国家能够对

需求进行评估，并向当地林区人员提供高价值食用菌种

植技术方面的针对性培训。社区利益攸关方是直接受益

者，而且在其他社区成员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连锁效应。

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南南合作实践引领者，而且

已经准备好协助其他欠发达的南方世界成员的发展。该

项目是南南知识和技能共享、加强迅速增长的新兴国家

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技术专长的范例之一。

食用菌种植正是世界需要的一种确保地球安全和健康的

可持续做法。农业废弃物，如玉米芯和木屑，可以用来

制成基质。用过的基质可以用来给作物土壤施肥，尽管

有些基质在进入土壤系统之前必须先干燥处理，然后将

生产周期闭环。食用菌种植还能保护野生蘑菇，减少野

外觅食的需求，减轻过度采摘的风险，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的栖息地。

为了在其他国家成功复制这一项目，启动资金和人员培

训以及简单的低成本技术不可或缺。食用菌种植成本不

高，融资机制（补贴、贷款和赠款）可以帮助农民获得

建筑材料、劳动力、设备等。确保社区成员能够获得深

入的技术培训，对保持作物的高质量和高产至关重要。

最后，必须提高公众对食用菌生产和消费的诸多益处的

认识，特别是关注妇女，她们将从食用菌生产作为一项

增加收入的生产活动中获益匪浅。

联系方式 ：

姓名：彼得 · 莫蒂默博士、教授

职务：土壤生物学小组组长

机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山地未来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peter@mail.kib.ac.cn

项目名称 ：尼泊尔、印度和中国森林菌类农林复合经营系统的利益攸关方培训

国家 / 地区 ：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a、2.3、2.4、5.a、5.b、8.2、8.3、13.1、15.2、15.3、15.4

支持方 ：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执行实体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山地未来研究中心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 年 6 月至 11 月

实践网址 ：http://english.ki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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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虽然当地经济一直在发展，维多利亚湖却面临诸多环境问题，包括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生境破坏和土壤侵蚀。据估计，该湖的本地鱼类已减少 80%，集水区超

过 70% 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已荡然无存。此外，由于流入湖中的河流水质差，淤泥和营养物

质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而加剧了维多利亚湖的淤积问题。环境恶化迫使当地人重新陷入极

端贫困以及污染和贫困的恶性循环。项目介绍了鄱阳湖流域综合治理的概念和策略：“若要

管理湖泊，必须治理河流；治理河流，则必须开发山区；发展山区，则必须消除贫困。”

寻求解决方案

鄱阳湖和维多利亚湖分别是中国和非洲最大的淡水湖。人们观察到，两个湖泊流域在平衡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30 多年前，基于对流域综合管理的认识，

江西省政府制定了山江湖工程计划 (MRLP），其中包括流域行政管理、可持续替代生计、生

态农业技术、小额贷款等战略和措施。时至今日，鄱阳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

已显著改善。该项目引入了流域综合管理（IWM）策略，旨在加强维多利亚湖流域可持续

发展的体制能力，特别注重适用的流域综合管理技术交流。

依托中国南南合作网络平台，参与项目的两家非政府组织，即肯尼亚 “维多利亚湖之友”

（OSIENALA）和坦桑尼亚的 “公民教育是贫困和环境管理的解决办法” (CESOPE），均受益于

中国流域综合管理实践的经验分享。他们联合编写了维多利亚湖流域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专家顾问团访问维多利亚湖流域两国期间，参与维多利亚湖流域可

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中国流域综合管理专家的协助下，维多

利亚湖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模式、政策建议和国际应用方式已经制定并提交给各组织。

该项目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 制定需求驱动的规划。根据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维多利亚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贫困状况，

江西山江湖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会（MRLSD）邀请流域综合管理专家共同开发了两个子

项目——一个是与坦桑尼亚 CESOPE 合作的活动计划，另一个是与肯尼亚 OSIENALA 合作

的示范模式。

• 支持和指导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在本国开展子项目。CEOPEE 提出了 “维多利亚湖生态状

况实况调查团” 项目，其主要目标包括调查维多利亚湖流域马拉、布科巴、盖塔和姆

万扎周边的生态状况和生计活动，以及确定该流域在这些地区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OSIENALA 正在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维多利亚湖流域项目环境改善策略，目标是制定一系

维多利亚湖可持续发展综合解决方案

在维多利亚湖引入综合流域治理，助力扶贫与环境保护

© MR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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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多方协调和可持续的活动，解决人类生活与维多利

亚湖流域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

• 总结项目，制定模式，以便在维多利亚湖流域其他地

区复制。中国流域综合管理方面的专家对这两个项目

进行了评估，并帮助 CESOPEE 和 OSIEANALA 这两个非

政府组织制定了示范模式，以便能在维多利亚湖流域

的其他地区复制经验。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为促进中国和非洲之间关于流域综合

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交流提供了机会。该项目的重大成就

是以流域综合管理概念为基础的模式，具有可操作性、

适宜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

除了针对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维多利亚湖流域地区外，

这些子项目的设计符合乌干达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所有

湖泊和河流流域的情况，因此，模式可以很容易地推广

到其他国家。CESOPE 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考察，涉及所

有利益攸关方，如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

OSIENALA 动员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当地农民和妇女，

建立了村庄保护小组（VCT）和海滩管理单位（BMU），

它们由乡村环境小组（主要是农民和妇女）组成，小组

成员接受了 OSIENALA 关于可持续生计技术和生态保护的

培训。作为该项目的受益者，他们愿意通过 OSIEENALA 

社区管理的养护和改善生计和社区农林计划与其他村民

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此外，OSIEENALA 教授的技术优

先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劳动力，例如家用粘土炉、坑式

厕所和雨水储存系统等。因此，这些模式深受村民欢迎，

并推动整个村庄改善其生计状况、环境、卫生和妇女权

利等。

在中国南南合作网络的支持下，CEOPEE 和 OSIENALA 都

致力于利用无线电广播提高对其他技术和环境保护的认

识。他们还开发了项目应用程序和政策建议，并寻求更

多资源来实施流域综合管理。

联系方式 ：

姓名：毛玉婷女士

职务：常务副秘书长

机构：中国江西山江湖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会（MRLSD）

电子邮箱：myt@mrlsd.org.cn

微信：maoyuting198918

项目名称 ：维多利亚湖流域可持续发展综合解决方案

国家 / 地区 ：中国、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5.1

支持方 ：Perez Guerrero 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中国的江西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肯尼亚的 OSIEENALA（维多利亚湖之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的 CESOPE( 公民教育是贫困和环境管理的解决方案）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实践网址 ：www.mrlsd.org.cn（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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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水稻种植系统中的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和减贫具有重要作用。缅甸拥有丰富的稻田资源，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缅甸一直实行稻渔共作模式。政府注意到，除了稻米作物之外，

水产品是解决农村生计问题的至关重要产品。然而，尽管缅甸有大量资源可用于稻渔共作，

但这一行业并未大获成功。它的发展进展缓慢，主要是受一些主要制约因素影响，例如缺

乏熟练的技术人员来选择最佳鱼种；农业管理专门知识水平低；稻渔共作设施设计拙劣；

稻渔共作技术人员不足；鱼种供应不足，稻渔共作和其他有关项目缺乏资金等。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南南发展中心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FFRC）

和缅甸畜牧渔业和农村发展部渔业司 (DoF/MLFRD）共同开展了缅甸标准化稻渔共作系统的

技术示范项目。该项目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和鱼类供应，促进稻渔共作产业的发展，并

在缅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

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高度契合。除此之外，还能防止过度捕捞，

为渔业领域提供可替代选择，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通过各种渔业机构、

企业和农民的积极参与，项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做出

贡献。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FFRC）共派出两组共八名专家，前往缅甸进行两

次为期十天的技术访问，就稻渔共作提供咨询意见。他们帮助选定的农民对稻田进行标准

化重组，改进耕作技术和管理技能。课堂讲座、实验室工作和技术咨询相结合，帮助农民

掌握标准化稻渔共作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巧。此外，缅甸的 9 名技术干事、项目管理

人员和农民应邀前往中国参加为期十天的稻渔共作考察和培训。他们成为协助示范项目和

跟踪创新耕种模式扩展的关键人物。

该项目帮助在缅甸仰光和内比都建立了两块经标准化的稻渔共作系统技术示范稻田，以期

提升缅甸畜牧渔业和农村发展部渔业司（DoF/MLFRD）的稻渔共作技术人员和干事的能

力。项目最终帮助吸引更多的人投身这类企业，促进稻渔共作的发展，并改善缅甸的家庭

粮食和营养安全状况。

缅甸标准化稻渔共作体系的技术示范

通过在当地农民中进行技术示范，提高鱼类产量和农民收入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零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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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项目期间，FFRC 小组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

• 提高对稻渔共作系统的认识：

• 就稻渔共作技术为 DoF/MLFRD 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

包括系统的设计、推荐品种的储存、喂养技术等；

• 就稻渔共作系统设计、疾病预防、饲料管理和稻田管

理提供技术咨询，协助技术人员和农民更好地管理稻

田，提高稻渔共作系统的生产力；

• 促进中国渔业机构和企业与当地渔业机构合作，共同

改善当地渔业设施；

• 与参与者分享发展稻渔共作产业的更多融资渠道。

 

此外，为了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领导工作，任命了

一名国家项目干事（NPO）。在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以及缅甸渔业司

的全面监督下，项目干事负责开展一系列协调、咨询和

联络活动。该项目的目标受益者是缅甸畜牧渔业和农村

发展部渔业司选出的约 40 名技术人员和当地农民。2016

年，任务小组对 2015 年重新设计的一块示范稻田进行了

考察。除了其他品种外，仰光示范点在 1.6 公顷的稻田中

养殖了夏花鱼种。在不降低水稻产量的情况下，养殖四

个月后，又收成了 160 公斤大型鱼种，价值超过 120 美 

元。内比都 0.8 公顷的示范稻田成效更加显著。采用了

综合耕作模式。在田垄种植香蕉树、西红柿、辣椒及其

他蔬菜。年底，水稻增产超过 60%。每种养殖鱼的平均 

大小都超过 15 厘米，总产量超过 260 公斤。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专家一直积极致力于改善

缅甸水稻和渔业的经济，帮助缅甸人民增加稻田收入，

丰富水产品供应。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对此产生了浓厚

兴趣。

该项目向缅甸的稻农传递了 “一块土地，双份收入” 的

概念。通过该项目，受益者不仅能够从水稻作物中获得

收入，而且还能够从同一稻田的额外鱼类产品中赚取更

多的收入。受益者的成功事例吸引了缅甸更多的稻农从

事这一行业，对于较不发达国家扶贫工作而言，这堪称

良好范例。此外，由于稻田和水域资源极其丰富，包括

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国家在稻渔共作

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此外，该项目鼓励妇女充分

融入缅甸稻渔共作产业链的所有阶段，促进性别平等（可

持续发展目标 5 ：性别平等）。项目还起草了缅甸稻渔共

作发展报告，为那些希望与缅甸农业领域各利益攸关方

合作的人提供有益借鉴。

联系方式 ：

姓名：靖晓军博士

职务：国际合作处处长

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jingxiaojun@ffrc.cn

项目名称 ：缅甸标准化稻渔共作系统的技术示范项目

国家 / 地区 ：中国、缅甸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1、1.2、2.3、2.4、2.a、5.4、5.a、8.2、8.3、8.6、14.3、14.4、17.6、17.7、17.9、

17.16

支持方 ：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执行实体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和缅甸农村发展部渔业司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4 至 2016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uJY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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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在 2011 年成立儿童早期全面保育部门间委员会之前，哥伦比亚将近 566,429 名儿童接受的

是不同的保育模式。然而，由于这些保育活动由多个机构负责，因此产生了碎片化反应，

削弱了儿童早期发展行动的覆盖面和质量。承认男孩和女孩是权利的主体和确定儿童早期

全面保育的定义必须是政府的一项基本承诺。

寻求解决方案

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执行协调行动，旨在促进和保障哥伦比亚 0-5 岁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一

举措力求覆盖哥伦比亚全国范围，以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并建立地方能力，这需要社区

以及地方和国家实体的参与。

2011 年，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全国儿童早期全面保育部门间委员会（CIPI），作为促进早期

儿童政策和收集现有公共和私营实体资源和专门知识的平台。CIPI 还牵头制定儿童早期全

面保育战略 De Cero a Siempre，即 “从零到永远”，该战略包括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计划行动，

旨在促进和确保儿童在从妊娠期到五岁这个阶段的全面发展。这个目标是通过从权利角度

进行统一和跨部门的工作，以及采取对包括残疾在内各种情况实施差别对待的办法来实现

的。该战略详细说明并促进了计划、方案、项目和行动的制定和执行，以确保根据每名儿

童的年龄、背景和情况为他们提供全面的照顾。

这些干预措施旨在鼓励儿童在幼年时期全面发展，以此作为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窗

口。这些干预措施对精神力量、减少生命期内的犯罪率、提高学业成绩、降低辍学率和留

级率从而提高儿童在教育系统中的持久性，以及提高生产率和未来收入方面产生长期影响。

这是一项有较高回报率的社会投资。( 国家规划局，2011 年）

CIPI 的目标是：

• 加强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的能力；

• 在地方实体设计和实施全面保育路线图（RIA）；

• 增进对儿童早期战略问题的理解，输出相关知识；

• 培养为儿童和家庭提供全面保育的合格人员；

• 制定评估儿童发展的技术途径；

• 除此以外，期望该机制被纳入地方政策之中。

儿童早期全面保育部门间委员会

交流儿童保护和保育方面的经验，以促进发展减少贫穷和防止社会排斥的能力
和机会

© 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

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
福祉

优质教育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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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I 的显著成就包括：联合制定了儿童早期全面保育

战略；制定了指导方针和技术标准以及行动方针和管

理工具，以便在各地区执行政策；以及实施 Sistema de 

Seguimiento Niño a Niño（SSNN，“儿童对儿童的监督系统”）。

截至 2016 年，超过 1,205,906 名儿童受益于优质全面保

育。截至 2018 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 1,374,423。2011 至

2016 年期间的其他主要成果包括 4,081,320 名 6 岁以下儿

童加入社会保障和保健系统，并为 20 个少数民族社区根

据农村和族裔情况制定全面保育路线图提供支持。

此外，根据 2018 年《儿童早期全面保育战略》执行情况

评估，2018 年，近 1,270 名农村妇女和社区负责人接受

了培训，以加强她们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营养和心理

健康的知识和预防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的了解。此外，

接受全面保育的儿童人数由 2017 年的 57,126 名增至

2018 年的 71,500 名。

哥伦比亚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分享了这一良好做法（2015-

2017 年），以加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Quisqueya Empieza 

Contigo 计划，该计划旨在满足 0-5 岁儿童的需求。参与

的多米尼加实体包括多米尼加规划和发展部（MEPyD）、

总统府特别项目总局（DIGEPEP）和国家儿童早期全面保

育研究所（INAIPI）。

项目名称 ：儿童早期全面保育部门间委员会（CIPI）

国家 / 地区 ：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提名方 ：哥伦比亚外交部、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APC-Colombi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1.3、2.2、3.1、3.2、3.3、3.8、4.2、4.5、16.9

支持方 ：哥伦比亚

执行实体 ：儿童早期全面保育部门间委员会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1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y8Dxf（西班牙语）

活动包括向这两个国家派遣技术小组，多米尼加共和国

取得了以下交流成果：

• 确定在儿童早期全面保育服务中加强家庭和社区基础

模式的方法机制；

• 确定 CIPI 的机构间协调是加强早期儿童政策的一个关

键要素；

• 加强早期儿童政策框架内的协调、后续行动和监督机

制，以及与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互动。

 

为了推广这一举措，以下诸如 CIPI 之类的实体的实现条

件应予考虑：

• 确定早期儿童的情况和需求；

• 确定当前的制度结构。

联系方式 ：

姓名：Luis Roa 先生

职务：三方合作协调员

机构：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APC-Colombia）

电子邮箱：luisroa@apccolombia.gov.co 

姓名：Mauricio Franco De Armas 先生

职务：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协调员

机构：哥伦比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mauricio.franco@cancilleria.gov.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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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乌干达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正努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主要是通过执行旨在为私营部门在所期望的发展和收入来源

多样化方面发挥作用提供支持的发展战略来减少贫穷和饥饿。乌干达开发银行有限公司

（UDBL）是该国唯一一家专门支持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金融机构，以相对较低的

成本提供必要的贷款，为私营部门在不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投资提供资金。它还为项目提

供资金，以及必要的咨询服务，以确保项目得到合理执行。咨询意见是以经济上可行、技

术健全为基础，并对国家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该银行的成功取决于它所资助的项目的成功。因此，乌干达开发银行有必要建立行政、技

术和财政框架，以实现预期目标。

寻求解决方案

通过建立适当的行政、技术和财政框架，乌干达开发银行能够研究和评价提交的需资助的

开发项目。这有助于确定对乌干达经济至关重要的项目，并有助于最有效地分配稀缺的金

融资源。此外，建立适当的财务会计和报告制度可以提高透明度，并有助于确定责任和义务。

此举有望帮助将乌干达开发银行的经验传递给乌干达境内外的其他发展机构。

乌干达开发银行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和资助经济各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工业、

旅游、住房和商业领域。

乌干达开发银行从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等外部融资机构获得大量信贷，并将其用于

资助农业、制造业、旅游业、教育和卫生部门的中长期项目。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

与非洲开发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促进国际发展基金（OFID）、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

（BADEA）和国际贸易组织等其他开发机构一道参与执行 2020-2025 年期间的乌干达开发银

行项目，计划提供大约 2,000 万美元的资助。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还向乌干达财政部

捐款，以支持其开发项目。该基金还支持项目在设计阶段财务和行政方面的适当部署。

通过利用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及其他开发机构提供的贷款，乌干达开发银行预计

将批准 979 个开发项目，累计金额达 3.79 亿美元（37% 用于基础农业和农业加工领域；

24% 用于制造业；8% 用于教育和卫生部门，7% 用于基础设施部门，4% 用于旅游业和酒

店业，20% 用于其他部门）。这些项目分布在中部地区（69%）、东部地区（13%）、西部地

乌干达开发银行有限公司项目

为中小型项目提供财政资源支持 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工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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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2%）和北部地区（6%）。此外，乌干达开发银行

在 2018 年资助的项目为 7.7 万名乌干达人创造了就业

机会，其中 46% 是妇女。必须强调的是，尽管该项目已

于 2017 年完成，但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联合其

他开发机构提供的是循环基金，因此在项目结束后仍未 

中断。

乌干达开发银行通过健全的财务管理确保其可持续性。

该银行为经过仔细研究且在经济上可行的项目提供优惠

贷款。还要求受益人提供必要的担保以偿还贷款。此举

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和资金可用。

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采纳统乌干达开发银行的这种理

念。其他国家也可以建立开发银行，并要求开发机构参

与资助可行的开发项目。

总之，通过利用类似的行政、财政和技术框架，科威特

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向开发银行领域提供了 21 笔优惠贷

款，总额达 4.94 亿美元，而且惠及另外 13 个国家，包括

巴林、波黑、不丹、吉布提、埃及、约旦、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突尼斯和也门。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通过复制这一模式，并在其

连续干预措施中加以改进，从而促进知识共享。这有助

于创造许多就业机会，提供收入，提高受益国公民的生

活水平，帮助他们战胜饥饿和减少贫穷。

联系方式 ：

姓名：Khaled F. Alkhaled 先生

机构：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

电子邮箱：alkhaledk@kuwait-fund.org

项目名称 ：乌干达开发银行有限公司项目 

国家 / 地区 ：科威特、乌干达

提名方 ：乌干达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4.1、8.1、8.2、9.1、9.2、17.1、17.6

支持方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

执行实体 ：乌干达开发银行有限公司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0 至 2017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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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虽然减贫工作在过去几十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无数人还在竭力满足自己的基本需

求。民众缺乏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同样面对着这样的挑战。全球大多数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以务农为生。

为了消除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贫困，必须确保所有人，不论男女，都能获得金融服务，包

括小额贷款。

寻求解决方案

由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支持的、用于改善生计的小额贷款发展项目旨在通过可持续和

无所不包的小额贷款促进小农、低收入家庭以及微小型企业获得资金。肯尼亚乡村企业计

划（K-Rep）开发署和埃塞俄比亚的 Wasasa Microfinance 通过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

改善客户服务，提供技术金融服务和有效培训客户，力求实现普惠金融和向更广泛的人口

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肯尼亚乡村企业计划开发署和 Wasasa Microfinance 这两个不同的机构

都提供小额贷款服务，彼此之间交流人员、知识、技能和经验，以促进该区域的普惠金融

发展。该倡议通过改善低收入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

贫穷），特别是具体目标 1.4。

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提高金融服务在低收入人群中的普惠程度。技术在两国小额贷款方

面的作用有着显著差异，而两家机构已认识到技术作为金融服务工具的重要性。

鉴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对小额贷款采取的做法截然不同，两个机构的所有参与者都接触

到了关于小额贷款的新观点，而这两个机构也学到了组合管理方面的新技能，并获得关于

还款程序的知识。就个人而言，参与交流的人员称，他们的信心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有

所提高，沟通和语言能力也有所增强。

该项目采用的关键方法是在私营机构之间合作的框架内相互交流专业人员。2018-2020 年期

间，20 名员工参与了至少 7 个月的交换学习，其中 10 名来自肯尼亚乡村企业计划开发署，

10 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Wasasa Microfinance。这些雇员均从内部招募。在交换时，他们与

所在部门还有至少三年的合同时间。这两项因素都加大了取得可持续成果的可能性。为了

使该项目产生广泛的长期影响，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将需要参加交流计划，以替代那些因自

然减员而离开机构的人。参加交流的工作人员是从各机构不同部门招募的，以便吸收各种

经验，从而提高机构层面的生产力。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步骤，以加大取得可持续成果的可

用于改善生计的小额贷款发展项目

促进人人获得可持续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以确保发展和消除贫困

© Norec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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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这些步骤包括：指派人员与一名导师共同参与交

流计划，以确保他们在新工作场所更好地整合和传授知

识，对没有参与交流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记录所汲

取的关键经验教训。

Norec 推动三方合作的概念已经较为成熟。它向为该项目

招聘人员的机构提供资金，并为发展提供资金。Norec 计

划举行各种会议，进行中期项目审查，并向参与交流计

划的人员和协调项目人员提供培训。在各个部门内相互

交流技术人员的概念是提高技能、知识和能力的高度通

用模式。

注重互惠性和项目的横向设计是项目的创新面。两家机

构共同确定了交流计划将帮助他们满足的需求。私营机

构希望取得的一些成果，对每家而言都是特定的成果，

而有些则是共同成果。两家合作伙伴都以各自的优势作

出贡献，并相互学习。在发展合作中，项目的设计是以

援助国向受援国转让技术为基础。但是，认可各自知识

的价值，能够赋予项目更大的自主权、参与度和可持续性。

联系方式 ：

姓名：Helge Espe 先生

职务：高级顾问

机构：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电子邮箱：helge.espe@norec.no

姓名：Marit Bakken 女士

职务：项目主任

机构：挪威交流合作署

电子邮箱：marit.bakken@norec.no

项目名称 ：用于改善生计的小额贷款发展项目

国家 / 地区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挪威 

提名方 ：挪威交流合作署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17.9 

支持方 ：Norec

执行实体 ：K-Rep 开发署（肯尼亚）、Wasasa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埃塞俄比亚）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sRT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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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由于专门知识和接触有限，不丹农民缺乏机会创造和开发能够用于家庭消费以外具有其他

商业目的的商品。事实上，尽管自然资源充足，本土艺术、手工艺品和食物丰富，但不丹

农村地区的经济机会甚少，就业率也很低。因此，2014 年，不丹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

楚克国王陛下在泰国外交部代表团出席会议期间提出了根据泰国经验开发当地农产品的问

题。这是不丹农民可以学习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升级产品以满足国内乃至国际市场需求

的倡议之一。

寻求解决方案

为助力不丹解决根本问题——减少贫穷、自力更生、增加农村收入和就业，这些都反映在

《不丹 2020 ：和平、繁荣与幸福愿景》中，泰国通过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提出了两种模

式：双方都同意的以资源为基础的市场促进模式，该模式成为了 " 一乡一商品 "（OGOP） 模

式 I 项目（2016–2019 年） 的基础；另一个是以旅游业吸引力为基础的市场促进模型，后来

发展为基于 “自给自足经济理念（SEP）应用于不丹 OGOP 村庄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即 

OGOP 模式 II 项目（2019—2022 年）。

实施 OGOP 模式 I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改善不丹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其目的是按

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为当地和国

际市场开发本地优质农产品。自项目拟订阶段以来，包括专家、相关政府机构和不丹目标

社区在内的双方利益攸关方参与讨论并分享了宝贵的见解。这些协商和规划进程以需求驱

动和参与途径为核心，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双方商定，项目以类似于泰国的 “一

乡一品”（OTOP）项目、以资源为基础的市场促进模式为构建基础。OTOP 项目于 2001 年启动，

旨在消除贫困，一直是泰国通过在社区层面促进创业而采取的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

措之一。在泰国的最佳实践和经过尝试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在女王项目办公室的领导下，

双方特意研究了该项目，为适应不丹国情所要求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调整。

因此，该项目旨在提供三项输出：优质的 OGOP 产品；完善的 OGOP 产品市场； OGOP 社区

之间以及各种活动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增强合作。这些活动包括研讨会、考察访问、派遣专

家和志愿者、提供设备和材料、OGOP 发布和推广、营销和业务规划，以及监测与评价。此外，

不丹代表还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在泰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 OTOP 城市博览会上获得了实践

经验，在展会上重点展示 OGOP 产品，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参观者。2017 年，OGOP 产品在 

“一乡一商品”（OGOP）开发项目 

赋能农村社区，改善不丹农民生活，以实现《不丹  2020：和平、繁荣与幸福愿景》

© 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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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博览会上的销售额为 170 万努尔特鲁姆（约 29,900 

美元）。此外，OGOP 产品还在全球各主要市场上展出，

包括在印度德里举行的 “不丹周” 期间和在瑞士日内瓦世

界贸易组织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包容性贸易全球论坛期

间展出，这也符合 “不丹随处可见”（Bhutan Everywhere）

政策。

该项目迄今取得的成就，不论质量和数量方面，还是成

果和产出方面均较显著，超过了两国的期望。截至 2019

年 9 月，已开发的 OGOP 产品和创新产品或对于不丹市

场而言的新产品分别达到 148 种（超过目标 48 种）和 65

种（超过目标 30 种）。关于 OGOP 产品营销战略以及指

导方针和标准的出版物已经出版发行。来自 OGOP 产品

出口的收入，其目标定在 200 万努尔特鲁姆，而实际上

达到 1,641 万努尔特鲁姆。事实上，组建并形成生产者和

供应商网络的 OGOP 小组达 72 个，而最初目标则是 60

个，籍此能够自力更生的农民和雇员人数达到 1,132 人，

比目标 1,032 人多出 100 人。OGOP 生产者的现金收入

总额为 3032 万努尔特鲁姆（大约超过目标 32 万努尔特

鲁姆）。此外，女王项目办公室在帕罗国际机场和廷布设

立了两个由女王项目办公室经营的 OGOP 商店，同时一

间位于廷布工艺品集市的新商店目前正在兴建中。除了

这些可核实的指标之外，该项目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

极影响：从开发 OGOP 产品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助

于为不丹农业和食品监管局的现有准则和标准提供借鉴。

还有助于增加对当地原材料（如蜂蜜和荞麦）的需求，

从而增加生产，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

从泰国方面来看，汲取的经验教训是相辅相成的，泰国

也获得了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此外，这些产出、成

果和积极影响突出表明，尽管这种发展合作的时间很短，

但却带来了倍增效应。这些结果最终促成 OGOP 模式 II

项目的实施，这是不丹政府对该项目采取的后续行动，

以便在模式 I 发展基础上再接再厉，扩大惠及更广泛的

不丹农村社区。这是通过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以及在实

现自力更生和可持续社区发展的道路上遵循自给自足经

济理念的指导原则来实现的，这一切都符合不丹的国民

幸福指数（GNH）发展方针。

联系方式 ：

姓名：Charintip Yosthasan 女士

职务：泰国国际合作局第二处处长

机构：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电子邮箱：charintipy@hotmail.com

项目名称 ：泰王国和不丹王国之间的 “一乡一商品” 发展项目（OGOP 模式 I）

国家 / 地区 ：不丹、泰国

提名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8.3、8.5、8.9

支持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不丹女王陛下女王项目办公室

执行实体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6 至 2019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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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自 1999 年独立以来，东帝汶全方位面临发展挑战。该国的优先工作之一是减少贫困人口和

改善东帝汶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农业是东帝汶近 80% 人口的主要生计来源，因此必须改

善东帝汶农民的生计，方可应对这些挑战。

然而，东帝汶农民面临的挑战重重；例如，大多数农民并不拥有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他们

获得可持续和高效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和实践的机会也有限。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仍然

十分普遍。作物种植多样性仍然不够。最后，收获后损失普遍存在，因为新鲜农产品通常

是在未加工的情况下直接销售。

寻求解决方案

2003 年，泰国和东帝汶签署了一项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反映出泰国决心在泰国拥

有专长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帮助东帝汶发展。40 多年来，泰国已故国王普密蓬·阿

杜德陛下确定并提出的自给自足经济理念（SEP）一直是泰国发展的核心。这是泰国一直与

国际社会分享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替代办法之一。

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发起的其中一个项目是 “在赫拉建立自

给自足经济理念示范村和技术转让中心”。该项目在帝力近郊的赫拉地区发起将自给自足经

济理念视为减少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手段的应用。

该项目具有独特的特点：它是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混合体。双边合作于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进行，后来又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扩大到 “泰国德国农业部门充足经济和商业促进

项目” 三边框架下运作。

在双边合作的第一阶段，在赫拉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村。工作的重点是提高东帝

汶农场工作者和农民在以自给自足经济理念为基础的可持续和高效农业生产所需实践中的

能力，例如种植多种作物、当地生产和使用有机肥料、有机动物饲料、水产养殖和增值生

产。这次培训针对东帝汶农民（包括有前途的青年农夫）组织，形式为与泰国专家互动讨 

论，当地人员纷纷参与，以促进主人翁意识。

农业领域的自给自足经济与商业促进

将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伙伴关系 ：南南合作和泰国 - 德国 -
东帝汶三方合作的成功范例

© TICA

零饥饿 优质教育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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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认为，三方合作是南南合作的一种创新形式，能够

帮助有效调动有关各方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从而比单独

行动的各方带来更大的发展效益，因此泰国力图通过三

边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该项目的建设。德国通过德国国

际合作局（GIZ）应邀参加该项目，通过成果管理等工具，

分享其在规划和管理效率方面的专门知识。

举办联合培训班的目的是通过成果管理的概念，促进全

面了解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和项目管理。鼓励参加培训的

农民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具体行动，包括制定和执行社区

计划，升级其选定的主打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值得

注意的是，东帝汶 60% 以上的人口年龄在 30 岁以下。

正如项目小组和协调员的观点所证实，充满活力的新一

代青年人带来了提出创新想法和方案的可能性和机会。

这些好处是双重的。首先，三方合作通过提高农业生产

力和商业企业合作增加了选定农村社区的收入。项目参

与者称，他们的收入增加了约 50%。生产成本下降，因

为他们学会了如何将当地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所需的材

料，如有机农药和化肥 ；收入也相应增加，因为他们了

解了更好的农业管理和销售方法。第二，不仅东帝汶农

民有机会了解德国式项目规划和管理，泰国培训员和专

家也有机会进一步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其他开发合作项目。

此外，这些年轻的东帝汶农民致力于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他们急于分享自己对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和项目管理方法

的全面理解，以及他们从第一手经验中获得的商业开发

中的实际应用。为了确保这种开发合作取得可持续成果，

研讨会和后续跟进活动陆续推出，旨在制定关于自给自

足经济理念和成果管理的标准课程和手册。这些课程和

手册有助于确保 “根据国王陛下的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在

赫拉建立示范村和技术转让中心” 项目的成功经验和教

训，能够在其他地区推广。随着在赫拉地区取得成功，

该项目后来扩展到其他地区，如乌尔梅拉、利胡和梅蒂

纳罗。

这一项目不仅促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而且通过泰国 -

东帝汶和德国在官方和个人层面建立的三边伙伴关系，

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2、4、6 和 17。

联系方式 ：

名称：自给自足经济理念（SEP）和发展单位

机构：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电子邮箱：sepinfo.tica@gmail.com

项目名称 ：农业领域的自给自足经济与商业促进

国家 / 地区 ：德国、泰国、东帝汶

提名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2.1、2.2、2.3、2.4、4.4、6.b、17.6、17.9

支持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德国国际合作局（GIZ）

执行实体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 至 2017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p0n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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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虽然斯里兰卡当地的贫困率持续下降，但斯里兰卡政府认为，有必要继续开展面向大多数

斯里兰卡人居住并且贫困程度高的村庄层面的开发活动。这些活动还应进一步以市场为导

向，制定有效的企业参与方案。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导致返贫。

为此，斯里兰卡政府寻求与该区域各国合作，学习他们的最佳实践。泰国在发展自给自足

经济村庄方面的经验，其核心是依靠社区赋权，适用于斯里兰卡的大环境，作为其在地方

和社区层面实现人民生活具有可恢复性努力的一部分。

寻求解决方案

2016 年初，斯里兰卡高级代表访问了泰国多个展示自给自足经济理念（SEP）在泰国应用的

项目之后，提出的 “斯里兰卡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应用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 解决了

上述挑战。正是佛教哲学（自给自足经济理念的指导基础）所教诲的文化亲和力将这两个

国家紧密相联。

总体目标是通过开发增值的当地产品，改善斯里兰卡三个社区的生活质量，分别是康提区

的德尔托塔帕哈拉加马村、波隆纳鲁瓦区的拉卡沙乌亚纳村和普塔拉姆区的瓦图波拉村，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和目标 8。进行的活动旨在加强社区领导，提升当地产品，开

发市场和建立参与机构网络。为了保持社区的学习活力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并推广泰国的

经验，社区学习中心应时建立。作为传播中心，它们为子孙后代分享、传承和利用当地知识、

经验和智慧。

自给自足经济理念以适度、合理和适应力概念为基础，并以知识和诚信作为做出合理的、

有弹性的决策的基本因素。考虑到这一点，该项目首先开展了一项活动，让一批社区领袖

了解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及其可在斯里兰卡应用的相关知识和技能。2017 年，这个由 23 名斯

里兰卡官员和来自目标社区的选定领袖组成的小组，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 “自给自足经济理

念 S-M-A-R-T 动员小组” 研讨会。预计这些参加了 “自给自足经济理念 S-M-A-R-T” 研讨会的

领袖，将能够充当 “传播者”，在各自社区按照项目工作计划领导开展各项活动。研讨会促

成了独立社区发展计划的制定，这是由与会者自己设计和完成的。以同样的方式，这些计

划将与村庄的同伴分享关于应用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发展可持续社区和创收技能的所获知识，

这些知识被视作新知识，但适用于斯里兰卡。参与者还计划在今后建立自己的社区学习 

中心。

斯里兰卡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应用的
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

利用自给自足经济理念作为替代发展途径

© 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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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承认在不同背景下的开发项目

中采用标准方案可能带来众多挑战。因此，该项目从一

开始就非常依靠参与性和需求驱动的办法，目的是建立

受益人感受到的主人翁感，以确保其长期利益和可持续

发展。

根据进展报告和次年的监督回访，2018 年，人们注意

到，斯里兰卡 Samurdhi 发展司（DSD）带头指导那些建

立在参与者在泰国学习期间获得的想法基础上的社区，

并提供所需的其他技术，给予财政支持。人们还注意到，

DSD 在建立生产小组方面已做出努力。为了适应这些举

措，2019 年在斯里兰卡举办了另一次关于基于自给自足

经济理念的社区发展以及水果和食品加工及缝制技能的

研讨会，来自上述三个社区的村民参加了此次活动。在

2020 年初进行的最近一次监督回访期间，人们注意到，

各种生产小组已经建立，这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从而

提高项目受益人的社会地位。这些小组从事以下工作 ：

在波隆纳鲁瓦进行有机农业、种植和观赏鱼类养殖 ；在

康提生产斯里兰卡传统甜点、从事有机农业和家庭园艺、

畜牧业、服装和杂项生产 ；在中普塔卢姆进行兰花、香

蕉种植和生产香蕉副产品。从事食品和水果的增值生产，

特别是缝制方面获得的技能使他们具备了适当的专门知

识。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该项目使她们能够为家庭赚取

额外收入；在她们参与该项目之前，她们的丈夫是家庭

唯一的收入来源。虽然最初没有如此设想，但该项目对

斯里兰卡农村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妇女赋能影响。能够取

得这些成就，关键的成功因素之一在于每个地方的 DSD

工作人员在帮助人们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一个经验教训是，与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的互补性极

大地促进了当地的行动。

鉴于该项目的潜力，同时为了响应斯里兰卡近期提出的

为在波隆纳鲁瓦地区建立社区学习中心进一步提供培训

和支持的请求，泰国同意将该项目的期限再延长一年半。

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潜力，并在迄今取得的成就

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重点将是加强自给自足经济理念 

S-M-A-R-T 领袖在社区学习中心知识管理方面的能力。此

外，在商业规划和市场推广方面，亦会加强自给自足经

济理念的应用，以帮助降低相关风险。

联系方式 ：

姓名：Orndaporn Pewngern 女士

职务：二等秘书

机构：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电子邮箱：or.pewngern@mfa.mail.go.th

项目名称 ：斯里兰卡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理念应用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

国家 / 地区 ：斯里兰卡、泰国

提名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8.3、8.5、8.9

支持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局

执行实体 ：斯里兰卡妇女、儿童事务和社会保障部 Samurdhi 发展司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 至 2021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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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虽然波黑在战后时期采取了重要的发展措施，但贫困问题仍未解决。农村贫困率高于城市。

但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穷人的状况却好于城市贫民，因为他们有机会耕种生产，足以养

活家庭。长期以来，波黑现有的养老基金一直不具备可持续性，国家欠退休公民的债务不

断增加；65 岁以上的人中有 60％无法领取退休工资或养老金。此外，随着老年人口和营养

不良现象的增加，慢性病患者的数量也在增长，这种情况使该国的医保基金陷入困境。

寻求解决方案

在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的支持下，“利用无土栽培垂直农法改善城市人群、退休人

员、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项目开始实施，第一个阶段有 50 人参加。在五个不同的

城市试点实施之后，第二年项目参与人员扩大到 500 人。该项目旨在支持弱势群体，确保

城市人口能够获得实惠的健康食物，也支持开展学术研究。该项目的选定受益者是退休人 

员、残疾人和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老年人。萨拉热窝大学农学院的学者定期跟踪受益者。萨

拉热窝大学农学院教师担任项目顾问，在他们的监督下，项目为众多家庭建立了垂直水栽

农法系统，在第一个季节，种植了 10 种水果和蔬菜，包括草莓、彩叶生菜、菠菜、罗勒、

番茄和芹菜。

在第一阶段，与垂直农法系统项目顾问一起进行了六个月的原型工作和试验生产。在成功

地从生产中获得结果之后，项目为试点受益者搭建了设施。在第二阶段，萨拉热窝大学制

定并启动了受益者培训、监测和支助计划，培训后向项目用户发放了《生产执行指南》。在

最后阶段，萨拉热窝大学根据项目执行一年后获得的结果和统计数据，制定了发展和传播

该系统的计划。

在第一批应用期间获得的结果有效地传播了该项目，该项目扩大到与萨拉热窝大学农业系

项目组进行交流的其他市镇。

这一系统的优点是，提供新的、垂直的和密集的农业生产系统，特别是在面积较小的区域。

它消除了城市环境中农业发展受区域限制的问题，可用于阳台、房屋周围、小温室和露台

等区域。例如，从 1 平方米的垂直农法系统中获得的产量，与在 10 平方米的空地上获得的

产量相当。通过这一系统，在 1 平方米的面积内可在 2 米×30 厘米的板上栽种约 40 株草莓，

最低产量为 12 公斤，相比之下，如果是在空地上种植同样数量的草莓，需要 10 平方米空地。

通过无土栽培垂直农法实践改善城市人
群、退休人员、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活
质量

通过水耕垂直农法实践，为城市人群、退休人员、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农产品

©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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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垂直农法系统，只需 18 平方米即可满足家庭的粮食

需求。该项目旨在为社会弱势群体创造长期的经济可持

续性。该系统的使用周期至少为十年。该项目的优势如

下所列：

• 提供以更实惠的价格获得农产品的机会 ；

• 支持在家生产新鲜农产品 ；

• 防止使用农药和植物防腐剂 ；

• 有助于农业活动与家务活动相结合 ；

• 适合残疾人或行动不便的人 ；

• 在城市环境和公寓中建造的花园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

创造生物栖息地，并起到天然隔离作用，从而有助于

降低冬季和夏季的供暖和制冷成本。

 

萨拉热窝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者和从业人员的经验可以

被其他利益攸关方推广，他们呼吁消除因城市化和提高

城市生活质量造成的农业生产赤字。根据当地情况和实

施情况，当地主导权将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

联系方式 ：

名称：战略发展部

机构：土耳其合作和协调局

电子邮箱：sgdb@tika.gov.tr

电话：+90 312 939 70 00

项目名称 ：通过无土栽培垂直农法实践改善城市人群、退休人员、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活质量通过水耕垂直农

法实践，向城市人群、退休人员、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农业生产

国家 / 地区 ：波黑

提名方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1.a、8.1、8.9、9.4、11.a、12.2、12.3

支持方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

执行实体 ：波黑斯塔里格拉德市、辛塔尔市、诺维格勒市、新萨拉热窝市、莫斯塔尔市和萨拉热窝大学农学院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至 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s8i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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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非洲经历了快速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为整个大陆数百万人创造了新的

机会。然而，非洲在 15-24 岁的人口超过 2.26 亿，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群体，同时也

有最高的青年失业率（60%）。

缺乏就业机会、教育和技能水平低，加上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有限，导致一

代年轻人与正规就业市场的接触有限。然而，如果适当利用人口结构转型（其特点是工作

适龄人口增加），非洲青年可以成为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资产。

寻求解决方案

青年峰会（YouthConnekt）是 2012 年在卢旺达推出的一个青年赋权计划，目前正在非洲推广。

在 2017 年成为涉及整个非洲大陆的项目之前，青年峰会是卢旺达政府通过青年与信息和通

信技术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发起的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举措，旨在全面应对青年面

临的多项挑战。峰会旨在使青年人与同龄人和楷模人物接触，获得技能发展、资金和创业

机会。

青年峰会采用 “平台途径” 来解决具有挑战性的发展问题，并力邀各类利益攸关方，包括国

家元首、企业领袖、发展伙伴和民间团体，以应对青年人的多种需求，同时也让他们充分

参与解决方案构建过程。更具体地说，联合国开发署和青年和文化部协调整个项目，而地

区当局和国家青年理事会则确定参与的青年创新者。关于创业技能的辅导和能力建设得到

了民间团体机构和公共机构（如企业发展基金会）的支持。竞赛委员会还有公共机构（卢

旺达发展理事会、卢旺达合作机构等）、私营部门（主要是银行）、民间团体（Akilah 研究所）

和发展伙伴（如联合国开发署）的代表。种子资金或金融奖是通过私营部门（卢旺达啤酒

和柠檬厂、基加利银行、蒂戈）、民间团体组织（世界展望组织、技术服务部、DOT 等）提

供和管理的。青年峰会是为共同目标而建立伙伴关系的典型范例。

部分项目成果如下：

• 青年峰会对话旨在为年轻人提供平台，在真相和信任的基础上处理团结与和解的各个层面。

成果 / 影响（自 2013 年起）：卢旺达和国外的逾 100 万青年参加了此次活动。

• 青年峰会环聊使用 Google+ 环聊和其他技术让青少年与榜样接触，并获得资源、技能和

社会经济机会。

成果 / 影响（自 2013 年起）：已就各种主题举办了 20 次青年峰会环聊，共有 1.3 万名青

年参加。

• 青年峰会大会是为卢旺达全国青年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活动，讨论他们的发展和创新，并

展示他们取得的成就。

成果 / 影响（自 2012 年起）：大约 2.4 万名青年参加了大会并分享了他们的想法。

非洲青年峰会 ：非洲青年赋权计划
心系非洲青年，促进社会经济转型

©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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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峰会月和假日计划以青年领导的创新活动为标志，

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提高社区对青年对国家建

设的贡献的认识。

成果 / 影响（自 2012 年起）：400 多万青年参加了青年

峰会月活动。他们为弱势家庭建造了 30 栋房屋，修复

了 789 幢房屋，在全国各地种植了 100 万棵树。

• 青年峰会冠军赛旨在祝贺杰出的年轻成就者，奖励年

轻人在创新企业的前沿以及社会和公民创新取得的杰

出成就。该项目还认可机构为促进青年就业所作的重

大努力。

成果 / 影响（自 2015 年起）：三名冠军和七名年轻成

就者已经得到表彰。

• 青年峰会新兵营和大奖旨在鼓励青少年创新和创业。

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位最佳创新者都接受了业务发展方

面的培训，并有机会向潜在投资者推荐他们的项目。

成果 / 影响（自 2012 年起）：超过 1,200 名青年创新者

通过训练营接受培训，创造了 1 万多个就业机会。

• 作为年度会议，非洲青年峰会让来自非洲大陆的青年

走到一起。它为参与青年发展的所有伙伴提供平台，

以便在政策、方案和伙伴关系方面协同努力，将青年

与非洲大陆的变革联系起来。

成果 / 影响（自 2017 年起）：与卢旺达政府、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非盟、非洲开发银行、韩国国际协力团

和包括联合国机构、私营企业、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

在内的其他伙伴合作举办了三期首脑会议。2019 非洲

青年峰会汇聚了来自 91 个国家的 1 万名与会者，使其

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泛非青年活动。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与 20 多个政府、发展伙伴、民间

社会、学术界和私营企业（Liquid Telecom、韩国国际协

力团、联合国机构、Higher Life 基金会、Steward 银行、 

德国国际合作局、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

关系。例如，2019 年，卢旺达青年部、开发署和联合国

人口基金与韩国国际协力团签署了一项伙伴关系协议，

通过一项四年期计划（2019-2022 年），支持在卢旺达扩

大青年峰会倡议的影响力。

非洲青年峰会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以建立有效的合作

伙伴关系，设计执行机制，协助执行政策和制度，并发

展非洲峰会方案的制度能力，使其能够运作和履行其任

务。通过青年峰会网络，在青年峰会倡议之间建立了合

作伙伴关系，以学习、复制和执行改善青年生活的相关

良好做法和举措。

在卢旺达青年峰会倡议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若干其

他非洲国家和开发计划署国家办事处也表现出了解和在

各自国家推广该倡议模式的强烈兴趣。因此，青年峰会

扩大到卢旺达以外的 17 个非洲国家（喀麦隆、佛得角、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刚果共和国、冈比亚共和国、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多哥、多哥、多哥、多哥、

多哥、多哥、乌干达、赞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而

许多其他国家正处于推出青年峰会国家计划的前期阶段。

联系方式 ：

姓名：Qamer Jatoi 先生

职务：非洲青年峰会项目专家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卢旺达

电子邮箱：Qamer.jatoi@undp.org

项目名称 ：非洲青年峰会 

国家 / 地区 ：喀麦隆、佛得角、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加、卢旺达、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2、1.4、4.3、4.4、4.7、5.1、 5.5、5.6、8.2、8.3、8.4.2、8.5、8.6、9.2、9.3、9.3.1、

9.b、10.1、10.3、13.2、13.3、16.1、16.2、16.7、17.11、17.12、17.17

支持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韩国国际协力团、非洲开发银行、非洲联盟、德国国际合作署 

执行实体 ：卢旺达政府青年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2 至 2022 年

实践网址 ：www.youthconnektafri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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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为了应对贫困、脆弱和治理薄弱的挑战，喀麦隆、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政府一直在推行权力

下放战略，加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权力下放的重点是改进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

的提供，促进地方自主权，以及更有效、更公平地利用资源。根据各自的国家伙伴关系框架，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采用社区驱动的发展方法开展了项目，以促进参与性地方发展进程。通

过更积极、直接地让当地社区参与，这些项目对地方发展的参与性办法支持减贫投资，避

免精英掌控，并促进问责制和社会凝聚力。

虽然各国政府在项目层面提供服务和促进自下而上和透明的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

他们一直在努力如何：(i)使自下而上的财政和行政模式制度化；(ii)加强地方当局的能力建设；

(iii) 促进各级政府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和自主权。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实现其国家权力下放愿景

的持续影响和势头至关重要。成功地将职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和健全的公共财政管理也是挑

战的一部分。

寻求解决方案

由于语言障碍，喀麦隆、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政府获得权力下放的国际最佳实践的机会有限。

由于这些国家有着类似的权力下放背景和挑战，因此他们之间的知识交流被视为一种良好

的办法。这次交流特别及时，因为各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使其自下而上的财政和行政模式在

世界银行供资的项目下制度化（尽管成熟程度不同）。

首先与来自这三个国家的项目小组、世界银行技术专家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如法国开发署

（AFD）和国家效能研究所举行了三次视频会议。这些视频会议涵盖了这些项目的业务战略，

包括深入的技术讨论，讨论公民参与和财政转移以及社区驱动发展方法 / 权力下放的能力

要求。这些主题是根据参与者此前进行的在线调查中的偏好而选择的。通过这三次视频会议，

就有效执行公民参与机制和将优秀实践制度化的备选办法进行了积极交流。

在视频会议之后，喀麦隆和几内亚之间进行了考察互访，使两国能够建立更多的个人关系

纽带，并进行第一手且深入的政策和技术讨论。

在考察访问之后，两国政府和项目小组继续就绩效筹资问题进行技术讨论，以进一步支持

这一工作，并讨论将在项目之外制度化的项目数据库，以及新扩大的对城市社区的支持（因

为上一个项目只关注农村社区）。根据非洲法语国家将社区驱动发展模式制度化的经验，准

加强参与性地方发展和提供服务的 
制度化

加强非洲法语国家的社区驱动发展网络

© 世界银行

减少不平等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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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对目标项目下使用的社区参与工具和机制进行评估，

以进一步加强这一做法。

借鉴彼此的社区驱动发展经验，可以让与会者了解将自

下而上模式制度化的实际经验教训和机会，以及长期权

力下放愿景的战略推进。此外，与会者更有能力进行改革，

以便将土著居民、回国人员、难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融

入社会。特别是，这次交流使喀麦隆能够学习几内亚强

有力地利用公民参与机制的做法；喀麦隆政府现在非常

希望调整这些机制，以改进自己的公民参与进程。此外，

喀麦隆认识到，几内亚采用参与性预算编制和社区制定

的年度投资计划，在促进社区自主权和落实地方发展计

划的问责制方面可以十分奏效。

同样，几内亚已确定了如何改进行动，以加强参与性做

法和制度化，包括扩大公民参与工具。根据喀麦隆社区

发展方案支助项目的经验，几内亚认识到向地方政府提

供基本支助基础设施（如计算机、太阳能工具包和摩托车）

对有效管理社区微型项目的重要性。喀麦隆社区如何集

体制定本地解决办法来应对当地挑战的例子也使几内亚

深受鼓舞。例如，喀麦隆的一个社区通过集中资源解决

了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修建桥梁的问题。因此，在加强社

区自治权和促进公民参与方面，几内亚渴望启动评估和

实施新的方案办法，以促进社区的本地解决办法。

主要经验教训：

• 公民参与工具，如参与性预算编制和参与性监测和评

价，可以非常有效地促进社区自制权和可持续执行地

方发展计划的问责制。

• 地方一级的预算规划应为国家公共投资预算的编制提

供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

• 监测地方预算支出和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是实现更好

的政策决策、更高的成本效益和提高能见度的战略职

能，从而推进权力下放议程。

• 通过让职能部委、国家权力下放服务和相关技术机构

参与到参与性规划进程中，大幅提高了地方发展投资

的质量。这加强了对资源的自主权、问责制和调动。

• 促进当地发展挑战的本土解决办法不仅可以避免预算

限制，而且可以促进公民参与。

• 建设地方技术能力，特别是社区青年的技术能力，对

于维持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和权力下放制度化的工作

至关重要。

 

在这一网络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打算通过为社区驱动发

展从业人员和项目执行小组组织的定期视频会议，继续

分享关于参与性权力下放做法的知识。

若干具体行动已经在进行之中。例如，几内亚小组正在

争取具体预算，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基础设施，并正在

对公民参与工具进行评估。喀麦隆小组组织了一次关于

提高利益攸关方对项目参与方法的认识的讲习班，并正

在探讨如何使地方当局、主要职能部委和技术机构更好

地参与到参与性规划进程中。

联系方式 ：

姓名：Laurent Porte 先生

职务：南南融资机制项目主管

机构：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lporte@worldbank.org

项目名称 ：加强参与性地方发展和提供服务的制度化

国家 / 地区 ：喀麦隆、几内亚、塞内加尔

提名方 ：世界银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10.2、16.7、17.9

支持方 ：世界银行南南融资机制

执行实体 ：喀麦隆、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政府、世界银行、法国开发署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至 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1m0D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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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经过 1975-2002 年间近 30 年的内战，安哥拉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数百万人流离

失所，整个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为了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和重振经济，各行各业对技术工

人有着很高的需求。然而，在长期内战期间，大多数安哥拉人从未生活在和平、稳定的环

境中，也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开展就业。具体而言，陷入动乱和贫困的年轻一代的潜力没

有得到充分开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中国百年职校（BNVS）的优秀实践，职业教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

的途径，使青年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旨在为安哥拉贫困家庭的 17 至 24 岁青年提供公益职业教育和就业机会。通过掌握

职业技能和获得就业技能，他们可以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塑造自己的未来。

百年职校（BNVS）2005 年在北京成立，是中国第一所免学费非营利性中等职业学校。它也

是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希望项目和希望项目职业教育基金资助的目标学校。自成立以来，

百年职校一直在试验全人教育的整体方法和创新的课程开发。重点不仅放在确保立即就业

的技术技能上，而且着眼于终身的、面向发展的软技能，以帮助青年人充分融入社会并作

为公民取得成功。

2014 年，安哥拉百年职校在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百年职校理

事会的赞助下在罗安达成立。中信建设提供财力和物力支持，百年职校提供有效的系统，

将公益管理模式与教育理念相结合。

百年职校与安哥拉政府和公共部门积极合作，促进地方参加和参与。还与当地企业密切合作，

为学生提供以就业为导向的培训，根据市场需求设计的课程，这也有助于确保学生毕业后

立即就业。一开始，学校只开设了电气、机械和建筑工程培训课程。不过，后来增设了酒

店服务课程，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并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他们能够独立并改变自己的命运。

通过与商业界多个渠道的密切合作，建立了教学和管理团队。安哥拉校区 12 名全职工作人

员中，只有 2 名是中国人；他们主要负责学校管理和与总部的沟通。融合当地人才和资源，

确保了百年职校实践的本地化，满足了目标群体的需求，并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发展。

通过公益职业教育进行扶贫

为贫困青年提供优质及相关的职业教育，使他们能够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 百年职校

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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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之外，百年职校还积极与当

地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联系，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取得广

泛的影响。学校与安哥拉第一夫人创办的 Lwini 基金会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了不断提高经验推广质量，百年职校一直在开发 “百

年树”在线信息系统，使用综合数据库覆盖所有学校运营，

并将区块链理念应用于教育管理。每年还组织培训和行

政会议，为团队提供最新知识和支持。

迄今为止，百年职校已在世界各地推广其最佳实践，在

中国的北京、成都、大连、三亚、武汉、银川、郑州、

丽江、梅州和雷山以及非洲的安哥拉设立了分校。安哥

拉的这一实践是百年职校和安哥拉政府、企业和当地社

区共同努力的结果。截至 2020 年 3 月，380 名青年从安

哥拉百年职校毕业，其中 95% 的青年在当地就业。

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际减贫中心（IPRCC）

和其他四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联合主办的 2018 年 “全球减

贫行动” 中，已经运营了 15 年的百年职校被公认为 “全

球减贫最佳实践” 之一。

联系方式 ：

姓名：博文先生

职务：校长 

机构：中国百年职校

电子邮箱：wenbo@bnvs.cn

项目名称 ：通过公益职业教育进行扶贫

国家 / 地区 ：安哥拉、中国 

提名方 ：百年职校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4.3

支持方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公司）

执行实体 ：中国百年职校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www.bnv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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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零饥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过去的十年里保持了相对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2018 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率略高于 7％。然而，农业部门的增长率低于总体经济，远远低于预期的

每年至少 6% 的目标。农业增长率仍然很低，2006-2016 年期间平均增长约 3%，未能实现

坦桑尼亚 2025 发展愿景旨在减贫和改善生计的目标。鉴于目前的情况，政府与其发展伙伴

合作，力求改革农业部门，特别是农作物分部门。尽管政府努力促进作物生产，提高生产力，

但在农民获得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服务、增值和可靠市场方面仍然存在挑战。这导致商品

未能达到农业部门发展方案规定的预期目标。

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 -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地区千户万亩玉米增产示范工程（即 “11 工程”）旨在促进四级政府、

包括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和目标农民之间的有效互动，创造针对具体情况的社区发展解决

方案，提高玉米生产率，农民收入，粮食安全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该解决方案旨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目标 2（零饥饿）和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建立、试行了旨在提高当地农业工作人员绩效的基于绩效的公共管理系统（MPMS），并通

过对推广官员实行基于绩效的激励措施予以支持。

由于开展了各种能力建设活动，例如培训和通过微信进行有效沟通，区域政府和区议会支

持其管辖地区农业发展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学和农村社区之间

的联系也得到加强。

在参与性行动研究和以农民为中心的培训的支持下，确定并在目标村采用适当的低成本 /

低资本投入技术。

总体而言，结果表明，莫罗戈罗项目管理团队、七个参与区议会以及目标受益者有效利用

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的项目资金，取得了近乎百分之百的成功，充分实

现了项目目标。

项目在所有十个计划村庄都有效运作，覆盖了 1,432 名目标农民（占计划的 2,000 名农民

的 72%），耕地 1,432 英亩（580 公顷）（相当于总目标 1,800 英亩 [729 公顷 ]，即 10,000

亩的 80%）。项目利用了创新的基于绩效的公共管理系统，并呼吁加强各主要利益攸关方，

11 工程 ：中国 -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地区
千户万亩玉米增产示范工程

利用中国经验解决低产量、低生产率和低附加值问题

© 中国农业大学 
南南农业合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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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学、政府（中央和地方）、研究机构、农民和地方社

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项目直接促进

了实现坦桑尼亚农业部门发展方案二的目标，即提高优

先商品价值链的生产力，特别是玉米作物的生产力。此

外，该项目的执行工作考虑到当地情况和社会经济背景，

同时强调利用当地现有资源或投入。

通过有效利用现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结构、制度和程序，

确保所有四级政府在有效利用基于绩效的公共管理系统

的基础上勤奋地履行职责，确保了项目干预措施的可持

续性。此外，项目干预措施的可持续性得到加强，方法

是强调利用当地现有资源，注重受益者在其社会文化、

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固有的优先需求、制约因素、机会和

威胁。项目的干预措施与受益者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

的兼容性提高了受益者的热情和自主权，从而提高了干

预措施的可持续性。

由于该项目已在所有十个规划村庄有效运作，覆盖 1,432

名目标农民，因此良好做法可以在坦桑尼亚更广泛地推

广，在坦桑尼亚，项目已建立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由

当地政府领导层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汲取的主要经验

教训可归纳如下，以便进一步推广：

• 如果有以适当规划和定期监测为基础而明确界定的协

调和管理结构，包括富有远见和积极主动的领导（例

如中国农业大学 /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团队和莫罗

戈罗地区和地区领导层），以及一支称职和忠于职守的

管理干部（例如 RAS 和理事会技术团队），就能加强有

效的项目管理。

• 项目活动的有效实施需要健全的协调和协作机制（如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和莫罗戈罗地区行政秘书之间

的谅解备忘录），从区域到下级，包括大学 / 研究机构

和目标农民，有明确的角色和责任，以及融资规则。

• 适当的、兼容的、易于应用的、负担得起的和成本效

益高的，并在利用当地现有资源的同时尽量减少风险

的农业（例如玉米）技术和做法很容易被采用和保持。

事实上，中国以小农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以及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通过展示农业技术的应用

和玉米生产力的实际效益，对贫困农民产生了积极影

响。发展干预措施的可行性要求将活动和模式纳入地

方政府当局的地方政府结构，与中央政府的规划和预

算安排保持一致，并让包括青年在内的真正和赋权的

当地社区农民团体参与。

联系方式 ：

姓名：吉兰兰博士

职务：副院长

机构：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

电子邮箱：lan.cissca@cau.edu.cn

WhatsApp ：+8615010139980

微信：15010139980

项目名称 ：11 工程：中国 -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地区千户万亩玉米增产示范工程

国家 / 地区 ：中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南方智库网络（NeST）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2.3、17.3、17.6

支持方 ：中国国际减贫中心、科学技术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办公室、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执行实体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 至 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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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菲律宾的乳制品行业虽然最近已经建立，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大多数生产者都是小规模

生产者，拥有的牛群中奶牛数为 5 至 10 头，农场面积通常不超过 3 公顷。乳制品的收集、

加工和再分配由合作社进行。该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水、机械化差、生殖效率低、

饲料产量低，以及缺乏有助于跟踪奶牛场生产变化情况的记录。因此，总产量只能支持国

内消费的 1.8%，使得其余部分必须进口。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旨在解决菲律宾乳制品行业面临的各种挑战，根据阿根廷取得的经验和技术知识，

并根据当地情况以及菲律宾生产者的需求和利益，采用参与性方法，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其最终目标是消除饥饿和实现菲律宾民众的粮食安全，同时在当地奶农中推广可持续做法，

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该项目还在实现 SDG 8 方面取得进展，因为它促进了菲

律宾民众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为乳制品行业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以应对挑战和增加

产量。

阿根廷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国家乳业局与菲律宾国家乳品管理局合作设计了该项目，

运用了菲律宾文化中的 Bayanihan 概念（指社区团结、工作和合作以实现一个特定目标的精

神）。Bayanihan 精神反映了菲律宾人互相帮助、不期待任何回报的价值观，尤其是在逆境

时期。事实证明，这种社会文化特征是一个宝贵的特点，可以在阿根廷以及农业和畜牧业

协作精神通常很弱的地区的未来项目中推广。

该项目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以促成管理做法以及知识和技术转移方面发生变化。这种方

法通过农村改革计划在阿根廷得到广泛应用，是一项成功的公共政策，通过推广机构的建

议和技术支持，使生产者和合作社都能提高生产指标和管理能力，并从观念联合中实现规

模效应和竞争力。

在国家乳品管理局一名接受过小组工作方法培训的代理人协调下，成立了小组，每个小组

约由 10 名生产者组成。分组工作有助于开展推广任务，对知识传播非常重要，从而更高效

地利用技术人员的时间和可用资源。

当地奶农和加工合作社的成员以及国家乳品管理局 (NDA) 代理人参加了关于牲畜喂养、

生殖管理和牛奶质量以及数据收集和上传到在线数据库的培训活动。总共组建并加强了七

应对菲律宾乳制品行业面临的挑战

阿根廷与菲律宾之间交流知识，以改善菲律宾当地乳制品生产

© F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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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乳制品生产者小组，他们来自菲律宾四个省份，还对 

26 名 NDA 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以改变适用于乳制品

行业的技术的管理和转移做法。

这一举措的主要预期成果之一是创建了在线数据库，

将提供关于合作社和生产者生产发展情况的客观且可查

阅的信息。这使得可以评估、监测和设计该行业特定的

项目和公共政策。因此，这是菲律宾乳制品行业缺乏可

靠信息这一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

培训 NDA 技术人员对项目的可持续性尤为重要，因为有

了区域分布的技术团队，就可以根据该合作倡议框架中

安置的能力，保证在项目完成后推广活动的连续性。

此外，所使用的小组工作方法还可用于农业和农业食品

部门的一系列主题和生产，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不

同国家的推广。为便于实施，唯一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

具有区域性存在的地方机构开展推广工作。

联系方式 ：

名称：国际合作总局 

机构：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

电子邮箱：dgcin@mrecic.gov.ar

项目名称 ：应对菲律宾乳制品行业面临的挑战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菲律宾

提名方 ：阿根廷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3、2.4、8.3、17.9

支持方 ：阿根廷国际合作基金 (FO.AR)

执行实体 ：

阿根廷 ：国际合作总局（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国家乳业局（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

菲律宾 ：国家乳品管理局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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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南美飞蝗防治策略 

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共同努力控制蝗灾爆发并制定区域蝗虫防治计划 

© FO.AR

挑战

在南美洲，飞蝗分布在约 400 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面积上，包括阿根廷北部、多民族玻利维

亚国、巴西南部、乌拉圭、巴拉圭、智利北部，这也是有记录入侵率最高的地区。2017 年，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圣克鲁斯德拉谢拉省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宣布因此次蝗灾侵入而出现

植物检疫紧急事件，被迫对超过 1,000 公顷的玉米、高粱、大豆、豆科植物和棉花进行熏蒸。

这些昆虫具有很强的分散能力（多达 150 公里 / 天）和贪食性，对该地区的所有农业活动

构成巨大威胁，使粮食安全处于严重危险的境地。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阿根廷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之间的知识交流和联合工作，建立监

测和灾情控制方法，以应对飞蝗给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人民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从而促进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出现植物检疫紧急事件的情况下，来自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 (INTA) 和

国家农业食品卫生和质量服务局 (SENASA) 的阿根廷专家提供了技术援助，并与多民族玻利

维亚国合作防治蝗虫，根据受影响地区的具体特点调整应急计划，以便更有效和及时地控

制蝗灾。共有 50 名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技术人员接受了现代灾情监测方法方面的培训，这有

助于形成系统化和统一的监测，以及关于人口动态和蝗虫取食的研究。在该项目的框架内，

还开发了一些研究项目，使人们能够了解有关虫害生物周期的知识。

这些交流的目的是使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能够采取技术和行政措施，以制定有效的干预战略

来抗击蝗灾。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了《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蝗虫防治计划》。

实施该项目取得的直接成果是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巴拉圭共同签署了《蝗虫管理

区域工作计划》，以便以可持续的协作方式应对蝗灾。该计划将帮助协调和实施各国之间为

防治蝗灾而采取的联合植物检疫行动，以促进该地区农业生产和原生林的可持续性。

此外，由于该项目成功实施，这三个国家已同意开发两个具有区域影响的项目：一个项目

是建立相互连接的计算机系统，以便在区域一级改善植物检疫数字信息的可获性；另一个

项目是在这三个国家的技术办事处之间建立必要的机制，以便在区域一级遏制南美蝗灾，

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对农业活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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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倡议都将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以避免灾情蔓延，

保护环境，为出口提供植物检疫保障，并提高规章制度

的透明性。拥有关于一国主要作物和自然生态系统以及

影响它们的灾害的可获取信息，是建立植物检疫联合监

测机制的基础，将帮助减少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从而保护构成生产链核心组成部分的就业、工业和服务

行业。

项目名称 ：南美飞蝗防治策略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拉圭

提名方 ：阿根廷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3、2.4、17.9

支持方 ：阿根廷国际合作基金 (FO.AR)

执行实体 ：

阿根廷 ：国际合作总局（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国家农业食品卫生和质量服务局 (SENASA) 和国家农业

技术研究所 (INTA)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公共投资和对外部融资副部（发展规划部）、国家农业卫生和食品安全服务局 (SENASAG)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9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联系方式 ：

名称：国际合作总局

机构：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

电子邮箱：dgcin@mrecic.go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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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三分之一的农业用地已严重退化。在从事雨养

农业的小农户中，粮食不安全问题已经很严重，预计还会随着降雨量变得更不稳定而更严重。

事实证明，保护性农业在恢复土壤健康、改善降雨量的获取和使用、提高作物产量和农场

盈利能力以及促进气候复原能力方面是有效的。在东非，民间社会组织、政府以及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等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保护性农业，并且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推

广工作以增加农户采用，还有机会与多个参与方协调工作，在国家一级实现政策变革。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由加拿大粮食银行执行，获得了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财政支持，目的是在东非男女

小农中扩大保护性农业。传统的自给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投入品利用率低，受土壤恶化的

影响大，气候条件日趋变化。保护性农业侧重于通过对环境负责的农业生产，提高土壤肥

力，改善水分保持以及减少土壤侵蚀和耕作。因此，该项目改善了小农户的粮食安全和生计，

同时鼓励可持续性，加强赋予妇女权能，减少财政障碍。该项目范围内的活动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SDG) 2，特别是具体目标 2.4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该目标侧重于可持续的

粮食生产系统，以及可提高生产力和产量的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农作方法。该项目的三方合

作方法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7（实现目标的伙伴关系），因为它通过更具包容性

和更有活力的伙伴关系加强了实施手段。

该项目包括与非洲保护性耕作网建立伙伴关系，该网络是一个区域实体，在三个受援国（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开展工作，通过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官员的

参与，为保护性农业创造有益的政策和计划环境。该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提供了

该地区文化相关政策参与方面的专门知识。它不仅成功地与各国政府在保护性农业方面进

行了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突显出了农户的关切和见解，进一步提升了政策变革的必要

性。该网络的领导和管理在实现项目政策目标重大进展方面取得了丰硕和意想不到的成果。

在埃塞俄比亚，这包括许多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的广泛关系，使得尽管出现政府改组和工作

人员更替的情况，但政策对话仍能取得进展。埃塞俄比亚在实地一级取得的成功让加拿大

粮食银行得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以扩大该国不同地区的保护性农业；这些成功足以令

人信服地说明，埃塞俄比亚政府目前正在寻求其他捐助者进一步扩大规模。

扩大东非保护性农业

利用三方合作方法的五年期计划，使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的小农户能够从事保护性农业

© 加拿大粮食银行

45



在该项目的过程中，首先制定了保护性农业课程，然后

由伙伴组织用来培训农民、政府推广人员和其他当地非

政府组织 (NGO) 工作人员。合作伙伴通过讲习班、“农民

田间日” 和农民之间相互交流的方式，持续为农民提供

支持。还设立了储蓄小组，以便推动当地储蓄和获得信贷。

通过与国际农场广播电台合作，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制作和广播了用以推广保护性农业原则的

电台内容。

结果取得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创新的可持续成

果。三方合作为加拿大粮食银行和非洲保护性耕作网在这

三个国家开展合作带来了互利互惠。加拿大粮食银行在非

洲保护性耕作网的协助下，获得了以可信、知情和知名组

织的身份进入该地区和行业的机会。该网络反过来又通过

与这个加拿大组织合作，提高了其形象。采用更有利于保

护性农业的政策是两个组织共同的目标，也通过这种合作

得到了加强。此外，还在每个国家建立了知识分享平台，

将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学术界和私营部门

聚集在一起，以促进合作和加强行业能力。

截至 2019 年 3 月，42,495 位农民（其中 21,450 为女

性）实行了三分之二的保护性农业原则，近一半保护性

农业的农户拥有够 12 个月的充足食物。除了通过保护

性农业节省的时间外，农民还报告指出他们从作物产量

中获得了 999 加元的净利润，略有超过一半的参与者表

示他们的家庭能够承受家庭所需的开支。参与该计划通

过增加妇女获得家庭资金的机会，增强了妇女的权能。

该项目还导致设立了 1,091 个储蓄和信贷小组，其中有 

24,329 名成员（18,677 名为女性），并在许多地区开展

了促进保护性农业的电台宣传运动。

将保护性农业纳入埃塞俄比亚所有农业推广人员的培训

课程，承诺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这样做，以及设立

专门负责肯尼亚保护性农业工作的多利益相关方中心，

体现了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在其他资助者的支持下，

从该项目取得的成果已在埃塞俄比亚其他地区推广。

非洲保护性耕作网将利用从该项目汲取的经验教训，在

其他国家开展研究和政策对话。加拿大粮食银行将对该

项目进行详细评估，以便将汲取的经验教训纳入政策对

话，并为其他国家的工作提供信息。

联系方式 ：

姓名：Theresa Rempel Mulaire 女士

职务：保护性农业项目经理

机构：加拿大粮食银行

电子邮箱：trempelmulaire@foodgrainsbank.ca

项目名称 ：扩大东非保护性农业

国家 / 地区 ：加拿大、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共和国

提名方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4、17.16、17.17

支持方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执行实体 ：加拿大粮食银行、非洲保护性耕作网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5-2020 年

优良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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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人口持续增长、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几十年来，全球对农业发展和

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一直不断降低。实际上，粮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预计

今后几十年将会加剧；而强大的多维性使得它与贫穷和饥饿、健康、经济发展、能源、水、

气候变化、荒漠化、贸易和技术转移息息有关。

确保粮食安全——人们获得所需粮食的基本权利，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该挑

战对低收入、缺粮国家来说最为严重。

在当前的可持续发展时代，面对全球挑战，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综合的方法，即一个承认相

互联系性，避免采取不同途径，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方法。

在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一直与政策不健全、机构薄弱和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有关。

应对确保非洲粮食安全这个挑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知识积累和信息共享来开发人力

资源。

寻求解决方案

埃及发展伙伴关系署 (EAPD) 自成立以来，与其国家、地区和国际伙伴一道，一直致力于发

挥埃及的诸多相对优势，让非洲大陆的巨大潜力服务于所有人。

支持 EAPD 伙伴国家的发展愿望一直是埃及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埃及目睹的成功合作

证明，全球南方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互相帮助，通过分享各自的宝贵知识和资源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SDG)。

因此，EAPD 始终关注当地的环境和文化，选择保持灵活和适应，具备学习心态，因为不同

的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干预措施。

自成立以来，EAPD 与埃及国际农业中心、国家水资源研究中心和动物卫生健康研究所等许

多国家机构合作制定了综合方案，通过组织能力建设方案支持非洲人民的努力。这些方案

涵盖关于灌溉系统开发、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力、渔业资源管理、动物健康和收获后管理。

关于灌溉系统开发、水资源管理、农业
生产力、渔业资源管理、动物健康和收
获后管理的能力建设方案

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具有全球视角的区域解决方案

© EAPD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水下生物无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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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APD 还与若干区域和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计划，

这为向非洲国家提供符合最新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的专门

技术和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埃及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一道，在农业、

渔业资源管理、动物健康、收获后管理和灌溉技术方面

每年实施 12 项能力建设方案，面向 21 个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贝宁、布隆迪、喀麦隆、科摩罗、刚果民主共

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卢旺达、

南苏丹、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

赞比亚）。

根据 “埃及 - 日本促进非洲南南合作三方技术合作方案”

的协议，与 JICA 合作实施 “第三国培训计划” (TCTP)。

在若干领域与 JICA 合作实施能力建设方案，包括灌溉

系统开发、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力、渔业资源管理、

动物健康和收获后管理，通过实践培训和知识帮助建立

当地农民的能力。它们为非洲学员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平

台，让他们能够从培训课程中受益，并就课程内容在本

国的应用交流意见和做法。

自 2014 年以来，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完整培训课

程。培训以小组的形式在埃及进行，同时提供上述领域

的实践练习。

课程有近三分之一（即一个月）在课堂上用于理论讲座、

小组讨论和模块研讨会。每个模块都是从概念性讲座开

始，讨论该领域的特定主题。课程的其余部分提供两个

月的实践培训，学员可以参观实验室进行演示，还可参

加实地考察和考察访问。

学员通过管理分配给他们的池塘来获得实践经验，进行

雌雄比例、种群强度和不同营养物质浓度的实验。

为确保该举措的可持续性，在该国选定的学员应担任某

个职位，使他们能够传播知识，例如相关机构的推广官

员或教员。某些情况下，毕业生参与挑选新的候选人，

因为这可以帮助加强前任学员和新学员之间的关系，

使后者成为本国的领导者。

在农业领域，尤其是在收获后作物和水产养殖方面，

还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实施了类似的项目。

EAPD 欢迎与国际伙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新的三方合作

活动，这些伙伴希望实现更大的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并努力确保国际社会支持实施我们的区域可

持续发展承诺和计划，如非盟《2063 年议程》。

联系方式 ：

姓名：Mahmoud Elmaghraby 大使

职务：秘书长

机构：埃及发展伙伴关系署 (EAPD)

电子邮箱：marwa.mahmoud@mfa.gov.eg

项目名称 ：关于灌溉系统开发、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力、渔业资源管理、动物健康和收获后管理的能力建设

方案

国家 / 地区：贝宁、布隆迪、喀麦隆、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

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卢旺达、南苏丹、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

提名方 ：埃及驻非洲大使馆（与有关国家外交部和其他主管国家机构合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2、2.1、2.2、2.3、2.4、14.2、14.7、17.6、17.7

执行实体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埃及国家卓越中心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aQsP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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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印度洪泛区和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洪水：35% 的土地被浸没，25% 的可耕地

被洪水淹没大约 7 至 8 个月。洪灾威胁社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农民及其家庭在贫穷、贫困

和社会差距中苦苦挣扎，农业社区被迫迁移，年轻的农民被迫失业，而且农业的商业机会有限。

据报道，2019 年，印度阿萨姆邦的洪水造成数千人死亡，原因是多处山体滑坡、破坏和道

路堵塞，21 个地区多达 580 万人受灾，其中 78% 是农村地区的边缘社区。同年，洪水影响

了 2,100 个村庄，摧毁了面积多达 212,123 公顷的未收割农作物。洪灾后有近 100 万人的生

计受到威胁，1,700 多个村庄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自 2017 年以来，孟加拉国 Satkhira 地区 87% 的土地因盐分侵入而被遗弃，94% 的 20-45 岁

男性农民迁往中东地区做劳工。由于缺乏适应性农业替代选择、抗灾技术和实时应急计划，

影响成倍增加。根据 2018 年官方统计数据，沿海低洼地区有近 22 万公顷农田因盐分入侵

而无法生产。

寻求解决方案

南亚环境论坛 (SAFE)1 在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的支持下，实施了 “印度和孟加拉国加强气候

适应性农业和备灾能力的水耕技术” 项目，目的是解决印度和孟加拉国遭受水灾的社区的

粮食安全和气候防备问题。直接的受益者是本土的也是常常被边缘化的农民和渔民，他们

有 9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并被排除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该项目培训弱势群体建立漂浮

农场和水产养殖业，作为抗洪做法和商业机会。漂浮农场还为因洪水或 COVID-19 新冠肺炎

疫情而流离失所的移民提供其他生计，增强了封锁期间的粮食安全。

该举措有助于实现至少八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它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和适应气候的粮食生

产系统（SDG2，具体目标 2.3 和 2.4）、平等获得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权利（SDG 1，具体

目标 1.4 和 1.5）、妇女参与（SDG 5，具体目标 5.5），以及水和卫生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能

力建设（SDG 6，具体目标 6.5、6.6 和 6.a）。它维持了最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减少了结

果不平等的现象（SDG 10，具体目标 10.1、10.2、10.3）。它还加强人类住区的抗灾力 (SDG 11)，

确保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SDG 12)，并加强对气候相关危害的抗灾力（SDG 13，具体目标 13.1）。

1 SAFE 是一个区域性民间社会组织，处理社区与生态系统的衔接工作，通过在南亚开展关于气候的

社区干预活动，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印度和孟加拉国加强气候适应性农业和
备灾能力的水耕技术

通过在洪泛区种植农作物，为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农民提供具有气候复原力的生
计机会

© EAPD

无贫穷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减少不平等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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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采用针对性的方法来确定最易受洪水影响的直接

受益者，例如需求评估和生计脆弱性的社会计量调查，

以及利用地理空间工具和技术进行的资源测绘和灾害分

区。受益者接受了印度和孟加拉国农业和渔业专家的培

训，以培养他们在水耕栽培和水产养殖方面的能力。培

训材料是通过南南交流传统漂浮种植方法编写的，并由

涉及所有受益者的参与性规划阶段提供信息。结果，在

受过培训的浮耕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建立了漂浮农场并

由社区开创。鼓励农民创建新的农业商机，并向他们提

供集体作物周期规划、家畜水产养殖和孵化场管理方面

的支持，以及关于信贷联系、融资机制和保险范围的信息。

确定并培训了高级培训师，以使漂浮种植技术在社区成

为主流，并支持水产养殖场的维护和扩大。

该项目在 15 个月时间里取得了以下成果：

• 在 18 个不同地点放置了 785 个水培托盘，覆盖近 

8.75 公顷的漂浮农场和 72 公顷的养鱼场；

• 620 个项目受益者在整个项目期间成功种植了 37 公吨

园艺作物、幼苗和切花，养殖了 128 公吨食用鱼；

• 成立了 68 个有 7 至 10 名成员的联合责任小组，其中 

25 个现已作为注册合作社与信贷挂钩；

• 举办了 60 次能力建设讲习班，为 1,500 位农民提供了

适应性抗灾农业方面的培训，并培训了 120 名高级培

训师。

 

最重要的是，洪水耕作使受益者得以维持生计 ：每个漂

浮农场每三个月生产约 130-170 公斤蔬菜和 150-200 公斤

鱼，总价值 500 欧元。在家庭层面，漂浮种植保证了粮

食供应，并使农民的收入有 65% 到 70% 的提高。

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基于一项商业计划，该计划可确保集

体融资、进入市场，以及对支持维持和扩大漂浮种植

和水产养殖企业的本地 “高级培训师” 的培训。另外，

漂浮农场配备了太阳能微灌系统，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这项干预活动在亚洲海岸、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以

及洪水已成为严重问题的洪泛区具有巨大的扩大潜力。

水资源丰富（如淹没或积水地区）或水危机地区、不了

解水资源管理的社区和农业边缘社区在对这一问题敏感

后，可以采用这项技术实现可持续增长。这属于一种封

闭系统式农作方法，因此它也是碳中和有机耕作的理想

选择，这也是促进《2030 年议程》目标的一个适应性方法。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地方政府一直提供支持，日本社会

发展基金表示有兴趣将其扩大到南亚其他地区。在 GIZ 

的支持下，这种成功的方法已从印度传授到孟加拉国，

并可在其他国家复制，包括作为 COVID-19 应急措施，

为受封锁影响的洪灾社区提供粮食保障。

联系方式 ：

姓名：Dipayan Dey 博士

职务：项目负责人

机构：南非环境论坛 (SAFE)

电子邮箱：chair@safeinch.org

Skype ：dey9903181171

WhatsApp ：+91 990 318 1171

项目名称 ：印度和孟加拉国加强气候适应性农业和备灾能力的水耕技术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德国、印度

提名方 ：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1.5、2.1、2.3、2.4、5.5、6.5、6.6、6.A、10.1、10.3、11.B、12.2、13.1

支持方 ：GIZ

执行实体 ：南非环境论坛 (SAFE)

项目状态 ：试点阶段已完成；扩大阶段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1 年

实践网址 ：www.safein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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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非洲饥饿人口的比例仍然高达 16%，而且仍有数百万小学适龄儿童饿着肚子上课。根据埃

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夫人办公室进行的一项调查，2015 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的 220 所公立小学，有超过 30,000 名学生没有足够的食物。长期饥饿给贫困学

生带来了教育、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许多问题。贫困家庭无法为孩子提供一日三餐，因此一

些学生被迫辍学去工作或上街乞讨。那些留在学校读书的人由于饥饿也无法集中精力上课，

并且常常昏倒。需要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零饥饿）。

寻求解决方案

微笑儿童学校供餐计划旨在通过在学校提供免费餐食（主要针对 SDG 2（零饥饿））来支持

缺乏足够食物的贫困学龄学生。除了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提高儿童教育参与度和减轻家庭

负担等进一步目标外，该倡议还力求处理 SDG 1（无贫穷）、SDG 3（良好健康与福利）和 

SDG 4（优质教育）方面的问题。

该倡议的成功实施有赖于中国和埃塞俄比亚 /苏丹双方的经验和智慧。除筹集项目资金以外，

中国扶贫基金会 (CFPA) 还分享了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农村开展的营养餐计划中获得的宝贵经

验。例如，在地方一级，埃塞俄比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NGO) 对现状和需求进行了可靠反映，

从而把目标对准最需要的人群并最大程度扩大影响。另外，CFPA 还将本地化的 “母亲团体

模式” 纳入计划管理并把它系统化。结果，共同合作产生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不同的参与者严格履行自已的职责和义务，确保该计划有序运作。例如，在埃塞俄比亚，

该计划的中国团队就全面负责计划的设计、实施、日常管理、监测和意见反馈。埃塞俄比

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协助该团队执行和监测该计划，并协调当地机构和合作

伙伴开展工作。埃塞俄比亚合作伙伴 Yeenatweg 慈善组织负责该计划的全面管理。受益学

校按照标准挑选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相应的设备，监督并检查餐食质量，然后及时地反

馈报告。每个 “母亲团体” 都采购食材，根据菜单和餐食标准准备优质餐食。

选择受益学生的标准因执行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 CFPA 是执行方，则执行全校覆盖原

则，即所有来自候选受益学校（公立 / 政府资助的学校）的学生，如符合以下要求，将受

益于该计划：

• 这些学校位于人口稠密的贫困地区。

• 根据地方卫生当局的资料，学生营养不良率达到 30% 以上。

• 学校位于交通便利的地区，对食物运输来说相对方便。

• 将优先考虑女生比例较高的学校。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学校的微笑儿童学校
供餐计划
执行以零饥饿为目标的国际合作学校供餐计划

© IPRCC

无贫穷
良好健康与福祉

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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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微笑儿童学校供餐计划

国家 / 地区 ：中国、埃塞俄比亚、苏丹

提名方 ：中国扶贫基金会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2.1、2.2、3.4、4.1

支持方 ：阿里巴巴慈善机构

执行实体 ：中国扶贫基金会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5-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QjBASP

当 Yeenatweg 慈善组织是执行方时，符合以下要求的受

益学生将受益于该计划：

• 是孤儿；

• 有残疾；

• 来自单亲家庭；

• 患有艾滋病或来自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

• 父母有残疾或身患重病；

• 来自居住在偏远山区村庄的移民家庭；

• 来自存在其他问题的家庭。

 

作为一种创新办法，采用了母亲团体模式，目的是确保餐

食价格合理、健康、安全，并为一些妇女提供就业岗位。

Yeenatweg 慈善组织招募每个目标学校学生的父母加入母

亲团体，制定该团体的规章制度，组织并培训他们，并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厨房用具。反过来，通过 Yeenatweg 慈善

组织提供的每月食物资金，母亲团体能够从市场上购买食

材，然后在学校厨房做饭。学校和合作伙伴对其支出进行

监督，以确保以合理的价格供应优质食物。母亲团体模式

的采用使得失业的妇女能够获得就业机会，为她们提供了

适当的生活津贴。此外，为学生烹饪和分发餐食可以激发

母亲对该计划的热情，从而确保食物质量和安全。

自 2015 年以来，该计划已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成功实施。

截至 2019 年底，受益贫困儿童人年数共计 38,164（受

益学生人数乘以受益年数）（埃塞俄比亚为 23,621，苏丹

为 14,543）。学校供餐提高了入学率和学校业绩，改善了

学生的营养状况和免疫力，保证了学生的安全。一项中

线调查显示，在所有学年，受益学生比没有获得学校供

餐的学生体重平均超过 6.125 公斤（女生）和 5.9 公斤（男

生）。2018 年受益学生的辍学率与实施该计划前的辍学

率相比下降了 76%。此外，该计划还为妇女提供了就业

机会 ；每所学校在母亲团体中提供了 30 至 50 个工作岗

位，使一些贫困妇女能够谋生。

亚的斯亚贝巴教育局考虑到其有效性，决定采用这一模

式，将学校供餐范围扩大到亚的斯亚贝巴的所有公立学

校。CFPA 还将该计划扩大到埃塞俄比亚其他地区的更多

学校，包括索马里州难民营和阿姆哈拉州。地方政府的

参与，加上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持续支持，

保证了该计划的强大可持续性。

如果国际合作和本地化相结合，该计划的可复制性可能

会很高。在学校供餐计划启动之前，中国调查小组访问

了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许多政府机构、慈善组织和学

校，以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在实施阶段，中国团队还与

不同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以保证计划的

质量和有效性。迄今为止，微笑儿童学校供餐计划已在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实施，不久也将在尼泊尔和缅甸启动，

CFPA 自 2015 年以来已在这两个国家正式注册为国际非

政府组织，并与当地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通过有针对性

的方案设计和强有力的地方伙伴关系，该倡议肯定可以

扩大到更多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联系方式 ：

姓名：Peng Wu 先生

职务：国际发展部主任

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

电子邮箱：idd@fupi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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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农业部门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经济部门，主要由小农场组成。近年来，人口增长以及土地
和水资源的枯竭使农场的状况恶化，造成贫困并引发向城市迁移。为了找到解决办法来改
善小农户的生计并产生收入，应当顾及农业的所有方面，包括土壤质量和灌溉系统、更好
的作物和植物材料、农业技术、农业推广、收获后和营销。在小农户的生产篮中加入园艺
作物，包括水果和蔬菜，可以大大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避免单一耕作所涉及的风险。

寻求解决方案
小农户园艺项目 (SHP) 是以色列、美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一个联合技术合作计划。执行
伙伴是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 (MASHAV)、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和埃塞俄比亚农业部 

(MoANR)。该计划主要在 Mecha、Meskan、Boloso Sore、Raya Alamata 和 Kersa 这五个区县（埃
塞俄比亚的行政区）实施，为该国的鳄梨种植者提供技术援助。

该项目旨在确定鳄梨新的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并进入这些市场，同时为改进埃塞俄比亚园
艺作物的植物检疫条例提供技术支持。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鳄梨产业的竞争性可持续
发展，加强园艺生产的商业化，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该项目旨在通过分享以色列在
高价值园艺生产方面的专长、设立组织实验室和园艺苗圃、扩大改良植物材料生产和供应
规模、培养推广人员和小农户的能力，以及提高生产和营销技能，进入新的市场，从而增
加小农户的收入。

该倡议涉及生产的所有环节，包括：引进新的高质量鳄梨品种；高质量的培训和咨询；
针对苗圃和组织培养实验室管理和推广服务的能力建设；以及设立组织培养实验室、新苗
圃和用于宣传鳄梨树的示范区。埃塞俄比亚政府提供行政协调和苗圃设备；USAID 以合作
伙伴的身份为该项目提供指导，包括预算分配、监测和评价；MASHAV 则从该项目确立直
到 2020 年 4 月，提供知识、预算、培训（在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亚）以及的长期专门知识。

该项目由一个指导委员会提供指导，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项目快结束时每年一次）。
委员会由埃塞俄比亚农业部国务部长、USAID 代表以及以色列大使馆的 MASHAV 代表担任主席。

该项目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根据指导委员会的决定进行了调整。

该项目的基础是展示创新的农业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转移，以及

采用培训培训师的办法。活动包括：

• 为国内和出口市场引进新的优质以色列鳄梨品种（供应以色列鳄梨接枝、苗圃嫁接苗）；

• 在埃塞俄比亚以及前往以色列的工作访问期间，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和咨询；

• 苗圃和组织培养实验室管理和推广方面的能力建设；

• 建立组织培养实验室；

• 设立新苗圃和示范区以传播鳄梨树；

• 制定关于当地条件的专业教材。

 

埃塞俄比亚小农户园艺项目
通过鳄梨行业的竞争性可持续发展，改善小农户的生计

© MASHAV

无贫穷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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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埃塞俄比亚小农户园艺项目 

国家 / 地区 ：埃塞俄比亚、以色列

提名方 ：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 (MASHAV)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2、1.4、1.B、2.1、2.3、2.4、2.A、2.C、8.2、8.3、8.5

支持方 ：MASHAV 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执行实体 ：由 MASHAV 和 USAID 提供财政支助，埃塞俄比亚农业部作为东道国提供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等实物

支持。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05-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hpmashavethiopia.com

该项目还努力确保适当的种植材料生产和供应，特别是嫁
接哈斯鳄梨品种。为克服该国哈斯种植材料短缺的问题，
该项目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从以色列进口了超过 28 万
根幼枝，在四个地区的苗圃进行了移植。自 2016 年起，
该项目还从本地渠道向苗圃中心提供了数十万根幼枝。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种植者总共交付了超过 60 万
株鳄梨嫁接苗。大多数幼苗由参与该项目的苗圃提供。

在该项目的最后阶段，项目在上述地区经营着六个鳄梨
苗圃。在这些苗圃的周边地区，埃塞俄比亚农民在从项
目苗圃购买的商业鳄梨种植园种上了鳄梨。

该项目还在四个地区建立了试验性太阳能滴灌系统。

2,500 多个小农户接受了改进果园管理做法的培训，特别
是在堆肥准备和应用、树木修剪和高接换种、虫害和杂
草管理以及覆盖栽培等方面。农民还接受了水果收获后
处理方面的培训。

自 2016 年 5 月以来，共有 413 名专家、开发人员和嫁接
技术人员接受了培训。具体而言，提供了商业农业项目
发展以及收获后处理技术方面的培训。

以五个区县为重点，5,000 位农名参加了能力建设活动，
共有 6,308 人直接从项目中受益。

为满足对鳄梨水果出口的《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要求，
对苗圃和推广活动进行了记录。2019 年，约有 16.3 吨鳄
梨水果出口到欧洲，2019 年约有 46 个农户与阿姆哈拉和
南方各族州 (SNNPR) 的出口市场建立了联系。然而，由
于各种原因，包括 2019 年 8 月果树不成熟和冰雹破坏，
2019 年仅实现出口计划的约 13%（原计划达到 125 吨）。

总的来说，该项目侧重于能力建设，即提供生产和营销
方面的实地和海外培训。尽管如此，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才能保持该项目的成绩，才能为该国出口鳄梨奠定坚实
的基础。

该倡议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反映在 MASHAV 的 “培训
培训师” 方法上，使一批当地专业人员继续为苗圃和微
繁殖实验室培训当地植物繁殖技术人员，向农民转移知
识和植物材料，并陪伴他们进入当地和出口市场。这些
培训师的作用包括：传授有关果树种植的专业知识；
定期拜访农民并提出改进建议；跟踪这些建议的实施情
况；组织新技术演示；提供关于价格、市场和投入的信息。

该倡议在 2019 年完成时，有 3,000 多家小农户运用了新
技术和改进后的技术，生产力在不断提高。

在根据当地条件进行调整后，该项目可在其他发展中国
家推广。各项活动可以以现有项目为基础，也可以由双
方共同设计和实施新的倡议。每一方都为项目贡献自己
的专长和相对优势。

我们的合作侧重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能力建设所
需的工具。在三方合作中，以色列工作的主要重点是能
力建设。通过与出资国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双方能够实
现三方合作的目标。

联系方式 ：

姓名：Shulamit Kurzon van Gelder 女士

职务：规划、评估和伙伴关系司司长

机构：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 (MASHAV)

电子邮箱：shuli.kurzon@mfa.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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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如今，全球有 8.2 亿多人经常挨饿，其中约 1.35 亿人遭受严重饥饿，主要原因是人为冲突、

气候变化和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因为难以确

保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这影响到了粮食进口、粮食生产、粮食加工和其他相关服务，

导致粮食不安全和严重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儿童中。

寻求解决方案

为协助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科威特国在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于该国举行的第四届伊

斯兰经济论坛上宣布一项倡议，设立总额 1 亿美元的 “促进穆斯林多数国家粮食安全的科

威特友好基金”。该基金通过使农产品以及畜牧业和渔业多样化，并提高其生产力，协助这

些国家实现粮食安全。

赠款分发给了 22 个人均收入低、人口多的国家。

该基金的工作方式是与伙伴国签署赠款协议，然后要求接受国在一家银行（具备资助科威

特基金批准的农业项目的专门知识）开立一个账户，赠款总额将存入该银行。为了监督选

定银行的活动并跟踪融资的项目，科威特基金与该银行签署了另一项协议。银行与政府代

表合作，对农民提出的资金申请进行评估。有资格获得基金资助的项目将分为 “小额贷款”

（即贷款不超过 25,000 美元）或 “微型贷款”（即贷款不超过 3,000 美元）。特别帐户的资金

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其利息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偿还。农民偿还贷款所得收入的一部分

用于行政费用，剩余的收入留存并加到本金上。留存收入盈余并将其加到科威特国所提供

赠款的原始价值上，保证了特别基金的可持续性。例如，与布基纳法索的科里斯银行签署

了一份管理友好基金的协议，因为该银行拥有农业项目融资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它在全

国各地都有分行，在全国各地有近 24 个分行。

截至 2013 年，该基金已让 22 个国家（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科摩罗、

吉布提、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和也门）受益，总额达到 1 亿美元。

该倡议还帮助了在受益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许多农民成了企业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他们通过农业部在各自国家提供的培训，获得了相关知识和专门技能。它还为许多家庭提

供了体面的收入来源，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特别是妇女。更重要的是，它还帮助加强

科威特促进粮食安全友好基金

协助各国实现粮食安全和保证基本食物权 无贫穷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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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国的粮食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减少进口，节省外汇。这对受益国的经常账户和收支平

衡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例如，几内亚比绍的一群妇

女从友好基金获得贷款，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从事渔

业捕获、冷冻和销售业务。这就要求雇用一些工人来协

助捕鱼，协助运输、冷冻、储存和销售鱼类，从而为所

有参与该项目的人带来收入。此外，该项目还促进了粮

食安全。另外，负责该项目的妇女表示，该项目有助于

增强她们的权能，并为她们提供了必要的收入，从而可

以让子女接受教育，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项目名称 ：科威特促进粮食安全友好基金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科摩罗、吉布提、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科威特、马里、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

也门

提名方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2.1、8.1、8.2、8.3、17.1、17.6

支持方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执行实体 ：科威特财政部和受益国内的专业银行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08-2013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联系方式 ：

姓名：Khaled F. Alkhaled 先生

职务：国际组织区域经理

机构：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电子邮箱：alkhaledk@kuwait-fund.org

56



零饥饿

无贫穷

挑战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6.4%，雇用了超过 75% 的劳动力，是马达加斯加经济的主要

驱动力之一。然而，显然，尽管该岛国拥有农业用地和年轻劳动力的潜力很大，但产量仍

然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事实上，生产力低下、缺乏基础设施、难以进入市场、

缺乏机会获得资金、种子和投入以及技术服务和培训的情况仍然存在。

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力，培养农民及其他相关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的技术能力，促进马达

加斯加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农业投资和贸易，对于解决上述问题以实现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 (SDG) 至关重要，即 SDG 1（无贫穷）和 2（零饥饿）。

寻求解决方案

2018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签署了

一份三方协议，以实施中国 - 粮农组织 - 马达加斯加南南合作 (SSC) 项目，为期两年，即从 

2019 年到 2021 年。SSC 项目旨在通过支持农业、畜牧业与渔业部 (MAEP) 执行农业、畜牧业

和渔业部门计划 (PSAEP) 以及粮农组织的国家规划框架 (CPF)，从而提高产量、生产力和农

业盈利能力。该倡议将：(i) 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和家庭收入；(ii) 促进马达加斯加实现自给自足，

同时减少进口大米的货币外流；(iii) 促进投资、农业综合企业和农业贸易。这些影响将有助

于实现 SDG 1（无贫穷）、SDG 2（零饥饿）和 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中国在一些领域形成了强有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可以调整适应马达加斯加的农业情况。

已为马达加斯加选择三个优先发展领域：杂交稻生产、牲畜（绵羊和山羊）和农业综合企

业。在该项目的两年时间里，共有 17 家中国合作企业活跃在马达加斯加的主要产区。随后，

他们会把知识和技术传授给直接参与培训和示范活动的农民及其组织，以及公务员、当地

技术人员和研究机构。

MAEP 与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并在粮农组织的全面支持下进行协调和实施。这样，

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能与该国政府正式指定的国家对应方密切合作。这些对应方为合作伙

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优化知识和技术转移。粮农组织通过提供必要的投入、技术

指导和监测，确保活动顺利开展。为确保统一实施，合作伙伴、对应方和粮农组织共同制

定了年度工作计划、采购计划和培训计划等主要工具。在项目开始时举办的初期讲习班期间，

共同努力提高马达加斯加农业产量、
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 马达加斯加农业、
畜牧业和渔业部

根据与中国的南南合作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持在马达加斯加执行农业、畜牧业
和渔业部门计划和粮农组织国家规划框架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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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各类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以及政府

官员对这些工具进行了讨论并给予认可。这种参与性办

法确保该项目完全符合政府的要求，适合当地环境。

预计至少将有 1,000 位农民接受培训和采用传授的中国

技术。他们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创业能力也会得到加强。

MAEP 至少有 100 名技术人员和高级官员将从当地有关杂

交稻、牲畜、农业综合企业、农业政策和治理的培训中

受益。迄今为止，示范活动证明，水稻栽培已取得显著

的增产效果，从当地品种的每公顷 2.8 吨增加到使用杂交

稻后至少每公顷 8 至 10 吨。对于畜牧业，动物疾病控制、

改善营养和品种选择方面的干预措施将会显著提高牛羊

养殖的生产力。迄今为止，由于采用了中国的新方法和

新技术，饲料作物示范项目的产量提高了十倍。到项目

结束时，预计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将至少建立两种新

的商业模式以及贸易和投资联系。

马达加斯加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成为印度洋粮仓，这意

味着生产的数量要超过其人口消费的数量。事实上，

杂交稻方面的技术转移使得当地水稻产量增加四倍甚至

五倍。如果大多数农民都采用这种技术，就很容易实现

大米的自给自足。提供的关于小反刍动物生产力的培训

教材加强了马达加斯加在高度繁荣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

相对优势。此外，该举措带来的主要创新是，它并没有

将干预活动局限于基本生产，而是还对整个价值链中从

下游到上游的人员提供培训。这完全符合该国成为出口

国的雄心。

此项南南合作倡议的使命是，即使在项目结束后，也要

能扩大所转移知识和技术的规模。因此，培训师的培训

在该项目中起着重要作用。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对应

人员今后将会真正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他们将负责中国

专家离开本国后知识的传播。在现阶段，该项目仍限于 

22 个主要地区中的三个。取得预期成果后，预计这将会

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推广。该国其他地区

在水稻栽培和小反刍动物育种方面具有十足潜力。此外，

除了将与中国建立的牢固贸易关系外，马达加斯加还可

以充分利用其在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和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 (SADC) 等区域市场的相对优势。

联系方式 ：

姓名：Lanto Rahajarizafy 女士

职务：伙伴关系与发展协调司司长

机构：马达加斯加外交部 

电子邮箱：lanto.rahajarizafy@gmail.com

WhatsApp ：+261 347142533 ；+261 320501675

项目名称 ：共同努力提高马达加斯加农业产量、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国家 / 地区 ：中国、马达加斯加 

提名方 ：马达加斯加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2.3、2.4、2.5、2.A、17.6

支持方 ：中国政府、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执行实体 ：马达加斯加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FAO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1mM1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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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中美洲的经济由农业和矿业这两个主要经济部门组成。土地、矿物以及热带和温带气候使

其成为种植各种农产品的理想选择，具有经济增长的潜力。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都把重点放在改善农业技术和方法上，以提高质量和效率。这种改善

将从战略上加强经济，并对人们的生活标准和自给自足产生直接影响。

两国农业部门面临的挑战都是效率低下和技术有限。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业周期的预期结

果与人力和自然资源大量消耗之间存在差距。此外，许多生产线使用的技术非常有限，

有些已经过时。这种情况造成了结果的高成本和多样性差。

寻求解决方案

巴勒斯坦国际合作署 (PICA) 设计了农业方案，旨在加强当地农民可获得的知识，以便发

展个别小规模项目。这将增加家庭的收入，提高他们在综合农业社会中健康作物的生产。

PICA 还力争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的使用。

该项目旨在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零饥饿），实现良好的安全和改善营养，

促进可持续农业。它还将有助于实现 SDG 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项目目标是：

• 增加农民的收入；

• 生产健康的食品；

• 加强农业骨干的能力，提升他们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

• 让畜牧业工程师具备水产生产和青贮饲料制作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能力；

• 宣扬在农场、机构和实验室实施生物安全、通过实验室测试尽早发现兽医疾病和采集适

当样品的重要性的意识；

• 通过使用人工授精技术提高肉类和奶产量，传播优良雄性家畜的改良遗传性状。

在方法方面，PICA 的专家与东道国的主要参与者通过以下方式一道拟定了需求评估：

• 研究：从当地工程师和农民那里收集信息，观察目前的耕作技术，权衡潜在的经济选择，

了解当前面临的挑战；

• 确定需求和解决办法：确立要部署的目标和时间表；

• 监测和反馈：在项目每个阶段之前、期间和之后，提供从当地农民和工程师获得的持续反馈。 

巴勒斯坦国际合作署在尼加拉瓜和萨尔
瓦多的农业项目

向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传授巴勒斯坦农业发展知识

© P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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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向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传授巴勒斯坦农业发展知识

国家 / 地区 ：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勒斯坦国

提名方 ：巴勒斯坦国际合作署 (PIC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4、2.5

支持方 ：巴勒斯坦国 — 通过 PICA 的政府基金

执行实体 ：PIC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4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cxKHy ；youtu.be/BuzRdOlyXP8

能力建设方案：以需求评估为基础，PICA 的专家在每个

项目阶段为当地农民和工程师设计和部署累积性的实用

培训课程，涉及的主题如下：

• 小规模水产生产和青贮饲料制作

• 自制食品生产

• 温室和蔬菜移植栽培番茄、黄瓜和胡椒的创新技术

• 生物安全、风险分析和实验室

• 牛、绵羊和山羊的人工授精

 

巴勒斯坦专家提供了培训，东道国政府则提供实验室、

场地和协调。

PICA 与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间的南南合作的势头强劲。

PICA 和东道国共同设计了能力建设方案，适应东道国的

需要和巴勒斯坦专家的专长。东道国为后勤提供便利，

并为专家小组提供了所需的实验室。PICA 的专家利用最

新的农业知识满足东道国的需要。

巴勒斯坦的技术知识专门用于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的资源

取得成果。巴勒斯坦专家提供了工程工具、工艺和技术，

确保质量和效率有全面提升。

为了从战略上制定一项可满足确切需求的计划，PICA 启

动了该方案，让考察团来评估当地需求；代表团成员包

括农业工程师和高级政府专家，全都与卫生和农业部相

关部长以及东道国的经济部门合作。巴勒斯坦的所有努

力全由 PICA 协调。

该项目第一阶段之后取得的成果是在尼加拉瓜让 120 多

位工程师接受了上述课程的培训。在该项目的第二阶段，

140 多位当地工程师在尼加拉瓜的八个工作日参加了培

训课程。在萨尔瓦多，五个工作日期间有 110 多人参加

培训。仅在第二阶段，PICA 就能接触和指导超过 250 位

农业工程师、兽医和农业企业家，他们全部或部分与农

业部或附属中心和机构有联系且受雇于这些机构。

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目的是对东道国的农业生产周期产

生可持续的影响。例如，五年内，尼加拉瓜可培养 1,000 多

名技术人员的能力，并改进农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联

系方法，具备具有生产力的、高效且有效的最新专门知识，

可以应用于住房、农场、学校和工厂等方面。

PICA 已与尼加拉瓜外交部签署了许多关于卫生、农业和

教育的合作协定，还与一个伞式组织就不同领域的合作

签署了一般谅解备忘录。为此，PICA 启动了两个农业特

派团，使尼加拉瓜对应方获得巴勒斯坦的专门知识，

这可以维持现有合作领域的至少一个五年计划，在灌溉、

水和废水管理领域的合作，以及巴勒斯坦人能够满足的

任何其他农业需要。

PICA 计划设计可复制的任务，在保持特派团质量的同时，

根据合作地域分组和最佳利用资源的原则，促进国内和

各大洲之间的可持续合作。通过部署以前在需求和资源

类似的国家测试过的定制但类似的方案，特派团分组可

以带来一系列好处。

另外，在同一东道国，由于有明确的系统需求评估、

战略和动态监测系统，这些流程的推广将会很顺利。

联系方式 ：

姓名：Hiba Ismail 女士

职务：外交官、方案干事

机构：巴勒斯坦国际合作署 (PICA)、外交部

电子邮箱：Hismail@mofa.pna.ps 

Skype ：hiba.m.ismail 

WhatsApp ：+97059835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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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据估计，全球各地有 3.5 亿人从事与棉花有关的经济活

动，使其成为 20 种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该部门帮助小农户及其家庭获得食物、保健服

务、住房和许多其他商品和服务。此外，通过纺织品的增值和出口，棉花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而使其对该部门创造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倍增。过去 20 年里，包括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

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秘鲁在内的项目伙伴国家，这些国家 80% 的棉花生产都

来自家庭农民或小规模农业，都面临棉花产量减少的问题，影响了成千上万农业家庭创收。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一挑战，巴西合作署 (ABC)、对外关系部 (MRE) 及其巴西合作机构（Embrapa、

Abraa、Empaer-PB、Abraer、团结经济组织和大学）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和七个

伙伴国家的政府合作建立了合作关系。该项目旨在借鉴参与棉花价值链的巴西各机构的经

验，促进伙伴国家棉花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围绕以下四个组成部分建立：棉花的

可持续生产；促进政策对话、政策制定和战略联盟，包括公私伙伴关系；提高该部门及其

参与者的竞争力，包括妇女、青年和原著民；以及促进市场和棉花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通过该项目开展的活动包括：向参与国提供技术支持，重点是抗病

虫害棉花品种的采用、土壤管理和虫害综合治理；促进现代棉花种植的技术和创新；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向家庭农民提供农村推广服务的技术支持；以及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

及技术等。

通过该项目，伙伴国家动员了一个由 70 多个公私部门参与者组成的区域网络，共同努力使

棉花价值链具有竞争力，支持家庭农民进入市场，从而改善生计和生活质量。阿根廷、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和秘鲁已投入 1,400 多万美元来扩

大政府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建立可持续棉花部门。

这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果：

• 创造收入：棉花作为多样化生产系统中的综合作物在创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价值

链中有可能产生副产品和新的用途。棉花生产方面有 36 种示范和验证最佳做法。

• 能力发展：伙伴国家的 70 多个公共机构获得了新的能力和知识，提高了公共和公私部门

支持棉花价值链发展和组织的协调水平。

+Cotton 项目

努力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棉花的可持续发展

© FAO

无贫穷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 气候行动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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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技术：在农村推广、高效利用投入、虫害综合治理、

机械化和开发适合小面积作业的单行采棉机的第一个

原型机方面，采用了良好的农业做法，所有这些都是

与 Embrapa 合作进行。

• 加强生物多样性：通过恢复棉花品种、生产和加工培训、

增值、管理和销售，恢复了各国及其原著民、农村和

工匠社区的祖传特征。

• 进入市场：通过扩大纤维及其加工品的认证替代方案，

以及利用该地区力求实现利基市场的棉花多样性，

将生产与市场联系起来。

 

通过南南合作机制，+Cotton 项目开发了一种可持续棉花

生产系统的模式，适合采用家庭农业生产的其他国家和

其他作物。以可持续的方式恢复棉花生产系统具有社会

影响，加强了经济和环境角度的考虑。作为一种可抵御

恶劣气候的作物，它可以在干旱少雨的地区种植，从而

减轻了农户在气候变化上的脆弱性。对于住在土著领地

上的社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社区以及农村贫困程度

较高的社区，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案。

联系方式 ：

姓名：Adriana Gregolin 女士

职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办事处区域项目协调员 

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电子邮箱：Adriana.Gregolin@fao.org

名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办公室 (OSS) 

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电子邮箱：South-South-cooperation@fao.org

项目名称 ：+COTTON 项目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秘鲁

提名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2、2.3、2.4、2.5、8.6、8.7、10.1、13.B、17.1

支持方 ：FAO

执行实体 ：巴西合作署 (ABC)、对外关系部 (MRE)、巴西合作机构 （EMBRAPA、ABRAPA、EMPAER-PB、ASBRAER、

团结经济组织和大学）以及 FAO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2-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8eP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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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巨大的农业潜力，但该国 9,000 万人口却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粮

食和营养危机之一。这是由于族群间冲突加剧导致的，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大规模人口流离

失所、基础设施破坏、粮食价格上涨、丧失生计、饮食单一、虫害感染以及埃博拉、霍乱

和麻疹等卫生流行病。由于 75% 以上的农村家庭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因此确保获得投入和

新技术对加强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寻求解决方案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中国南南合作项目的目标是在两年内促进

《国家农业投资计划》的实施。该项目直接支持促进农业部门和发展农业综合企业这一优先

领域，以确保人口的可持续粮食安全，提高该部门农民及其他经营者的收入。该项目更为

具体的目标包括：

• 加强以下领域的国家能力：发展水稻种植，包括种子的生产和培育；发展大豆、玉米、

蔬菜作物的种植；发展养鱼业和短周期养殖；

• 选择和传播不同品种的水稻、大豆和其他豆类植和蔬菜作物，并为养鱼、水稻和玉米种

植引入合适的方法和技术。

 

粮农组织负责该项目的整体管理，推动所有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提供程序指导等。中国

政府通过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为该项目提供资金，中国专家和合作伙伴则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开展实地培训和示范活动，并向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民提供手把手的指导。刚果

民主共和国政府指派对应人员直接与中国专家和合作伙伴合作，并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实物

捐助。

该项目为加强近 2,260 户家庭的农业生产、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提供了技术援助。在两年的时

间里，共有 13 名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部署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向当地农民提供作物生产、

植物保护、园艺、畜牧业和水产养殖发展以及农业机械使用等方面的技术援助。

该项目帮助了家庭满足谷物和蔬菜消费需求、提高净收入和获得新的农业技术。它还通过

全国范围的专业知识交流，提高了国家推广服务的效率。

向当地社区部署专家以及受益者的积极参与在若干领域产生了一些实际成果：

• 作物生产：中国专家引入了实用的技术，对各种作物生产技术展开示范活动，包括水稻、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
合作项目

支持小农户通过可持续农业提高产量、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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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小米、玉米和蔬菜。当地农民还学会了如何检

测和预防虫害，例如草地贪夜蛾和蚜虫。结果，水稻

产量增长了 133%~466%。小米产量的增长幅度也很大，

达到平均每公顷 6.3 吨。

• 园艺：中国技术人员向当地农民提供土壤疏松、土地

准备、苗床建设和播种技术方面的协助。这使得卷心菜、

西红柿、辣椒和洋葱的收获量大幅增加。

• 畜牧生产：当地农民采用了中国的畜牧养殖技术，

接受了关于肉鸡、山羊、猪和兔饲养和管理系统的技

术培训。此外，还向 Haut Katanga 兽医检验检疫局提

供了兽医产品，供分发给家禽养殖场。

• 水产养殖：在该项目期间，引进了手动操作的鱼饲料

颗粒机。作为示范，水产专家织造了五个 24 立方米的

笼子，将 30 公斤鱼苗放进笼子。

• 其他技术：小农户还接受了收获后加工方面的培训。

通过将玉米转化为饲料，将大豆转化为牛奶，农户家

庭能够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从而提高了月收入。此外，

还向当地农民推出了适合当地条件的节省劳动力的生

产工具和设备。

 

该项目在地方一级有效地转移了农业知识和技术，并将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进一步加强地方和国家一级的粮

食安全，包括通过农业集约化和多样化等方法。为实现

规模影响，需要更新相关伙伴关系，并增加对当地农业

的投入。如果资源充足，就可以更大规模地利用通过粮

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引入的技术和品种，从而惠

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地更多的受益者。

联系方式 ：

姓名：Jinbiao Wang 先生

职务：高级项目官兼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协调

员

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电子邮箱：Jinbiao.Wang@fao.org

姓名：Xiao Liang 女士

职务：协理专业干事

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电子邮箱：Xiao.Liang@fao.org

项目名称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项目

国家 / 地区 ：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

提名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3、2.4

支持方 ：中国政府（通过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

执行实体 ：FAO、刚果民主共和国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DrH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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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正如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小农业企业 (SMAE) 和贸易商为小农户

进入市场提供了重要的门户。除市场之外，它们还支持小农户响应现代市场需求。但是，

SMAE 往往缺乏提供必要技术和财政援助的能力，无法让小农户的产品达到满足市场需求的

标准。尽管它们在价值链中在就业和创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缺乏公共部门的机

构支持，而且对农业市场相关政策的影响很小。

寻求解决方案 

有鉴于此，在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实施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的 “通

过南南合作促进非洲可持续稻米价值链发展的能力发展和经验共享” 项目，其中韩国政府

提供了财政支持，让合作伙伴能够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包容性稻米价值链。

该项目的具体目标包括：

• 制定方案，以促进参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之间可持续稻米价值链方面的知识交

流和经验分享。

• 加强伙伴国家稻米价值链中政策制定者、技术人员和利益相关方的能力。

• 促进关于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知识交流以及利益相关方合作以支持农村发展。

 

自从在这三个受益国启动项目活动以来，通过针对主要利益相关方（稻米生产者、稻米加

工商和稻米卖家群体）的广泛培训计划，发展了农业综合企业创业技能。此外，农民在这

三个国家的项目选定地点推广并采用了大米生产技术和优良做法。该项目支持许多旨在发

展稻米价值链和加强公私伙伴关系的活动。这项工作通过与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 和非洲水

稻中心等机构的合作取得，这些机构合作向主要利益相关方提供能力建设培训。此外，韩

国农村振兴厅 (RDA) 向这三个国家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专家和培训课程。

这三个国家的一些项目成就可归纳如下：

• 布基纳法索：通过三次培训，主要利益相关方在收获后处理、质量管理、加工、储存和

包装方面的能力得到加强。约有 60 名从事大米加工的妇女接受了使用现代加工技术的培

训。此外，来自该国三个地区的 90 名学员获得了商业管理、会计、合同、谈判和营销方

面的技能。在该国三个地区为 66 个利益相关方举办了三次培训，了解收获后处理、质量

管理、加工、储存和包装。此外，还向 83 家加工厂和当地设备制造商提供了有关加工设

备维护和修理的培训。

非洲的可持续稻米价值链发展

通过南南合作建设可持续水稻生产和价值链的能力

©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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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特迪瓦：政府官员、稻米生产者、经销商和加工厂

了解了 “水稻强化系统”，以及韩国的机械化和种子管

理技术。为了培训利益相关方，在大拉胡农业机械化

中心 (CFMAG) 安装了一台稻米加工机。建立了一个由

农民、稻米加工厂、营销人员、化学品销售商和研究

人员组成的稻米价值链平台。国家水稻发展局 (ONDR) 

了解了韩国的种子管理和分配系统。此外，稻米加工

厂接受了如何提高大米质量标准的培训，专家则访问

了韩国，了解稻米生产和收获技术、推广系统、研究

和培训规划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 尼日利亚：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农民、稻米加工厂、

地方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和供应商，参加了培训，并了

解了稻米收获和收获后技术。三名尼日利亚专家访问

了韩国，并参加了培训讲习班，他们在讲习班上接受

了关于稻米生产和收获技术、推广系统、研究和培训

规划以及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培训。设备和机械分发给

受益者团体，后者接受了培训，以提高收获、煮半熟、

维护、灌溉、种子生产和企业管理的能力。

 

由于该项目是建立在现有结构和机制的基础上，包括国

家政府机构和相关区域机构，因此确保了可持续性。加

强国家政府机构的能力还让这些机构在项目期限之后也

能提供高质量和及时的服务。此外，在项目的整个生命

周期中，利益相关方对项目活动的所有权得到了提升。

特别是，目标国家相关国家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这些

机构将为项目主要活动提供意见，从而确保倡议的可持

续性。

联系方式 ：

名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办公室 (OSS) 

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电子邮箱：South-South-cooperation@fao.org

项目名称 ：通过南南合作促进非洲稻米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经验分享 

国家 / 地区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大韩民国

提名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3、12.3、17.11

支持方 ：FAO

执行实体 ：FAO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4-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Qimf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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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拉丁美洲的半干旱地区有着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贫困区，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在这些地区，由于生产多样化的选择很少，促进获取水和生产基础设施的农村发展

项目面临严重挑战。在墨西哥，小规模农户特别容易受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而畜牧业体

系相对粗放、地形不规则和降雨量不足则加剧了这一情况。此外，半干旱地区自然资源可

持续管理做法的例子很少，而且生活在类似生物群落的生产者之间难以协调。墨西哥最干

旱农村地区对畜牧业生产的依赖以及缺乏替代收入来源，这些都要求采取新的解决办法，

将获取水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系统联系起来，以便提高贫困家庭农民的生产力、粮食安全

和收入。

寻求解决方案

采用农业生态系统和农林复合系统的新解决办法已经证明，通过提高贫困家庭农民的生产

力、粮食安全和收入，可以有效地简化获取水与可持续多样化生产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支持的分别由墨西哥政府和巴西政府共同资助的半干旱地区社区

可持续发展项目 (PRODESZA) 以及卡里里和塞里多可持续发展项目 (PROCASE)，将重点放在

改善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减轻贫困上。PROCASE 在巴西最干旱的帕拉伊巴州实施，

目的是通过农林复合减灾系统以及可持续农业生产和环境意识来应对气候变化。

这种方法采用了同向农林复合系统，该系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农业生产模式，将半干旱生

物群落的本地树种（果树和 /或成材木）与农作物和牲畜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经济和生态效益。

幼苗采用间作系统种植，其中收获在项目开始后不久就开始，以便农民立即从蔬菜、水果、

动物饲料和作物销售中获得收入，同时增加土壤碳库，避免荒漠化。

巴西和墨西哥之间的交流计划源自 PROCASE 在帕拉伊巴州气候复原力应急计划中已开展的

活动，其中包括农业生产所需的以下水利基础设施：

• 539 口水井和 222 个地下水库，通过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抽水；

• 四座中型常规水坝；

• 31 个农林业单位；

• 61 家海水淡化厂。

 

农林复合系统已被纳入增加碳库和饲料产量的计划，以便利用水井和水库的储水能力尽量

减少水的浪费。这些系统通过消费优质饲料增加了动物生产，由于形成了生态走廊且传粉

巴西 - 墨西哥交流计划 ：农林业和可持
续生产系统

利用农林复合系统作为巴西和墨西哥半干旱地区贫穷家庭农民的生产性工具

© IFAD

无贫穷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气候行动 陆地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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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益处越来越多，整体上还促进了生物多样性。

它们有助于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无贫穷）、2（零

饥饿）、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13（气候行动）、

15（陆地生物）和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减

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提高粮食和营养安全。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农林复合系统还助于减少农业除

草剂投入品的使用，从而确保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

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表明，家庭间粮食安全得到加强，

对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作物和动物生产多样化产生了积极

影响，从而增强了气候适应力并提高了收入。迄今为止，

已经实施了 31 个系统，平均每个农民有 0.5 公顷的面积，

幼苗达到 20,000 株，直接惠及 345 户家庭。

2019 年 11 月，为了回应墨西哥对巴西专业知识的需求，

IFAD 在帕拉伊巴州推动了第一个墨西哥 - 巴西农林交流

计划。此次交流访问由 Semear 国际计划署组织，IFAD 在

巴西提供了一笔赠款，用于知识管理、监测和评估以及

南南合作，以促进巴西半干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代表

团由来自墨西哥和巴西的 30 名参与者组成，其中包括与

这两个项目有关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生产者和农民，

以及来自当地大学的人员。

活动包括参观农林业研究机构、动物饲料生产单位、

本地种子库、水收集站和储水站。在汇报会上，参与者

一致认为两国会继续就合作和分享农林复合系统经验进

行对话，并在 2020 年开展了一系列后续活动。特别是，

PROCASE 的一名巴西工作人员为 2020 年 4 月举行的墨西

哥可再生能源和技术援助论坛做出了贡献。论坛的主要

关注点是使巴西的成功经验适应墨西哥家庭农户的当前

需要，尤其是妇女领导的群体和从事非木材林产品的小

合作社，以及新的 COVID-19 挑战。

此外，交流活动的主办者之一的 Rivaldo 先生将为 “农业

生态转型” 这项新的能力建设活动贡献力量，该活动由

墨西哥农业部长推动，计划于 2020 年下半年举行，这也

是一项新的后续活动。

联系方式 ：

姓名：Leonardo Bichara Rocha 先生

职务：国家计划干事

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电子邮箱：l.bichararocha@ifad.org

WhatsApp ：+ 55 71 99192 4924

项目名称 ：巴西 - 墨西哥交流计划：农林业和可持续生产系统

国家 / 地区 ：巴西、墨西哥

提名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巴西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5,、2.4、2.A、6.6、6.A、8.4、12.2、12.8、13.1、13.B、15.1、15.3、17.6、17.7

支持方：IFAD、半干旱地区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PRODESZA，墨西哥）以及卡里里和塞里多可持续发展项目

（PROCASE，巴西帕拉伊巴州） 

执行实体 ：SEMEAR 国际计划（由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IICA) 执行）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mnax0 （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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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非洲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经济增长水平参差不齐。虽然一些国家目前在制定新的重要

工具和政策，使其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但另一些国家仍在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无贫穷）和 2（零饥饿）的方向迈进。

以现代的可持续的方式处理农业问题是解决农村贫团问题和消除饥饿问题的关键。为了成

功地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制定新的政策，还需要有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的农业社会方案。向

以公私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系统转变对于建立对小规模生产者有积极影响的包容性

和可持续合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SSTC) 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和知识

共享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寻求解决方案

2008 年，摩洛哥启动了 “绿色摩洛哥计划” (Plan Maroc Vert)，PMV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 

略，旨在将摩洛哥农业部门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机构。

PMV 的实施已带来重大进步：事实上，由于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摩洛哥提高了对农业的公

共和私人投资比例，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改善了农业部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摩洛哥在

过去十年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现在着重承担领导角色，与其他非洲国家分享其经

验和专长。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在阿特拉斯山区农村发展项目的框架内，向摩洛

哥政府拨出 100 万美元赠款来实现这一愿景，并在阿特拉斯山区农村发展 / 南南和三方合

作计划中发挥积极作用。目的是通过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最佳实践方法和农业发展

政策，促进摩洛哥经验教训的转移。

该计划的初始阶段于 2018 年首先从马达加斯加和科特迪瓦开始，开展了密集的会议、磋商

和访问，使所有参与者明确了解需求和具体参与领域。

这些初步活动引入了参与性机制，制定了一项已确定以下优先主题领域的具体行动计划：(i) 

贯穿各领域的关于战略和政策的支柱；(ii) 侧重于生产和价值链发展的第二个支柱；以及 (iii) 

侧重于领土层面和采用 “农业极点” 概念的第三个支柱。摩洛哥建立了作为公共实体的农

业极点，旨在建立农产品竞争力集群，以促进与私营部门的联系，推动私人投资，同时通

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系统创造就业机会。

小额赠款，重要成就 ：摩洛哥对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的承诺如何为马达加斯加
的体制改革和农村转型铺平道路
促进知识共享，输出摩洛哥通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执行摩洛哥计划 (PMV) 
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和 2

© I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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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农业、海洋渔业、乡村发展、水资源与森林部目

前与马达加斯加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密切合作，通过

采用多样化办法促进小农耕作和私营部门参与，从而制

定政策支持工具。

结果，这一进程取得了标志性成就——马达加斯加起草

了农业导向法，从而为私营部门与小农户合作提供了有

利的法律框架。其他重要的进程仍在进行，例如起草与

马达加斯加农业专业间监管框架有关的聚合法。

受到摩洛哥经验的启发，马达加斯加也在研究能够振兴

和优化农业发展基金绩效的金融手段。摩洛哥分享了其

关于 guichet unique（一站式服务）、档案可追溯性和计算

机系统的知识，以确保农业融资和公共预算编制系统之

间一致。

这项工作需要开发创新的工具，以便在政府、私营部门、

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并根据

摩洛哥农业发展基金和其他农业信用工具的经验提供工

具包和学习包。

在良好生产实践和价值链发展方面，摩洛哥、马达加斯

加和科特迪瓦举办了一系列讲习班，为技术人员和培训

师提供人工授精、灌溉措施和产品标签等领域的培训。

此外，该项目还帮助创建了伊夫兰农业南南合作卓越中

心（摩洛哥）；该中心是一个成熟的机构，目的是执行摩

洛哥政府在实施其 SSTC 议程方面的战略愿景，并确保项

目的可持续性。

该项目特别重视政策，还与培训、技术依托和技术转移

相结合，促进可持续和具有气候抵御能力的农业做法，

以确保拟议变革的环境可持续性。

该倡议不仅可持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复制的。

事实上，科摩罗联盟和尼日尔已表示强烈希望采取与摩

洛哥相似的方法。PMV 所涉及的各种创新工具以及摩洛

哥政府作出的承诺表明，该倡议是一种优良实践，也是 

IFAD 在互惠互利的经纪业务和融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

实践。这是一种三赢合作，可以再进一步扩大。

联系方式 ：

姓名：Naoufel Telahigue 先生 

职务：国家主任 

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电子邮箱：n.telahigue@ifad.org 

WhatsApp ：+393319871648

项目名称 ：阿特拉斯山区农村发展项目 (PDRMA)/SSTC 赠款

国家 / 地区 ：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摩洛哥

提名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2.3、17.8、17.9

支持方 ：IFAD

执行实体 ：摩洛哥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4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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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陆地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无贫穷

挑战

为可持续农业机械化提供适当的机械设备，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这些地区的贫穷主要影响到农村地区的人。除了少数几个农业机械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以外，

许多国家制造这种机械设备的能力都很有限，而且往往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要。该

地区各国的国内能力有限，该行业私营部门参与者之间联系薄弱，往往导致使用过时的机

器和技术，而这些机器和技术往往不适合当地情况或进口国贫穷小农户的需要。为了应对

这些挑战，需要增强能力，促成知识交流，并加强私营部门农业机械制造商和分销商协会

之间的商业和贸易联系。这些行动将加快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无贫困）、

SDG 2（零饥饿）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寻求解决方案

2014 年，在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农业机械化的第一次区域论坛上，应成员国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AP)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 

(CSAM) 设立了农业机械协会区域理事会 (ReCAMA)。ReCAMA 的核心是亚太地区的私营部门

农业机械协会网络，其中包括制造商、分销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其目标是通过以下方式

促进本地区采取可持续的农业机械化：(i) 加强国家农业机械协会的能力；(ii) 推动知识和良

好做法的交流；(iii) 增强协会及其成员之间的协作和商业联系，包括通过南南和三方合作。

ReCAMA 是一个参与性网络，其活动以成员的需要为指导。目前，它有来自 14 个国家的 20 个 

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

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和越南。它通过南南合作，利用密切涉及私营部门

的需求驱动模式，促进在区域一级扩大农业机械的供应、采用和可持续使用。它支持 SDG 1 

（无贫穷）、SDG 2（零饥饿）、SDG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SDG 13（气候行动）、15（陆地生物）

和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该网络有三个核心功能：

• 提供能力建设：自 2015 年以来，每年都成功地为农业机械制造商和经销商组织了五轮区

域培训和考察访问。它们加强了国家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1、2、13 和 15 的技术方面

的能力，例如保护性农业、精准农业和气候智能型机械化。参与者的反馈意见证实，

培训为他们提供了改进工作的知识，他们还与同行和合作伙伴分享获得的知识。

• 促进建立商务联系和知识交流：除了培训和考察访问以及其他 ReCAMA 活动之外，CSAM 

还为 ReCAMA 参与者参加中国、尼泊尔、泰国和土耳其的重要农业机械展览会提供便利，

这些活动为他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能接触到一系列适合提高农民生产力和收入的现代

化农业机械和设备。还举办了专门针对企业配对的附属活动，以便更好地将协会之间的

供需情况联系起来，促进潜在贸易和投资的联系，以及经验和知识的交流。此外，作为

该地区可持续农业机械化的创新实践社区，还成立了一个活跃的在线 ReCAMA 社区微信

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以促进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私营部门参与南南合作促进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

© ESCAP 的 C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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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 / 地区：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联邦、

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越南

提名方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A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2.3、2.4、12.2、12.3、12.4、13.1、15.3、17.9

支持方 ：私营部门农业机械制造商和分销商协会

执行实体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2024 年

实践网址 ：http://recama.un-csam.org

群，拥有 240 多名成员，支持参与者之间定期交流新

的发展动态和相关技术。

• 开发知识产品以支持决策：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家政策

格局，以指导商业决策和协助政策制定者找到目前的

差距，五个国家推出了关于农业机械贸易和投资政策

的知识产品。其中包括一项关于投资政策的研究，目

前正扩大到更多的国家。另外，目前还在进行一项关

于选定国家农业机械市场动态的新研究。

 

ReCAMA 的一些主要成就包括：

• 来自四个国家（中国、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

私营部门农业机械协会为代表团定期交流建立了合作

安排，或是为促进可持续农业机械化建立了其他联系。

• 继参加 CSAM 的计划并汲取 ReCAMA 其他成员的经验

之后，柬埔寨政府将成立该国第一个全国农业机械协

会，从而让该国能建立一个为农业机械行业和小农户

提供服务的平台。

• 通过 ReCAMA 网络，CSAM 已协助私营部门向中国和尼泊

尔的女农民和农民合作社捐赠农业机械，用以支持农村

地区的扶贫工作和相关技术的示范（SDG 目体目标 1.4）。

• 在 2018 年 8 月对 ReCAMA 活动进行的后续调查中，超过 

75% 的受访者表示，由于 ReCAMA 倡议，他们采用了技

术水平更高的做法。两个具有影响力的具体例子如下：

• 菲律宾的一位 ReCAMA 参与者表示，该项目鼓励他雇

用更多的农业工程师，反过来这又提高了公司的售后

服务水平。他见到了新的农用发动机制造商，增加了

与印度供应商的业务。他还与其他中国农业机械制造

商有着持续的业务往来。

• 孟加拉国的一位 ReCAMA 参与者表示，该项目使他能够

将更高水平的收获技术引入孟加拉国的农业机械化工业。

 

ReCAMA 是一个以南南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由成员推动的

网络，为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它还从合作伙伴和共同组织者为维持其活动而提供的大

量实物捐助中受益。它也看到了大量自筹资金的参与者，

进一步促进了可持续性。另外，它是一种易于推广的模

式，特别是在农业机械工业尚处于初期的区域或次区域。

此外，推动在必要时成立和加强协会的政府倡议和政策

支持，以及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在国家一级和地区一级

扩大成员范围，是取得预期成果的关键。

联系方式 ：

姓名：Yutong Li 博士

职务：主管

机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可持续农业机械化

中心 

电子邮箱：li78@un.org

姓名：Anshuman Varma 先生

职务：计划干事

机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可持续农业机械化

中心 

电子邮箱：varmaa@un.org

姓名：Yuee Feng 女士 

职务：计划管理高级助理

机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可持续农业机械化

中心 

电子邮箱：feng1@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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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在干旱地区尤为重要，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重，水在这些地

区正成为一种稀缺的宝贵资源。对于世界上人均水量最低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但是，在近东、北非、欧洲和中亚 (NEN) 地区其他没有缺水史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NEN 

地区面临的另一个严重挑战是，人类贫困和收入贫困程度较高的人口稠密国家面临着自然

资源租金收入水平下降的问题。

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SSTC) 加强 NEN 地区的协同努力，对实现更高的粮食安全和农村

减贫至关重要。

寻求解决方案

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伊斯兰开发银行 (IsDB) 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共

同支持的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促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SSTC-ADFS)” 项目旨在帮助应对

上述挑战。主要重点放在通过查明、初步测试和记录可在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联体地区

推广的成功模式和办法，进一步推动 NEN 地区内外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促

进南南知识交流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方面，除其他事项外，该项目还致力于弥补以下方面的

差距：青年和妇女获得适当创新的解决办法；自我组织技能的高质量商业和就业培训；

以及获得最低限度的必要生产设施。

Harvest IT Application（“收获 IT 应用”）是在 SSTC-ADFS 项目中开发的知识产品之一。它为阿

拉伯国家、欧洲和 CIS 地区的农民提供了一个 “信息通道”。信息、通信和技术 (ICT) 解决方

案提供了一系列农业主题，根据国家的不同，其内容包括农场优良管理、有效用水灌溉、

饲料和牛奶生产的重要方面以及土壤管理。信息通过交互式显示器呈现，带有图片、支持

决策的自定义计算器、安全信息以及指向其他资源的链接。农民通过实用技巧和窍门部分

以及手册和出版物部分的背景知识，从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受益。下载后，该应用程序不需

要互联网连接就可以运行。农民还可以通过蓝牙与同行共享应用程序。

这个想法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开发的 MEVA 移动应用程序的启发。该项目的国家伙伴（即

农业部）确定了每个国家涵盖的主题，其中提到了对农民社区信息需求的专家评估。他们

还授权和批准了处理国家特定内容的国家专家。

面向农民的 Harvest IT Application

为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地区的农民提供“信息通道”

© UNO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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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促进农业发展和加强粮食安全 (SSTC-ADFS)

国家 / 地区 ：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吉尔吉斯共和国、苏丹、突尼斯、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3、2.4

支持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伊斯兰开发银行 (ISDB)

执行实体 ：UNOSSC、各参与国的农业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jQXjO

通过该应用程序，匈牙利、吉尔吉斯共和国、苏丹和土

耳其的农村农业生产者有机会轻松获得关于成功管理他

们农场的最新信息。各国农业部进一步推广该应用程序，

以便让农村生产者能够接触到目标社区。例如，在匈牙利，

对农民合作社的一系列培训包含了一项专门用于使用该

应用程序的内容，以确保农村生产者能够遵守建议的管

理和卫生标准，甚至核实所采取措施的相关性和充分性。

虽然无法追踪安装和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农民的确切数量，

但国家合作伙伴表达和强调的赞赏之情却间接反映了应

用程序产生的影响。目前，该应用程序提供与阿拉伯国家、

欧洲和 CIS 地区环境、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的知识

和实用技巧。

该应用程序面向农户，可免费下载用于 Android 和 iOS 系

统 1。所有内容也可在专门的网站在线查阅 2 

同样重要的是，在偏远地区互联网连接不良和农村居民数

数字素养较低的情况下，应用程序下载后，就可以根据需

要经常与其他农民共享，从而确保对影响产生倍增效应。

容易获得知识和实用技巧，这首先有利于青年和妇女，

尤其是受教育机会较少的那些人。了解和执行应用程序

中关于丰富土地营养质量的实践、计算和建议、遵循卫

生标准和选择适当土壤改良方式，是提高目标社区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另一个直接因素。

1 iOS: www.apps.apple.com/us/app/harvest-it-app-practical-info/

id1413174710?ls=1 Android: www.play.google.com/store/apps/

details?id=com.iziss.unssc.harvestit

2 www.sstc-adfs.southsouthworld.org/knowledge-products/harvest-

it-country-components

农业部和农业领域牵头的卓越中心最能确定在多国南南

合作项目中运用和调整应用程序的农业生产领域。为确

保农民容易获得信息而制作知识和 ICT 工具反映出国家

机构的高水平专长和协调工作。不过，应改善推广使

用这一工具的情况。方法可以是在各种国家农业活动、

公共和私人培训课程以及其他能力建设活动中传播有关

这一新应用的信息。

在南南合作的背景下，该应用程序是：

• 对南方解决方案的复制，以新知识进行了调整和丰富，

涵盖了相关主题和国家，扩大了创新，增加了价值；

• 支持和促进阿拉伯国家、欧洲和 CIS 地区农村社区之间

知识交流的工具，并具有预计定期更新和扩大国家覆

盖范围的功能；

• 所使用的技术假定具有可复制性，以及提供内容和将

应用程序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的机会。

联系方式 ：

名称：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司

机构：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电子邮箱：ssc.arabstates@unos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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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作为较大的木薯生产国和消费国，刚果共和国优先就木薯价值链的改进技术和创新进行交

流。尽管木薯对该国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十分重要，但大多数人仍然依靠传统的手工方法加

工木薯和生产加里粉等衍生产品。

简单的加工方法非常耗时耗力，对乡村地区的农民来说成本效益低下。有些工艺，例如烘

焙和磨碎，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受伤的风险也很高。此外，木薯衍生产品缺乏多样性，

限制了市场准入和收入。在非洲国家内部投资交流新技术和产品，新技术适应刚果共和国

的情况，产品在当地使用改良的机器制造，可帮助提高粮食和营养安全，减少农村地区的

贫困。

寻求解决方案

应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和刚果共和国政府的联合请求，在科特迪瓦反饥饿和营养不良区

域卓越中心 (CERFAM) 的协助下，科特迪瓦和贝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正与刚果共和国国家和

地方实体合作提高农业部门的绩效，改善木薯价值链，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农民的收入来

源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变得多样。专家和受益者通过分享资源和技术进行协作。自 2019 年 11 月

项目开始以来，这已经帮助引进了新技术，交流了优良做法，分享了一些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例如机器制造（提高用来生产优质加里粉和木薯饭的设备和工具）以及木薯加工。

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和贝宁之间的这一南南合作倡议旨在增强农村社区（特别是妇女和

青年男子）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从农业食品（包括木薯加工）中受益。实现这一目

标的途径是加强他们的能力和技能，使粮食系统和收入来源多样化，改善其粮食系统，通

过制造的设备和工具提高他们所在地区使用当地农业原材料生产的粮食的质量。技术援助

汇集了来自科特迪瓦和贝宁农业部、科特迪瓦技术研究所和非洲第一个卓越中心 CERFAM 

的专家。这是科特迪瓦政府和 WFP 之间伙伴关系的结果，支持各国努力制定和执行可持续

政策和方案，以根据《2030 年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零饥饿）和消除一切

形式的营养不良。

该倡议的方法包括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开发这个组成部分，确保新的和创新的技术和专长的

吸收和长期可持续性，从而保证充分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财政资源的可用性。技术支持

由三个部分组成：(i) 分析本地居民的需要和当地生产情况；(ii) 木薯加工机生产方面的培训；

改善木薯价值链以加强刚果粮食安全和
营养

通过改进的设备和工具，加强农村社区多样化并改善使其粮食系统、收入来源
和粮食生产质量的能力

© W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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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科特迪瓦和贝宁为支持改善刚果共和国木薯价值链提供技术援助

国家 / 地区 ：贝宁、科特迪瓦、刚果共和国

提名方 ：反饥饿和营养不良区域卓越中心 (CERFAM)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4、2.1、4.4、9.2、12.2、17.3、17.6、17.9

支持方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执行实体 ：科特迪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专门研究热带技术的科特迪瓦公司以及贝宁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cerfam.org

(iii) 关于将木薯加工成加里粉和木薯饭的培训。此次任

务之后，目标群体能够利用学到的技能和获得的技术加

工木薯，从而改善他们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提高收入，

促进农村发展。

在与农业部长和当地利益相关方讨论后，评估团得以了解

目标人口的关键和眼前需求，并为改善木薯价值链制定了

适当的、基于当地情况的解决方案。专家们观看了当地生

产加里粉的现场示范，特别是所使用机器的类型及其操作

方式。这使得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生产方法、面临的挑战，

以及通过对机器进行非常简单的调整，它们如何影响农民

的生活和减轻他们的工作量。这些交流有助于更好地调整

培训内容，使培训符合具体情况，让设备适应当地制约因

素，例如可获得的燃料和材料的类型。

经过分析，第一阶段培训的目的是宣传生产更现代化的

机器用于木薯加工。当地 26 名技术人员学习了关于设备

不同部件的理论知识，并在专家们的协助下生产了一系

列木薯加工机，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培训结束时，

生产出了七台机器，为木薯衍生产品的生产建立了生产

线。第二次培训的目的是培训来自不同农民组织的成员

如何用新引进的设备加工木薯。在理论课程中，学员了

解了生产加里粉的具体程序，这种加里粉自 1970 年代以

来一直在刚果消费。木薯饭是科特迪瓦非常受欢迎的木

薯衍生产品，也在培训中介绍给了学员。理论课程结束

后，学员对新机器进行了测试，生产出 40 公斤加里粉和 

32 公斤高品质木薯饭。

参与性方式是该倡议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方法是使地方政府和社区参与设计援助倡议，它可以通

过与情况相关的解决方案，更好地响应当地居民的需求。

非洲间相互学习和交流发挥了关键作用，关注实施的逐

个步骤以及实现合作目标的具体行动。科特迪瓦和贝宁

都面临这些挑战且知道克服这些挑战的途径，但需要与

刚果利益相关方互相配合，才能了解它们支持工作的背

景，并对支持工作进行相应调整。

该倡议鼓励分享知识和技术，以改善木薯价值链。它还

促进了农业部门专家和当局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探索今

后共同努力的更多机会。拟议的解决方案可以作进一步

调整，因为邻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具有相似的文化。

通过适应当地情况和制约因素（例如设备生产用的原材

料以及电力的供应情况），这些活动可以在这个次区域推

广，因为木薯大部分是在这里消费的。

联系方式 ：

姓名：Issa Sanogo 先生

职务：反饥饿和营养不良区域卓越中心 (CERFAM) 主任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科特迪瓦

电子邮箱：Issa.sanogo@wfp.org 

姓名：Christiani Buani 女士

职务：CERFAM 运营主管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科特迪瓦

电子邮箱：Christiani.buani@wf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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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在大米是人们饮食中重要构成的地区最常见。它们会对人们的健康构

成威胁，尤其是儿童，从长远来看，儿童的发育可能受到影响。过去几年里，在印度以及

其他受微量营养素缺乏症高发病率影响的亚洲国家，用维生素和矿物质来强化大米营养的

势头强劲。大米营养强化要取得成功，需要进行仔细的规划和分析、多部门合作以及公私

营部门的参与。

在满足大量人口的需求方面，各国在扩大优质营养强化大米生产方面面临相似的挑战，

例如碾米服务分散和不集中。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巩固稻米价值链。此外，宣传和信

息供享对于推动制定和扩大大米营养强化计划的政治意愿至关重要。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自 2013 年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一直与印度政府合

作，在整个稻米价值链中引入营养强化技术。合作的关键领域包括将大米营养强化纳入安

全网计划，开展政策宣传，制定循证标准，促进知识分享活动，以及提高私营部门对扩大

生产规模的认识。

根据这一经验，WFP 成功提出了将营养强化米纳入政府安全网的理由。这导致制定了中心

部门计划 (CSS)，目的是根据印度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部下属的公共分配系统以及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 (ICDS) 计划和午餐计划分配营养强化米。这些计划惠及印度近 8 亿营养

不良风险最大的人群。

认识到印度在通过大米营养强化减少微量营养素缺乏方面取得的成绩后，相邻各国表示有

兴趣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SSTC) 从经验中学习。印度在质量保证方面的专业知识、

食品标签工作以及为推广营养强化米而采取的战略被认为是该地区许多邻国的榜样。为响

应政府的要求，WFP 推动了与斯里兰卡和不丹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此作为促进具有

类似情况的国家之间同行学习的有效手段，以加强大米营养强化工作，提高粮食安全，并

为国家政策提供信息。这些南南交流不仅包括促进技术对话和宣传，还包括帮助这些国家

届时将印度的最佳做法结合起来。

例如，在 WFP 的支持下，斯里兰卡于 2019 年访问了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管理局 (FSSAI)，

了解在印度制定最低营养强化标准和规格的原则。对印度的考察访问特别关注 F+ 标志的创

印度在促进大米营养强化的区域内合作
中的作用

充分利用拉丁美洲的经验减少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

© W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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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该标志用来证明强化产品符合印度当局规定的标准

和规格。此外，斯里兰卡还特别关注社会行为改变运动

（“印度饮食权”），该运动由 FSSAI 发起，旨在促进消费者

使用营养强化食品，为印度人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斯里兰卡而言，这次访问帮助加强了营养强化米政策

层面的知识基础。这次访问的其他经验教训包括：要更

好地了解食品强化标准的制定过程、监测营养强化水稻

和营养强化米粒的质量，以及国内生产营养强化米的需

要。此次访问是一系列考察访问的一部分，每次都侧重

于印度政策的某个具体方面。

不丹还利用印度的专长，在大米营养强化计划方面取得了

进展。在不丹，非传染性疾病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

全国一半以上的死亡均因此导致。饮食、饮食习惯和健康

方面的意识提升和宣传方案对减少食源性疾病造成的疾病

风险至关重要。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推动的 SSTC，2019 

年，来自不丹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考察了印度的食品测

试实验室和食品机构。其目的是为 FSAI 实施的食品营养强

化计划提供质量保证支持，并了解印度的 “饮食权运动”。

这次考察访问使不丹能够更好地了解 “印度饮食权” 运动，

并将学到的经验教训引入本国的《国家营养战略》。

除了可供其他国家的参考之外，印度还利用南南交流推动

在创造有利环境方面取得进展，并促进学习如何实施强制

性大米营养强化，以扩大在政府社会安全网和开放市场的

营养强化工作。例如，2019 年，WFP 推动印度政府高级官

员对哥斯达黎加进行高级别考察访问，后者有着世界上最

成功的强制性大米营养强化方案，100% 的大米都强化了

营养。这次访问使印度政府代表得以确定在强制大米强化

营养方面的主要立法和监管里程碑。在与哥斯达黎加交流

后，印度正在考虑仿效设立国家微营养素委员会的做法，

该委员会将使负责所有食品营养强化决策的跨部门利益相

关方聚集在一起，重点是营养强化米。

亚洲内外有关大米营养强化的多次交流表明了 SSTC 作为

同行学习模式的力量，有助于各国推动实现人人享有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工作。此外，在 WFP 的支持下，这些交

流让参与国的具体情况得到考虑，使得可以在各自的政

策空间进行审议，以建立它们认为最有效的机制。

数十年的经验证明，大规模食品营养强化是一种可持续、

安全和有效的干预措施，对公共卫生有着重大影响。

利用 SSTC 具有成本效益的模式实现营养强化米的可持续

生产，为印度政府建立多利益相关方和多层面的方法（技

术、政治和商业）提供了支持。使用 SSTC 也确保了政府

的承诺和持续的资金。该项目可以调整用于具有类似背

景的国家，以及推动将大米营养强化纳入政府安全网主

流的政治宣传的国家。根据要求，该国应当与专家分享

良好做法以促进工作，并且东道国政府应明确要求实施 

SSTC 倡议。

联系方式 ：

姓名：Adriana Bianco 女士

职务：营养顾问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电子邮箱：adriana.Bianco@wfp.org

姓名：Shariqua Yunus 女士

职务：高级营养顾问

机构：WFP 印度

电子邮箱：shariqua.yunus@wfp.org

项目名称 ：印度在促进大米营养强化的区域内合作和利用拉丁美洲的经验减少微量营养素缺乏方面的作用

国家 / 地区 ：不丹、哥斯达黎加、印度、斯里兰卡

提名方 ：印度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2

支持方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执行实体 ：WFP、印度政府、哥斯达黎加政府、斯里兰卡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3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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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斯里兰卡是在极端天气事件中全球受影响第六大的国家。经常出现的干旱和突然降雨给小

农户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对水稻和玉米这两种主要作物。在这种情况下，斯里兰卡的小

农户从生产到收获后管理面临多重挑战，让他们的粮食安全和生计处于危险境地。

在收获后管理方面，收获、干燥 / 加工稻米和玉米的技术和方法不完善、缺乏聚合系统以

及进入市场的机会有限，这些都造成小农户债务和贫穷的恶性循环。

寻求解决方案

应斯里兰卡的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会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与斯里兰卡

财政、经济与政策发展部和农业部合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MARA) 的资助下，

开展了南南实地试点项目，以应对当地小农户所面临的主要挑战。WFP 中国卓越中心 (CoE) 

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JAAS) 提供了技术支持，目的是提高水稻和玉米种植小农户的复原力，

改善他们的生计，以应对斯里兰卡某些干旱地区的气候相关冲击。

通过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SSTC)，该项目旨在弥补斯里兰卡小农户的能力差距，让他

们具备创新的技术和来自中国（该领域的重要南南合作伙伴）的收获后管理专业知识。

该项目还力求加强斯里兰卡财政、经济与政策发展部和农业部相关政府官员的能力，以支

持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农作。该项目采取创新的方式，是 WFP-FAO 在 SSTC 合作中实地开展的

第一个试点倡议，有助于建设 WFP 斯里兰卡 “R5n 项目” 的能力。

该项目分阶段推出：

• 首先，2019 年 7 月，向斯里兰卡派出由 WFP 和 FAO 组成的范围界定联合特派团。本着强

烈的协作精神，驻罗马各机构 (RBA) 与国家和地区一级的当局举行了联合磋商，以确认东

道国政府的需求，另外还考察了两个农民组织，以便与小农户对话和确定当地的主要挑战。

WFP-FAO 联合特派团让这些机构能够确定主要的协作领域，以及如何利用其相对优势通

过与中国的 SSTC 合作支持斯里兰卡政府。

• 为确定从生产到收获后管理的学习需求和能力差距，派出特派团之后进行了快速评估。

评估的主要结果证实，小农户一直在使用效率低下的收获和干燥方法和过时的工具，

这影响了质量，增加了收获后的损失，降低了在市场上的价格。这为制定项目方案提供

了信息，并提出了与中国开展 SSTC 的详细要求。

水稻和玉米小农户的收获后管理和市场
拓展机会

通过 WFP 推动的与中国的南南合作，加强斯里兰卡脆弱小农户抵御气候相关冲
击的能力

© W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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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十名斯里兰卡小农户领导人和政府官员

参加了对中国的学习访问。通过培训和实地展示，JAAS 

接待的斯里兰卡参与者了解了中国稻米加工做法和设

备、基本储存、农民合作社、价值聚合和小农市场准

入支持的模式，以及促进农村发展的中国政策框架。

 

学到的主要知识有助于提高斯里兰卡谷物生产效率和产

量，实实在在地努力改善水稻和玉米价值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SDG) 2（零饥饿）。继访问中国后，小农户和

政府代表参与了相关对话和研讨会，按照培训培训师的

方法，与其他人分享他们汲取的经验教训。

项目活动有助于探讨并找到从生产到收获后管理的能力

差距，还有助于应对大米加工做法、设备、储存、价值

链发展、农民聚合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差距。

• 目前，正在筹备向斯里兰卡派遣一支由 JAAS 专家组

成的技术特派团。中国专家将为小农组织领导人和

政府官员举办一系列培训培训师 (ToT) 课程。为应对 

COVID-19 的影响，正在开发在线培训课程。

• 然后，这些代表将在两个项目地点对 1,000 位农民复

制该培训，重点是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农业生产做法、

收获后管理和价值聚合系统。培训和同行学习课程将

帮助促进在小农户之间建立一个支持网络，以便将新

技术纳入正在实施世界粮食计划署 R5n 项目的其他四

个地区正在开展的工作。

• 通过利用 WFO 和 FAO 的相对优势，试点阶段的结果

将为扩大阶段提供信息，以进一步扩大共同设计的由 

WFP-FAO 推动的 SSTC 项目。扩大阶段可以侧重于其他

地区，并通过利用中国的专业知识，在整个价值链周

期中为小农户提供全面支持。这一试点阶段还将通过 

SSTC 联合倡议，为未来 RBA 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信息。

联系方式 ：

姓名：Carola Kenngott 女士

职务：方案司南南合作协调员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电子邮箱：carola.kenngott@wfp.org

姓名：Rohini Singarayer 女士

职务：方案和政策顾问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曼谷区域局

电子邮箱：rohini.singarayer@wfp.org

项目名称 ：中国水稻和玉米小农户的后期管理和市场机遇拓展

国家 / 地区 ：中国、斯里兰卡

提名方 ：斯里兰卡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3

支持方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中国政府

执行实体 ：WFP 斯里兰卡国家办事处、WFP 中国卓越中心、中国农业农村部 (MARA)、斯里兰卡政府、FAO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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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在莫桑比克，由于贫穷和容易受到冲击的国内粮食系统不稳定，获得粮食对人们来说是一

个挑战。内部冲突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复杂的环境，而这又影响了粮食安全和营养。2010 年，

80% 的人口负担不起获得足够饮食的最低费用。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普遍存在，慢性营养

不良仍是主要营养问题，43% 的五岁以下儿童受到影响。

寻求解决方案

自 1977 年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一直在莫桑比克实施和管理学校供餐计划，以解决

最脆弱儿童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足问题。WFP 在莫桑比克的计划已发展到覆盖超过 19 万儿

童，仍然是其持续时间最长的计划之一。十多年来，WFP 一直支持莫桑比克政府利用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 (SSTC)，作为推动从 WFP 领导的学校供餐计划向国家自主计划过渡的手段。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SSTC 已被确定为支持这一过渡的关键手段，使莫桑比克能够利用

巴西在学校供餐方面的经验，推动政策变革，并可能加强机构能力。

在东道国政府需求的驱动下，2010 年，WFP 开始推动与巴西政府的 SSTC。巴西本土的学校

供餐计划 (PNAE) 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计划之一。它是一种国际知名的优秀实践，

把从当地小农户那里采购新鲜食物、根据情况制定的学校菜单和营养教育结合起来。WFP 利

用巴西政府的经验和专长，支持莫桑比克政府建立和扩大其全国本土学校供餐 (PRONAE) 计划。

因此，莫桑比克、巴西和 WFP 之间的三方伙伴关系有助于从 WFP 实施的学校供餐计划向可

持续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计划过渡。2013 年，部长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国家计划。PRONAE 

的多部门办法支持在学校、驱虫、食品和营养教育、学校花园和当地食品购买方面提供均

衡多样的食物篮。PRONAE 的设立有三个具体目标：改善学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在学校

提供食品和营养教育；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能。为了推动双边知识交流，2011 年，两

国政府请粮食计划署巴西消除饥饿卓越中心 (CoE) 向莫桑比克提供技术援助，并在特定的 

PRONAE 阶段推动政策对话的更多立场。

SSTC 试点项目的第一阶段（2013-2015 年）强调采用多部门方式、社区参与和机构采购当

地生产的食物。该阶段涉及 12 所学校，测试了两种实施模式，其中一个以学校为中心，

另一个以地区为中心。巴西政府通过政策对话、部署专家和举办培训讲习班，提供技术支持、

资金和政策宣传支持。

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扩大莫桑比克
学校供餐

帮助最脆弱群体并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 W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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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对 SSTC 项目的评价为 PRONAE 的第二阶段和计

划从 2018 年开始扩大 PRONAE 规模的 SSTC 项目提供了信

息。第二阶段包括支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该分析随后

已完成。此外，已开始制定学校供餐法，以及旨在提高

政府各级业务能力、问责制和监测的能力发展活动，但

由于气候灾害和疫情危机而被推迟。世界粮食计划署推

动的 SSTC 仍然是向莫桑比克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支

持，以加强 PRONAE 的系统和框架，从而会同巴西政府

利用这些努力的关键机制。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巴西

带来了该国在食品和营养教育、本地采购和机构协调方

面的经验。

WFP、俄罗斯联邦和莫桑比克政府之间的创新安排

为 2018 年至 2021 年莫桑比克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了 

4,000 万美元资金。这些资金专门用于将 PRONAE 扩大到

莫桑比克全部十个省份总共 15 万学生。这包括投资加强

政府能力，以便根据现有的其他合作活动，在全国各地

持续实施本土学校供餐。

以这种合作为基础，在巴西和莫桑比克之间另一项倡议

的协同作用下，PRONAE 的地方发展和能力加强将出现新

的 SSTC 机会。例如，“棉花以外” (Beyond Cotton) 项目旨

在支持棉花生产者也通过 PRONAE 等机构市场，将油料

作物和相关农作物（如玉米、高粱和豆类）等棉花副产

品商业化。2019 年，巴西 WFP CoE 支持莫桑比克政府进

行可行性评估，该评估将为执行 “棉花以外” 项目的后

续步骤提供指导。

通过长期的 SSTC 伙伴关系，在 WFP 推动的 SSTC 支持下，

从巴西到莫桑比克的优秀实践促进确立了一项国家计

划。利用 SSTC 和 WFP 在莫桑比克学校供餐方面的经验，

PRONAE 已作为一项由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政策得到通过，

确保了该计划的可持续性。

联系方式 ：

姓名：Carola Kenngott 女士

职务：方案司南南合作协调员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电子邮箱：carola.kenngott@wfp.org

姓名：Bruno Magalhaes 先生

职务：计划和政策干事

机构：WFP 巴西

电子邮箱：bruno.magalhaes@wfp.org

项目名称 ：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扩大莫桑比克学校供餐

国家 / 地区 ：巴西、莫桑比克、俄罗斯联邦

提名方 ：莫桑比克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3

支持方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PRONAE) 部长理事会、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巴西卓越中心 (COE)、莫桑比克政府、

俄罗斯联邦政府、巴西合作署 (ABC)、巴西教育发展基金 (FNDE)

执行实体 ：PRONAE、WFP 巴西卓越中心、莫桑比克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0-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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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在厄瓜多尔，小农户的生计受到生产能力低下和高度依赖水稻种植的威胁，这造成了一种

不可持续的、对冲击敏感的单作方式，而且进入市场和获得信贷的机会受到限制。此外，

对稻米的依赖还限制了农民获得多样化和有营养的饮食。厄瓜多尔的农村妇女往往面临着

身为妇女、资源有限的农业工人和土著人的三重排外。

在这种情况下，厄瓜多尔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本国的能力，向农民提供有效的对性别问

题敏感的农村服务，同时考虑农村妇女面临的多重挑战。

寻求解决方案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一直努力让厄瓜多尔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强国家能力，提高

小农户的应对能力。该项目包括中国农业农村部 (MARA) 提供的资金支持。在 WFP 中国卓越

中心 (CoE) 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的支持下，厄瓜多尔农业与牧业部 (MAG) 通过南

南实地试点项目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

为了加强农村妇女在厄瓜多尔小农耕作中的作用，实地试点采用了两级法：(i) 通过与中国

的知识转移，加强厄瓜多尔农业部在技术和机构层面的能力；(ii) 通过推动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厄瓜多尔和秘鲁农村小农妇女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对话，促进农村发展采取性别变革

性办法。

2019 年 9 月，WFP 帮助来自水稻农民组织的代表和 MAG 的技术人员与中国湖南农业大学进

行了实地示范和同行学习活动。厄瓜多尔代表团学习了如何规划和管理创新的水稻综合系

统技术，使其收入来源和粮食消费多样化，提高生产率，加强抵御大米价格波动和极端天

气事件的能力。

在对中国的考察访问结束后，来自厄瓜多尔的 MAG 技术人员和 WFP 工作人员支持小农户

组织了一系列社会化和后续活动，包括 2019 年 12 月由两个小农户和两名 MAG 技术人员指

导的三次培训。目的是在各自地区的小农户和地方分权自治政府 (GAD)（Balzar、Macará）

的技术人员之间传播知识。厄瓜多尔国家农业研究所 (INIAP) 也表示有意在该倡议中合作，

标志着项目动员和意识提升工作取得关键成功。

为厄瓜多尔农村社区提供有效的性别敏
感农村服务

通过粮食计划署推动的同行学习以及中国的宣传支持，加强农村妇女在厄瓜
多尔小农耕作中的作用

© WFP

性别平等 减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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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密切跟进考察期间取得的学习成果，湖南农业大

学的中国专家将为来自 MAG、INIAP、GAD 和当地大学的 

35 名技术人员提供在线培训和辅导。2020 年 8 月至 9 月

期间，差不多举办了五次培训课，目的是支持小农户在

其农场运用综合水稻系统，并将这种新技术制度化地纳

入国家农村援助计划。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54 名厄瓜多尔妇女领导人和 

42 名 MAG 官员参加了一次关于农村妇女公共政策指导

的研讨会。目的是对妇女同行学习课程的结果进行社会

化和分析，并确定如何使用主要建议来形成政策设计。

同行学习讨论的结果为制定厄瓜多尔即将出台的公共政

策提供了知识产品和建议，以便加强小农妇女的作用。

2020 年 1 月，WFP 为小农组织举办了一次关于营销策略

的研讨会，与会者 51 人，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在这一领域

的著名专家，政府官员和学术界均有。研讨会是与 FAO 

联合举办的，讨论的主题包括气候变化和农业气候风险

管理、虫害综合治理，以及对气候变化适应和粮食与营

养安全采取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方法。

WFP 和 FAO 支持厄瓜多尔政府开发一个证据库，以加强

农村妇女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增加她们进入市场

的机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秘鲁、洪都拉斯和危

地马拉）为农村妇女领导人之间的同行学习提供了便利，

为学习和建立网络提供了平台。共有 744 名来自厄瓜多

尔的农村妇女、77 名 MAG 管理部门人员和技术人员、 

13 名非政府组织 (NGO) 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参加了学习

班。这为该项目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要素，因为同行学

习课程可以带回当地进行实地推广。

目前正在制作两个视频，以记录该项目及其主要成果，

以政府官员和小农户的视角为重点。这些视频将用于宣

传这一涉及中国、厄瓜多尔和 WFP 的创新 SSTC 伙伴关

系，并为今后的推广提供机会。推广的条件包括政治动员、

类似的国家情况以及实地为 SSTC 提供具体支持。

试点项目成功地加强了国家在水稻综合系统领域的个

人和机构一级的能力，使作物生产和收入来源多样化。

该项目还有效地宣传了对农村发展进行投资的重要性以

及农村小农妇女的作用。由于有成功的经验，2020 年，

该项目进入扩大阶段并获得中国 MARA 的额外慷慨捐款。

联系方式 ：

姓名：Carola Kenngott 女士

职务：方案司南南合作协调员

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电子邮箱：Carola.kenngott@wfp.org

姓名：Carmen Galarza 女士

职务：方案和政策顾问

机构：WFP 厄瓜多尔

电子邮箱：carmen.galarza@wfp.org

项目名称 ：加强农村妇女在厄瓜多尔小农耕作中的作用

国家 / 地区 ：中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秘鲁

提名方 ：厄瓜多尔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3、2.4、5.1、5.A、10.4

支持方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中华人民共和国、厄瓜多尔政府

执行实体 ：FAO、WFP、厄瓜多尔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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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据估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估计将达到 100 亿。显然，农业必须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养

活日益增加的人口。此外，未来的农业不得不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作物在变化的气候中

必须具有应对力，或支持农业向新地区转移。因此，植物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需要以提高

作物生产力、改善农产品质量和保护环境为重点。这些目标都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并且相

互关联。

寻求解决方案

国际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 (ICGEB) 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4 一致，因为它可以

促进更可持续的粮食生产系统和有复原力的农作方法。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以下方式提高作物产量：(i) 产生更能抵御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新

作物品种；(ii) 提高作物营养价值；(iii) 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或需求，并提高作物生产力。

ICGEB 实验室目前研究的三种技术方法将用于提高种子的价值和促成更可持续的农业：植物

基因组学、基因组编辑和植物微生物群落。

基因组学使得能分配基因功能，然后通过基因组编辑加速将基因技术用于农业。植物微生

物组研究将通过与作物相关的有益微生物改善植物健康状况。植物基因组学提供了有关基

因识别和功能的一般见解和分析。

识别一些可产生能够抗非生物胁迫（例如冷热、盐碱和干旱）或生物胁迫（由真菌、细菌、病毒、

昆虫或线虫引起的疾病）的蛋白质，使得可以通过基因组编辑等技术将其应用到特定生境

的作物植物。基因组编辑或基因编辑是指在活体基因组中进行修改（插入、删除、替换）。

这种新颖的革命性方法以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和关联蛋白 9 (CRISPR-Cas9) 为基础。

人们公认的是，这项技术最有希望的应用将用于越来越多的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种类。

通过向植物提供营养物质、分泌植物激素和改善土壤结构，微生物群落对植物的总体生长

有着多重有益的影响。植物微生物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因此，了解植物微生物组和病

理生物组将有助于设计精确调整这一扩展植物基因组（或微生物组）的方法，以开发生

物肥料和 / 或疾病的生物防治剂。

可持续农业的研究和能力建设

通过基因组学、基因组编辑和植物微生物群落，种植更能抵御生物和非生物胁
迫的作物

© ICG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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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项目的更广范围内，ICGEB 的作用是加强和帮助作物

改良和生产力方面的知识转移，确保发展中国家继续进

行植物基因组学和微生物群落方面的能力建设。跨国农

业公司以及来自执行国的当地公司通过汇集资源和知识

以及支持在地方一级执行该项目，为该项目做出了贡献。

这种协作方法需要先进的研究设施平台，但这些平台费

用高昂且需要专门知识；因此，南南合作至关重要，因

为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这些平台。ICGEB 可以通过自己先进

的平台和设施，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全球南方国家建

立这些平台来提供支持和援助，推动必要工具和知识的

获得和共同使用，从而确保项目中长期的可持续性和可

重复性。影响可重复性的因素是，ICGEB 成员国是否有一

个或多个协同工作并与当地公司和初创企业建立联系的

研究机构。

 仅在 2019 年，ICGEB 就在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秘鲁

和越南共同发起了与该项目有关的活动，保证了知识转移

和能力建设。此外，ICGEB 区域研究中心和 41 个附属中心

（其中大多数位于全球南方），是研究和技术分享的共享设

施中心。RRC 和附属中心的作用是提供教育和培训平台，

以及促进技术转移来促进当地生物技术产业。ICGEB 每年

为全球南方的协作活动拨款金额达到 100 万美元。

ICGEB 已经与南方国家（布隆迪、哥伦比亚、印度、南非、

越南等）的许多作物改良实验室建立了网络和持续的合

作，从而在创造多层次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了作用。因此，

这一管道将有助于可持续地采用最新技术，并促进南南

合作。其他国家可以加入和利用现有平台，用以筛选其

化合物，设立对其感兴趣的疾病的筛查，或生产重组蛋白。

已经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可以获得援助，以便设立新的

筛查，或改进蛋白质生产和进入市场的不同步骤。最后，

愿意建立当地平台的国家都能从该项目中受益，成为实

施期间被仿效的模式和未来合作的中心。

联系方式 ：

姓名：Marianna Maculan 女士

职务：对外关系主任

机构：国际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 (ICGEB)

电子邮箱：maculan@icgeb.org

电话：+39 040 3757216

项目名称 ：植物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

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厄瓜多尔、

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

斯坦、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黑山、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

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

提名方 ：国际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 (ICGE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4

支 持 方 ：欧盟 INTERREG 计划、意大利外交部、AGER 基金会、私营部门（SYNGENTA、DSM、NOVOZYMES、

BAYERCROPSCINCE、INDIGO 等大公司），以及主办不同项目活动的其他本地小公司）

执行实体 ：ICGEB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0-203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hQDSu

86



零饥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在发达国家，农民往往从商业苗圃购买幼苗，而苗圃是以无菌培养基培育幼苗的。相比之下，

在发展中国家，农民是用农场的土壤培育幼苗，不可避免地会有 50% 的幼苗被土壤传播的

病原体侵害；因此，由于播种过密且没有适当施肥，种粒的摆放导致他们培育出的幼苗很差。

通过用木霉菌（一种有益的真菌）对苗床进行处理，可以防止土壤传播的真菌疾病影响幼苗。

此外，虫害综合治理 (IPM) 创新实验室还在塑料托盘中引入了可可泥炭，作为培育幼苗的培

养基。可可泥炭无菌，适合用于播种，并且可以用木霉菌和肥料进行处理。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的虫害综合治理创

新实验室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支持下，与来自印度大学的专家合作，为来自孟加

拉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泊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科学家、推广人员、

价值链项目工作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举办了关于木霉菌的研讨会。

IPM 创新实验室已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东非国家推广使用木霉菌。该技术减少了化学农药

的使用，提高了作物产量，降低了投入成本，增强了人类和环境安全。它通过提高作物产量，

从而减少贫穷和饥饿，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无贫穷）和 2（零饥饿）；通过减

少使用化学农药和提高陆地生物多样性，促进实现 SDG 15（陆地生物）；通过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促进实现 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木霉菌是一种有益的真菌：在田间使用木霉菌对种子或幼苗进行处理后，可以保护种子或

幼苗不受导致真菌病的植物病原真菌侵害。这种真菌还能诱导植物抵御病原细菌和病毒。

IPM 创新实验室推广将其用于为这些国家不同作物开发的所有 IPM 方案。

结果，柬埔寨和尼泊尔各有一家公司，孟加拉国有两家公司都在生产木霉菌并在当地销售。

此外，这些国家的一些公司取得了从印度进口木霉菌并在当地分销的协议。肯尼亚的一家

跨国公司目前生产木霉菌，并向东非的农民供应。当地企业主尚未从事这项活动。

IPM 创新实验室举办了研讨会，为倾向于生产木霉菌的公司提供帮助，并通过向农民宣传产

品的好处，形成了对产品的需求，从而开发了市场。尼泊尔的 Agricare、孟加拉国的 Ispahani 

和 Grameen Krishok Sohayak Sangstha (GKSS)、 柬 埔 寨 的 Bayon Heritage、Natural Agriculture 

推广有益真菌木霉在农业中的应用

在亚洲和东非推广和采用木霉属物种 

© 弗吉尼亚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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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和 Khmer Organic，以及肯尼亚的 Real IPM，都是在

各自国家和地区生产和 / 或销售木霉的公司。来自印度的

公司也在亚洲销售这种产品。

肯尼亚的 Real IPM 建立了七个 WhatsApp 群，为牵头农户

提供 IPM 系统方面的培训，其中包括木霉菌的应用。数据

库已收集和管理有关不同蔬菜作物 1,000 多种疾病的图像。

IPM 创新实验室还为国际参与者举办了免费的网络研讨

会，以了解木霉菌的应用和有益特性。

由于木霉菌在孟加拉国的实施以及植物苗圃数量增加，

妇女的工作机会大增。GKSS 是一家木霉菌生产公司，由

一名妇女领导，她也是第一个以堆肥形式出售真菌的人。

她还开发了沥出液形式的木霉菌，使得可以将它喷洒在

植物的叶子上。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农场试验中，观察到木霉菌与

植物的结合可以将线虫的数量减少 50% 以上。

IPM 创新实验室引入的木霉菌技术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作

物生产的持久永续因素。农民了解用木霉菌处理种子和

幼苗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它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

这种技术已被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

亚洲农民采用，而且正在飞速发展。在东非，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

向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非政府组织 (NGO) 和其他人

宣传有益真菌的好处。

联系方式 ：

姓名：Muni Muniappan 先生

职务：主任

机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 “保障未来粮食供给” 虫害

综合治理创新实验室 

电子邮箱：rmuni@vt.edu

Skype ：Rangaswamy Muniappan

项目名称 ：推广有益真菌木霉在农业中的应用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尼泊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4、2.A、17.6、17.7、17.9

支持方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执行实体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ipmil.cired.v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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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

挑战

在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农民无法获得信息素诱饵、诱捕器和生物农药等虫害综

合治理 (IPM) 产品，例如木霉菌、白僵菌和绿僵菌，或获得这些产品的机会有限。因此，农

民无法用安全的技术保护作物免受害虫和疾病的侵害。这导致使用对人类和环境健康有不

利影响的化学农药。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上述挑战，弗吉尼亚理工大虫害综合治理 (IPM) 创新实验室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支持下，推动了印度（该国一直生产和销售包括木霉菌、白僵菌和绿僵菌在内的生物农 

药）与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讲习班和知识交流访问，目的是了解生物农药的使用情况。

IPM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治作物虫害和疾病的方法，其中信息素诱饵和诱捕器以及生物农

药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产品可帮助减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利的化学农药的使用。

该倡议的目的是发展各国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促进形成有益的健康环境，以防治作物虫

害和疾病。

该倡议旨在通过减少或消除对有毒农药的使用来提高作物生产力，从而减少贫困 (SDG 1) 和

饥饿 (SDG 2)。该倡议改善了人类和环境健康 (SDG 3、6、14、15)，加强了可促进经济增长 (SDG 

8) 的商业活动，并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建立了协作和发展伙伴关系 (SDG 17)。

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当地没有 IPM 产品提供。IPM 创新实验室安排来自

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企业家访问印度，彼此见面，建立联系，观察不同公司开发的 IPM 产

品的生产力。跨国旅行和国内的研讨会将合作伙伴联系起来。IPM 创新实验室向两国的农

民宣传使用 IPM 产品的好处，并形成了当地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在田间设置信息素诱饵和

诱捕器让人们意识到虫害的发生并及时采取行动防止作物损失，生物农药的使用则减少了

使用化学农药的需要，从而减少了水和土壤污染，改善了人类和环境健康。

这项活动的成果是，农民使用甲基丁香酚和瓜实蝇诱剂来监测果蝇，以及控制芒果和葫芦

科作物田地。使用信息素诱捕器监测草地贪夜蛾、南美番茄潜叶蛾、番茄果虫、切根虫、

香蕉象甲、甘薯小象甲、茄子果实和嫩梢蛀虫、秋葵果蛀虫和其他害虫的发病率，并进行

及时的干预。在这些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两家公司在生产生物农药。两国进口和供应 IPM 

产品的经销商数量已有所增加。

推广 IPM 产品以促进可持续农业

增加小农户获得生态农业解决方案的机会和商业机会

© 弗吉尼亚理工大

减少不平等 陆地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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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 创新实验室通过与尼泊尔农业研究委员会 (NARC) 和

植物检疫和农药管理中心 (PQPMC) 等组织合作，仅在尼

泊尔就对 1,000 多个私营部门提供商进行了有关南美番

茄潜叶蛾技术的培训。在尼泊尔，至少已向 153,000 户

家庭介绍了 IPM 产品。2013 年至 2017 年，IPM 创新实

验室举办了 20 次有关虫害的意识提升讲习班，吸引了

50 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IPM 的做法，包括实施信息素

诱捕器、生物农药和其他可持续解决方案，已经产生了

重要的经济影响。

IPM 的概念自 20 世纪 60 年代始于加利福尼亚州，如今已

变得非常有效、可持续和经济合算。IPM 创新实验室推

动了三方贸易和实施工作，因此孟加拉国能向尼泊尔出

口一些生物农药，这反过来又可以在 IPM 方面帮助不丹。

这样的推动还导致农药登记和管制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

确保了该举措的可持续性。这些国家的民众已意识到化

学农药的不利影响。

该计划是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对外支持下实施

的，不过它扩展到不丹是尼泊尔和不丹之间双边合作的

结果。IPM 创新实验室还会将这一计划扩展到柬埔寨。

促进生物农药登记方面的政策变化、制定商业案例以及

向农民宣传生物农药的好处，这些都是在柬埔寨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推广该计划必须满足的条件。

联系方式 ：

姓名：Muni Muniappan 先生

职务：主任

机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 “保障未来粮食供给” 虫害

综合治理创新实验室 

电子邮箱：rmuni@vt.edu

Skype ：Rangaswamy Muniappan

项目名称 ：推广虫害综合治理产品 (IPM) 以促进可持续农业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

提名方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4、2.A、10.2、15.4、15.8、15.9、15.A、17.6、17.7、17.9、17.16、17.17

支持方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执行实体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2020 年

实践网址 ：www.ipmil.cired.v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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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全世界有超过 4000 万人完全丧失视力，超过 3 亿人部分丧失视力。在非洲，由于费用高昂

和眼科医生短缺，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视力的治疗和恢复。白内障是撒哈拉以南地区

一种广泛传播的疾病。数百万人患有该病，但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负担治疗费用。

此外，缺乏教育和医疗资源使情况更加恶化。在一些国家，平均 100 万人只有一位眼科医生。

寻求解决方案

阿塞拜疆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并与有关各方广泛分享其经验和专业知识。自 2012 年

以来，阿塞拜疆国际开发署（AIDA）和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一直是 “抗击可避免失明联盟”

运动的战略合作伙伴。此运动是 AIDA 参与其中并引以为豪的成功的长期项目之一。考虑到

白内障是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广泛存在的眼病之一，而且该地区缺乏当

地眼科医生，因此这项运动可以为这些社区解决这一非常重要的挑战。2012 年到 2016 年（第

一阶段）期间，每年都在多个非洲国家成功开展 “抗击可避免失明联盟” 运动，包括布基

纳法索、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马里、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索马里和多哥。

在 AIDA 的倡议下，以 Zarifa Aliyeva 院士命名的国家眼科中心的阿塞拜疆眼科医生也参与了

此项运动，并与受援国的同行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该中心已经运作了 70 多年，一直

向阿塞拜疆人民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该中心和阿塞拜疆其他主要眼科中心的眼科医生

已经准备好为今后的更多运动做出贡献，并帮助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成员国提高其医

学专家的能力。

作为阿塞拜疆对 “抗击可避免失明联盟” 运动持续支持的一部分，这一崇高使命的主要合

作伙伴（阿塞拜疆外交部国际开发署（AIDA）、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埃及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署（EAPD）、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土耳其）），以及专业眼科领域的著名非政府组

织（NGO）、Nadi Al-Basar（突尼斯）、预防失明联盟（沙特阿拉伯）与参加该运动国家的

国家协调员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巴库举行了会议。此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审查

2012-2016 年期间所开展运动的结果，讨论即将到来的目标和扩大合作前景，并详细讨论

2016 年 1 月 6 日至 7 日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建议，从而为运动的第二阶段做

好准备。鉴于此项运动所取得的积极影响，与会者认为此项运动是成功的，会议还批准了

第二代运动的具体领域，并将这些领域确立为未来五年期间将举行活动的核心。与会者参

观了国家眼科中心，该中心也在此项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抗击可避免失明联盟运动”内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阿塞拜疆国际开发署和伊斯兰开发银行合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的生活带
来光明

© A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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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运动的第一阶段，30 多万人接受了眼科检查，5.6

万多名部分或完全丧失视力的患者通过免费白内障手术

恢复了视力。此项运动为这些人的生活带来了光明，使

他们有可能亲眼见到自己的家人，并通过重新获得谋生

的能力来融入社会。

此外，177 名当地医生在运动期间组织的专业培训中受

益。此项运动的能力建设部分解决了当地存在的迫切需

要，并帮助了当地专家长期可持续地提供必要的医疗服

务。这是此项运动的一个显著优势，因为取得可持续的

成果并为目前的问题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比短期成就要

重要得多。

此项运动的第二阶段（2018-2022 年）会在 12 个非洲国

家开展，将有 10 万人接受手术 ；将有 100 多万名学童

接受眼科检查并佩戴眼镜 ；90 名当地医生将参加相关非

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培训。2019 年，作为这项运动的一部

分，2 万多人接受了眼科检查；8000 名患者接受了手术；

在布基纳法索、乍得、科摩罗、几内亚比绍、马里、尼

日尔和多哥，向 26 名当地医生提供了专业培训。

目前，相关项目由 IsDB 实施，AIDA 提供资金支持。在考

虑不同国家具体需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其他国际组织

实施类似的项目。因此，这种合作模式可以在各种不同

的情景中使用。

阿塞拜疆的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政策非常注重南南

合作。根据这一总体框架，AIDA 非常有兴趣在此项运动

的第二阶段继续与 IsDB 在 “抗击可避免失明联盟” 运动

中开展合作。正如 AIDA 的座右铭一样，该机构致力于与

合作伙伴一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该机构与 IsDB 的合作

也旨在实现这一崇高目标。

联系方式 ：

姓名：Ahmed Faruk Diken 先生

职务：中东和北非（MENA）以及欧洲高级技术合作协 

调员

机构：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

电子邮箱：ADiken@isbd.org

电话：+966 (12) 646 6825

项目名称 ：在 “抗击可避免失明联盟运动” 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 / 地区 ：阿塞拜疆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吉布提、几内亚、利比亚、马里、莫桑比克、

尼日尔、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土耳其

提名方 ：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8、3.C、17.9、17.16

支持方 ：伊斯兰开发银行、阿塞拜疆外交部阿塞拜疆国际开发署（AIDA）、埃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署（EAPD）、

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土耳其）、预防失明联盟（沙特阿拉伯）

执行实体 ：NADI AL-BASAR（突尼斯）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2-2022 年

实践网址 ：www.aida.mfa.gov.az/en/health/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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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其卫生支出不到全球的 1%，卫生工作者仅占全

球的 3%。在全世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中，非洲几乎占了一半，同时产妇的死亡率也是全

球最高的，还有大量死亡来自艾滋病毒 / 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

整个非洲大陆仍然存在重大障碍，例如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全世界产妇死亡率最高的 

20 个国家中有 19 个在非洲。此外，非洲大陆的新生儿死亡率也是全球最高的。

许多人的基本卫生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中，只有 58% 能

够获得安全供水。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正在增加；在非洲，伤害仍然

是死亡的主要原因。

寻求解决方案

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埃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署（EAPD）一直热衷于通过伙伴关系来支持

非洲国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特别是 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EAPD 一直

寻求利用埃及在医疗专业知识方面的相对优势，与该国在各个医疗领域具有国际地位的国

家中心开展合作。由于所有有关各方都看到了此举能给人类发展带来的潜在好处，因此伙

伴关系得到迅速建立。

向肯尼亚提供流动诊所

此机构代表埃及政府向肯尼亚政府提供了一个设备齐全的流动诊所，以支持肯尼亚第一夫

人发起的 “超越零点” 运动。其目的是帮助降低儿童死亡率，并在该国各个偏远地区部署

医疗服务。

事实证明，这些南南合作伙伴关系是成功的，前景光明的，对非洲国家许多人的生活产生

了重大影响。

EAPD 与埃及医疗领域的卓越中心 Mohamed Ghoneim 泌尿和肾脏学曼苏拉中心合作，为伊

斯兰合作组织（OIC）非洲成员国制定了泌尿和肾脏疾病能力建设项目。

建立并运营用于向非洲派遣专家和车队
的医疗单位

在卫生部门建立伙伴关系，运用埃及丰富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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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苏拉中心正在为乌干达穆拉戈医院的泌尿科医生组织

一项强化培训项目，这是在乌干达医院建立泌尿科和肾

脏科中心的第一步。其长期目标是逐步将其扩展为一个

区域中心，服务整个东非各地的社区。

除了在穆拉戈医院建立泌尿和肾病中心外，EAPD 还与埃

及的 Magdy Yacoub 心脏基金会（MYF）合作开展了一系

列培训项目，该基金会由世界著名的埃及心脏外科医生

Magdy Yacoub 爵士领导。该基金会主要通过其阿斯旺心

脏中心，向符合国际标准的最贫困群体提供免费的、最

先进的卫生服务。

非洲预防和发展研究所一直在与该基金会密切合作，发

展非洲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专业能力。这种伙伴关系采

取多种形式，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阿斯旺心脏中心，

前途看好的非洲外科医生正在接受免费的长期培训。一

旦回国，他们不仅能够实施复杂的心脏干预措施，而且

还能将他们在埃及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其他医生。

EAPD 凭借埃及的卫生能力，除了派遣医疗车队和提供医

疗援助外，还加强了对设在非洲国家的埃及医疗单位和

诊所（包括 21 个医疗中心）的支持活动。EAPD 部署了

多个医疗车队，包括普通外科、血管外科、眼科和麻醉

专科医生；为 2000 多名非洲公民提供医疗服务，在各专

业领域进行了 300 多例手术。EAPD 还特别重视妇女保

健和生殖健康。

EAPD 与 “埃及儿童癌症 57357 医院” 的合作是另一个成

功案例。“埃及儿童癌症 57357 医院” 是中东和非洲唯一

的儿童癌症专科医院，也是世界上同类医院中最大的一

家。EAPD 和医院正在共同实施一项能力建设方案，旨在

培训 600 名非洲医务人员，并向非洲城市的医院提供专

业知识和设备。57357 医院目前正通过为苏丹建立苏丹

儿童癌症 7979 医院向其提供专业知识。此外，此医院还

为一些罹患癌症的非洲儿童提供免费治疗。

2017 年 7 月，EAPD 赞助了由该基金会 27 名外科医生、

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在他们

短暂的访问期间，他们在黑狮医院为贫困的埃塞俄比亚

公民免费做了 45 例心脏手术。埃及医疗队只用了几天的

时间就永远地改变了许多埃塞俄比亚家庭的生活。

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可以相

互帮助，通过分享知识和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虽然

EAPD 与卫生部门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伙伴关系是一

个恰当的例子，但在其他重要领域也有其他成功的南南

合作模式。

联系方式 ：

姓名：Marwa Mahmoud 女士

职务：南南三方合作官员

机构：埃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署

电子邮箱：Marwa.mahmoud@mfa.gov.eg

项目名称 ：建立并运营用于向非洲派遣专家和车队的医疗单位

国家 / 地区 ：所有非洲国家

提名方 ：埃及驻非洲大使馆，合作方包括各有关国家的外交部以及政府管理的其他相关的国家医疗机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1、3.2、3.3、3.4、17.6、17.9

执行实体 ：位于埃及的卓越医疗中心、埃及曼苏拉医疗中心，以及位于埃及阿斯旺的 MAGDY YACOUB 心脏病学 

中心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C5f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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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几十年前，毛里求斯面临着若干传染病，如疟疾、儿童传染病和结核病。此后，该国开始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方针采取重要措施，以根除这些疾病或将其控制在目前

的低水平。

目前，毛里求斯通过实际案例和模拟演习，在应对疾病暴发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方面获得

了丰富多样的专业知识。毛里求斯在控制传染病方面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实施了有效的监测

方案以及 “国家扩大免疫方案”。

然而，毛里求斯与存在流行病的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空中和贸易联系，这增加了病原体输

入的风险，也增加了该国易感染流行疾病的脆弱性。此外，该国还受到气候变化及其对病

媒分布的影响，病媒传播疾病的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提高警惕。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上述挑战，毛里求斯卫生和福利部（MOHW）制定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操作计划。

该计划的目标是控制疾病的传播，提高人口的生活质量，并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MOHW 实施了一项有效的监测方案，对所有入境的港口和机场旅

客进行筛检，并按照既定规程对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传染病的控制工作

由 MOHW 传染病控制部门以及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监察局负责执行，由卫生局局长负责。

MOHW 还与毛里求斯港口管理局、护照及入境事务处、毛里求斯机场有限公司、机场航站

楼营运有限公司（ATOL），以及民航处合作开展港口和机场监察工作。每年从无症状乘客身

上抽取约 8 万份血样进行疟疾筛查。所有阳性病例都在医疗中心隔离并进行相应治疗。毛

里求斯还采取了适当的公共卫生措施，以控制病媒和防止当地传播，例如喷雾、杀幼虫剂、

室内和屋顶检查、室内滞留喷洒、发烧调查和公众卫生教育。

在免疫和接种措施方面，该国实施了一项 “国家扩大免疫方案”。该国分成六大卫生区域，

包括罗德里格斯岛，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疫苗接种协调中心，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管理，并提

供必要的后勤支持。目前，毛里求斯有 159 个活跃中心，罗德里格斯岛有 15 个活跃中心，

目的是在步行距离内就能提供免疫服务。

此外，毛里求斯最近推出了新的疫苗，即 2015 年的轮状病毒疫苗、2016 年的肺炎球菌疫

苗和 2016 年的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六价疫苗于 2018 年推出，可对白喉、破伤风、

毛里求斯在控制传染病方面显身手

预防病媒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病、百日咳、白喉、
麻风病、血吸虫病和脊髓灰质炎

© 毛里求斯卫生和福利部

95



百日咳、肝炎、脊髓灰质炎（灭活）和 B 型嗜血杆菌流

感产生免疫力。良好的公路网、充足的运输设施和其他

现代通讯工具的存在也大大促进了此免疫方案的成功。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疫苗接种已扩大到高危地

区人口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劳动人员，特别针对 15-45

岁年龄群体。在补充免疫接种活动期间，有 5 万多人接

种了麻疹疫苗。由于 2018 年 4 月麻疹暴发，该国已对

MMR 疫苗接种时间表进行了审查，第一次接种是在 9 个

月时，第二次接种是在 17 个月时。采取的其他公共卫生

措施还包括追踪接触者和补充免疫接种活动。

媒介生物控制部门在全岛开展了 516 次蚊虫调查。在受

影响地区登革热暴发期间加强了昆虫学调查。

此外，2018 年 7 月，在 MOHW 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GIS）

部门。该部门致力于提供测绘、分析和数据管理服务，

以支持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促进整个 MOHW 内的协作。

在麻疹疫情监测和响应活动中，在高级别情况报告中显

示病例的地理分布情况，以及在登革热疫情中，协助确

定喷雾活动地点，这些都显示了打造 GIS 能力的重要性。

此外，2019 年 3 月，作为加强《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

核心能力战略的一部分，该国启动了综合疾病监测和响

应（IDSR）机制。此机制可以向位于总部的传染病控制

部门提供来自全岛各地的 11 种优先疾病的实时信息。1

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4830/WHO-

WHE-CPI-2019.55-eng.pdf?sequence=1

多年来，毛里求斯在更广泛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和管

理法》（2016 年）和最新的《公共卫生和检疫法》的指导下，

已经成功地使用多个正式的和特设的多部门机制应对了

很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社会融合、社会安全和国家

团结部的支持下，该国设立了一个全面运行的国家灾害

风险减少和管理中心，开展针对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的准

备和响应工作。

在南南合作方面，该国与邻国签署了关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跨境协议、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MOU）。毛里

求斯正在通过印度洋委员会（IOC）推动一个名副其实的

“唯一健康”议程。

毛里求斯还签署了一项宪章，每周分享科摩罗、马达加

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旺岛和塞舌尔等印度洋岛屿内发

生的易流行疾病的数据。该国还被要求通过 Zoom 平台

与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非洲 CDC）分享相关数据。

联系方式 ：

姓名：V Gujadhur 博士

职务：卫生局局长（公共卫生）

机构：毛里求斯卫生和福利部

电子邮箱：vgujadhur@live.com

项目名称 ：传染病的控制

国家 / 地区 ：毛里求斯

提名方 ：毛里求斯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3.D

支持方 ：毛里求斯政府（财政、经济规划和发展部）及其捐助合作伙伴，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合作

伙伴

执行实体 ：毛里求斯卫生和福利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正在进行（全年）

实践网址：https://bit.ly/3jpJc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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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卫生不平等都是一项重大挑战。这两个国家的

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大多数有技能的卫生人员在城市地区工作。影响农村人口的

许多疾病都很容易治疗，但缺乏可用的医疗卫生服务。必须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并对预防人

员进行培训，才能缩小农村和城市地区在医疗卫生结果方面的差距。为了实现联合国确定

的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目标，必须重点关注那些最落后的群体。

寻求解决方案

在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的支持下，“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 项目致力于改善乌干达

和肯尼亚边缘化社区获取和利用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相关组织重新开放前殖民统治者在

农村地区留下的旧诊所，并为其提供工作人员。这些诊所位于边缘化社区，那里没有足够

的资源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或者很难找到合格的专业人员。通过技术熟练的卫生人员的

交流，该项目在这些边缘化社区提供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此外，年轻的专业卫生工作者还

会对当地人进行基本的医疗卫生培训，从而确保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可持续性。

该项目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更具体地说，有助

于实现具体目标 3.8。其总体目标是：改善针对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的预防性健康教育和服务；

改善针对预防艾滋病毒和乙型肝炎的健康教育和服务；提高项目所在地的疟疾预防知识水

平；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改善五岁以下儿童和哺乳期母亲的营养；更新卫生设施管

理的指导原则；培养管理社区发展项目的能力；增加以社区为导向的干预项目的知识和实践；

提高跨文化背景下的专业素养。

本项目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在机构合作的框架内相互交换专业人员。

迄今为止，共有 36 名来自乌干达和肯尼亚（各 18 名）的熟练卫生和行政人员进行了为期

12 个月的交换，其中包括护士、临床官员、助产士、营养师、药剂师和生物医学技术人员。

回国后，还会开展一个月的后续工作，以确保卫生人员在国外获得的知识能够转移到自己

的工作场所内。此举能增加组织学习的机会，从而使结果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该项目已

经在逐步增加派出的卫生人员数量。从 2017 年的每年 4 人交换开始，逐渐发展到现在的每

年 12 人。

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

改善乌干达和肯尼亚边缘化社区卫生诊所的可获得性和利用度

© N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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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 ：改善了肯尼亚和乌干达六个边

缘化社区获得和利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加强了

当地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增加了当地社区的医疗卫生

宣传工作。通过对当地社区进行预防培训和建设当地工

作人员的能力，项目结束后取得可持续成果的机会也得

到了增加。

Norec 在这一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包括促进会议规划、开

展中期项目审查、合作伙伴培训、预备课程以及在出国

交流之前向卫生人员汇报情况。在机构合作框架内交换

卫生人员的概念是提高技能、知识和能力的一种非常广

泛的模式。自 2001 年以来，Norec 一直支持各种发展中

国家卫生部门开展人员交换。这种交换的方法可以很容

易地在各种环境中应用，也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实地需要

扩大或缩小规模，从而使其成为技术上可行的一种解决 

方案。

这个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的横向设计和对互惠性的关

注。双方充分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发挥各自的优势，

相互学习。共同的主人翁和行动意识是共同规划并实施

项目的结果。发展合作项目的设计往往以捐助方向受援

国转让技术为基础。认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价值，

可以在项目中创造更大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性和可持 

续性。

联系方式 ：

姓名：Helge Espe 先生

职务：高级顾问

机构：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电子邮箱：helge.espe@norec.no

姓名：Marit Bakken 女士

职务：项目主任

机构：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电子邮箱：marit.bakken@norec.no

项目名称 ：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改善乌干达和肯尼亚边缘化社区卫生诊所的可获得性和利用度

国家 / 地区 ：肯尼亚、挪威、乌干达

提名方 ：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8、17.9

支持方 ：NOREC

执行实体 ：GLOBAL LINK AFRICA 和 ISERVE AFRIK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 – 2022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wGY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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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减少不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提高麻风病和残疾服务的质量

建设卫生人员的能力，确保改善麻风病和残疾患者的健康、生活条件和尊严

© Norec

挑战

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如果不治疗会导致残疾。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都在遭受该

病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些国家视为麻风病优先国家。在这三个国家，残疾

对公共卫生、社会和康复服务来说是一项挑战。不仅会带来一种身体机能障碍还会带来羞辱、

歧视、活动限制和社会参与限制。确保改善治疗、制止歧视、促进针对麻风病和残疾患者

的普遍包容性，以及建立强大的跨国合作伙伴关系来分享相关知识，这些都是应对这一挑

战的关键。

寻求解决方案

“提高麻风病和残疾服务的质量” 项目旨在提高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麻风病和残疾服

务的质量。在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的支持下，该项目努力帮助人们克服麻风病和其他

残疾对身体、社会和心理的影响。该项目通过三国之间交换熟练的卫生人员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倡议旨在实现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可持续发展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可持

续发展目标 10（减少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9（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更具体地说，

该项目旨在促进残疾人的社会包容性（具体目标 10.2），通过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能

力建设（具体目标 17.9），改善麻风病这一传染病的治疗（具体目标 3.3）。

该项目采用的方法是在三国机构合作的框架内相互交换技术熟练的卫生人员。交换 15 名熟

练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和理疗师，每个国家各 5 名，交换期至少为 6 个月。通过

这种交流获取的学习成果将与三国各自的工作人员分享。此外，还与国家政府、民间社会

组织和国际论坛分享该项目的学习成果。在返回本国和所属组织后，卫生人员还将继续开

展两周的后续工作。这一阶段能帮助确保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工作

场所内。此举能增加组织学习的机会，从而使结果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

该项目已经运行了两年，迄今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大幅提高了残疾人获得高质量残疾服务

的比例，在相关组织运营的医院、手术营和门诊诊所中，接受需要的辅助技术的残疾患者

人数增加了 17%，接受重建手术的人数增加了 48%。在社区中，麻风病患者和残疾人的社

会融入程度有所提高。通过该项目学习到的具体技能包括但不限于：骨科和麻风病手术培训；

电疗法管理；以及在评估残疾人士对物理治疗的需求方面拥有更深入的知识和技能。医疗

卫生人员还帮助制定了关于羞耻和社会融合的若干研究建议，这些建议已在一次会议上获

得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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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ec 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包括促进会议规划、开展

中期项目审查、合作伙伴培训、预备课程以及在出国交

流之前向卫生人员汇报情况。在机构合作框架内交换卫

生人员的概念是提高技能、知识和能力的一种非常广泛

的模式。自 2001 年以来，Norec 一直支持各种发展中国

家卫生部门开展人员交换。这种交换的方法可以很容易

地在各种环境中复制，也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实地需要扩

大或缩小规模，从而使其成为技术上可行的一种解决方

案。

这个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的全横向设计和对互惠性的

关注。所有三方合作伙伴都充分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和

实施。三方合作伙伴各有所长，相互学习。相关组织报

告称，它们已经能够确定适用于不同国家情况的最佳实

践方法。共同的主人翁和行动意识是共同规划并实施项

目的结果。认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价值，可以在项

目中创造更大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性和可持续性。此项

目还帮助建立了这些组织的信心和能力。

联系方式 ：

姓名：Helge Espe 先生

职务：高级顾问

机构：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电子邮箱：helge.espe@norec.no

姓名：Marit Bakken 女士

职务：项目主任

机构：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电子邮箱：marit.bakken@norec.no

项目名称 ：提高麻风病和残疾服务的质量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挪威

提名方 ：挪威交流合作署（NORE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10.2、17.9

支持方 ：NOREC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际麻风病任务团、缅甸麻风病任务团、尼泊尔麻风病任务团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Qyc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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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非洲国家和社区最容易受到卫生挑战和危机的影响。在非洲，每分钟就有 5 名 5 岁以下儿

童死亡，主要原因是薄弱的医疗基础设施和能力。这需要加强医疗部门和医疗专业人员的

能力，以确保公民的福祉，并尽量减少人口丧生。

这两个东道国都面临某些医学专业外科医生和普通医生短缺的问题。村庄和脆弱地区的许

多危重病例正在寻求医疗帮助。此外，由于在许多医疗领域缺乏资深专家，当地医生和医

务工作者需要高级培训和能力建设方案。

寻求解决方案

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开展探索性任务和需求评估研究之后，巴勒斯坦国际合作机构（PICA）

得出结论，需要针对某些医学专业领域提供医疗手术和检查服务，并通过专业知识转移来

为当地医生提供培训，以确保可持续性。

PICA 认为，促进非洲国家卫生部门的发展是这一地区的一大优先事项。该方案旨在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做出贡献。几内亚科纳克里和塞拉利昂的这两个方案都

旨在通过以下方式提高卫生部门在儿科和眼科手术方面的能力： 

• 能力建设项目：通过与两国的五家当地医院合作，将医疗知识传授给当地医生和外科医生，

以加强他们在所需领域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两个目标国家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知识和专业

技能来源。

• 医疗周：为满足目标国家的医疗需求，巴勒斯坦专家医生和外科医生在项目时间表内通

过医疗周活动为来自村庄和脆弱地区的当地公民提供手术和体检服务。

• 在以下两方之间建立开放的沟通机制： 

 ʰ 在目标国家的医疗系统和巴勒斯坦医疗系统之间，从而提供最新的研究知识和资源，

并将此作为长期合作的基础； 

 ʰ 在专家和医生之间，从而确保建立畅通、真诚的沟通渠道，克服传统渠道的局限性。

 

PICA 和巴勒斯坦卫生部以及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专家医生和合作伙伴自下而上地研

究了卫生部门的当前能力。此项目针对弱势地区以及医疗专业和专业技能的短缺问题，可

以提高医疗能力的质量，为大量人口提供服务。专家们发现他们需要多个医学专业，包括

眼科和儿科。此外，主要城市医院还缺乏资深专家和督导。

PICA 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医疗项目

进行 100 多例关键手术和 120 多项医学检查，为当地医生和医学生提供一系列
培训课程

© P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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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方法是与东道国和当地社区进行横向合作。利益

攸关方的努力是有效的、协调一致的。东道国真诚而热情，

在可能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满足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需求。

专家和医生致力于在实地带来切实的影响。

这些任务组成功打造了医疗周活动，在几内亚科纳克里，

外科医生进行了 30 多例关键手术、5 例儿科手术和 50

多例体检。此外，东卡医院和伊格纳斯迪恩向 70 多名当

地医生、医学生和医务辅助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医疗培

训。此外，还到访了其他一些提供医疗咨询的当地医院，

并评估了该项目下一阶段的医疗需求。在塞拉利昂，外

科医生进行了 60 多例眼科手术、12 例儿科手术和 70 多

例体检。

从开发项目中创造可持续的影响始终至关重要。将医疗

周与能力建设方案结合起来，将能够确保知识的有效转

移和项目的可持续性。任务组的工作结束后，专家网络

还与当地医生和医科学生进行了动态交流；该项目将扩

大专家队伍作为一项优先事务。这将释放出知识共享的

潜力。

为了实现理想的网络共享动态，PICA 首先与几内亚的妇

幼社会促进基金会（PROSMI）签署了医疗和技术合作

协议，该基金会重点关注的是家庭和妇女健康、环境、

妇女赋权和教育等问题。通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

PICA 能够直接从社区了解其需求、挑战和优先事项。

此外，PICA 从几内亚的黎巴嫩社区和医院开始，与当地

医院和社区一起建立了一个技术网络。

为了促进优秀实践和知识的系统性、跨国家转移，PICA

认为，最佳效益不会来自单一的合作项目或一次性干预

措施，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每天都会

迎接新的挑战。PICA 决定根据优先级评估来分阶段实施

此项目。建立明确的技术流程，做好专家准备工作，并

打造一个活跃的网络，将可以确保在整个时间表内顺利

地复制此项目方案。

联系方式 ：

姓名：Hiba Ismail 女士

职务：外交官、项目官员

机构：巴勒斯坦国际合作机构（PICA）/ 外交部

电子邮箱：Hismail@mofa.pna.ps

Skype ：hiba.m.ismail 

WhatsApp ： +970598353603

项目名称 ：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医疗项目

国家 / 地区 ：几内亚、塞拉利昂、巴勒斯坦

提名方 ：巴勒斯坦国际合作机构（PIC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2、3.C、3.D

支持方 ：巴勒斯坦国 - 政府基金，通过 PICA

执行实体 ：PIC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20-2022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b2AR1O ；https://bit.ly/2YvxPhG ；https://bit.ly/34AET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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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和平、正义和
强大的制度

挑战

由于缺乏备灾能力，许多国家在发生灾害时都需要外援。面对类似的问题领域，苏丹在伊

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急救医疗服务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在苏丹所承担的任务范围内，

已经出现了提升其在急救医疗服务领域能力的必要性。在发展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之后，

苏丹应该带领其他的 OIC 国家。

寻求解决方案

作为 2017 年底启动活动的延续（作为 TIKA 急救医疗能力建设方案（ATKAP）的一部分），

苏丹和土耳其继续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训活动。ATKAP 方案的首次实施是在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的。ATKAP 包括短期模块的实施，如急救医疗援助、急救实践以及

灾前和灾后组织。

该方案的目的是提高急救医疗干预的人力资源能力，并通过培养培训人员的能力来确保项

目的可持续性。通过为苏丹打造的人力资源能力来在第三国提供培训，是通过国际合作来

建立抗灾能力和应急复原力的目标之一。这些活动也将有助于开展 OIC 的应急响应倡议。

已经建立了苏丹在 OIC 的急救医疗服务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所需的专家培训师库，并已在 OIC

其他成员国开始培训工作。截至2020年3月，苏丹和土耳其专家已经向吉布提、乍得、索马里、

几内亚、冈比亚和尼日尔提供了 “灾难和应急响应介绍（ADG+）” 的培训。已经对 TİKA 方

案协调办事处所在的 OIC 国家的内部需求进行了评估，而且考虑了第三国培训的困难。在

这六个国家工作的总共 172 名医疗专业人员参加了培训。目标是通过在每个国家建立至少

五名当地培训师的能力，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开展培训。因此，应急响应能力得到了提

升（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3），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得到了改善（SDG 6）。

需求、需要和协调的容易度被确定为选择执行方案国家的基本参数。位于项目实施国家的

TIKA 方案协调办事处负责开展在实地现场与相关国家当局的协调工作。该项目的全面协调

工作由 TIKA 负责提供。津贴、后勤费用和设备费用由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和

培训中心（SESRIC）、土耳其共和国卫生部和 TIKA 共同承担。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共有 231 名苏丹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接受了 ADG+ 培训，其中挑选了 58

名接受了成为培训师的培训。在第二阶段，12 个国家中的 6 个（乍得、吉布提、冈比亚、

几内亚、尼日尔和索马里）共有 172 名医疗人员接受了 ADG+ 培训，并从每个国家挑选了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成员国的急救
医学能力建设

对 OIC 成员国应对灾害和紧急情况的医疗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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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培训师候选人。ADG+ 培训班是由土耳其卫生部设

计和实施的。计划 2020 年在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利

比亚、塞内加尔、突尼斯和乌干达举办培训班；但是，

COVID-19 的爆发将造成培训班的延迟。随着大流行情况

的缓解，培训将继续进行。

优先事项是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在苏丹）打造当地培训

师的能力。随着当地机构采用该项目，将支持当地培训

师在本国开展培训。此外，苏丹当地培训师在接受大约

一年的训练后，在第三国和在他们自己国家举办的培训

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让其他国家利用他们的成果，这

是该项目最重要的产出。

这个方案也在巴尔干地区实施。在该项目的范围内，还

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了培训师在应对灾难和紧

急情况以及急救培训方面的能力。虽然计划于 2020 年 3

月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派出一个急救培训师小组在

克罗地亚开展培训，但由于 COVID-19 大流行，此项培

训被迫推迟。此外，还计划由当地培训师在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组织灾难和应急响应培训，并由塞尔维亚、

黑山和克罗地亚的医疗专业人员参加。

此外，作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开展项目的一部

分，将继续在当地培养训练师在野外搜索和救援以及城

市搜索和救援方面的能力。因此，该项目可以在不同的

地区实施。

应请求，可以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实施该计划。与 TIKA 以

需求为导向的工作原则相一致，合作伙伴的需求是与其

他利益攸关方一起实施项目的最重要的启动因素。预计

此方案的实施将带来地方自主权和适应性的提升，同时

与合作伙伴国家分享相关经验。

联系方式 ：

名称：战略发展部门 

机构：土耳其合作和协调机构

电子邮箱：sgdb@tika.gov.tr

电话：+90 312 939 70 00

项目名称 ：提升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成员国的急救医学能力

国家 / 地区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乍得、吉布提、冈比亚、几内亚、利比亚、尼日尔、塞内加尔、索马里、 

苏丹、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

提名方 ：土耳其合作和协调机构（TIK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D、16.6

支持方 ：TIKA

执行实体 ：TIKA、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和培训中心（SESRIC）、土耳其共和国卫生部、苏丹联邦卫 

生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1 年

实践网址：https://bit.ly/2YHyXP5 ；https://bit.ly/2Ex2d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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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和平、正义和
强大的制度

挑战

天生听力障碍儿童的问题通常很晚才会被注意到，因此可能会导致诊断和治疗的延误。训

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可以通过使用一些特殊设备进行测试，检测儿童的先天性听力问题。如

果能及早发现，就能及时解决；如果没有及早发现这一问题，儿童的认知发展可能会出现

延迟，而认知发展往往与听力有关。在这一点上，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孩子的听力存

在问题，要能在出生后立即被发现出来。

寻求解决方案

土耳其是世界上实施新生儿听力筛查测试的领先国家之一。因此，土耳其在这一领域积累

了很多经验，可以与面临上述挑战的国家分享。土耳其合作和协调机构（TIKA）于 2017 年

启动了母婴健康方案（ACSAP）。该方案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新生儿听力筛查重要性的认识，

同时向受援国的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必要的早期检测医疗培训和设备。在方案范围内，通过

在有关卫生机构散发传单来提高认识，同时由来自土耳其的专家向受援国的医疗专业人员

提供培训。还针对受援国不容易获得的医疗设备提供相关捐赠。

ACSAP 重点关注 SDG 具体目标 3.2（到 2030 年，消除新生儿和 5 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

该目标设想在 SDG 3（保障健康生活）的范围内改善新生儿和孕产妇的健康。新生儿听力

筛查项目是 ACSAP 的子模块之一。

此项目计划从伙伴国家政府选定的区域开始，对每个儿童（特别是在医院出生的儿童）进

行听力筛查，并通过小册子和宣传单来提高非在医院出生儿童的家庭认识。

在该项目范围内，对受援国从事新生儿科工作的医疗工作者进行了培训，提供了设备捐赠、

宣传活动以及提高相关认识的方法。确保所有这些流程都由有关国家的当地人员和卫生部

所有。TIKA 方案协调办事处还对与提供的培训和医疗设备捐赠有关的监督研究进行了监督。

项目是在 TIKA 的协调和资金支持下实施的，来自国际医生联盟（一家总部位于土耳其的非

政府组织）的医生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同行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受援国

的卫生部门也安排了员工参加了培训。

2017 年 4 月 9 日至 14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奥什和比什凯克的三个中心举办了培训

课程，为 160 名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听力筛查培训。在这些培训课程之后，两名吉尔吉斯听

力学家在伊斯坦布尔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高级培训，两名吉尔吉斯医生在伊斯坦布尔接受

新生儿听力筛查计划

建立关乎新生儿智力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听力筛查体系

©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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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期一个月的耳蜗植入培训。在该项目范围内，TIKA

向吉尔吉斯共和国卫生部提供了四部听力筛查设备。凭

借这些捐赠的设备，比什凯克的 2.5 万名婴儿和奥什的 1.6

万名婴儿接受了测试。根据这些筛查的结果，200 名存

在听力损失的婴儿接受了进一步的测试并开始接受治疗。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组

织了培训班，来提高人们对听力筛查重要性的认识，来

自塔吉克斯坦不同地区的 33 名医生参加了此培训班。随

后，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24 日，塔吉克斯坦四个不同地

区选派的由耳鼻喉科医生和新生儿科医生组成的 9 人代

表团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了培训。

作为项目伙伴的受援国卫生部拥有这些项目，得益于

TIKA 的捐助，这些项目在短期内就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该项目可以在任何区域复制和应用。对于未来的项目利

益攸关方来说，只要申请并拥有该项目，就足以启动该

项目。

联系方式 ：

名称：战略发展部门

机构：土耳其合作和协调机构

电子邮箱：sgdb@tika.gov.tr

电话：+90 312 939 70 00

项目名称 ：新生儿听力筛查计划

国家 / 地区 ：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提名方 ：土耳其合作和协调机构（TIK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2、3.8、16.6

支持方 ：TIKA

执行实体 ：TIKA、国际医生联盟（AID）、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卫生部、塔吉克斯坦卫生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mpGlG ；https://bit.ly/2CW6b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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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在公平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全球南部国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发达国家都面临着若干挑

战，特别是地处偏远、难以到达地区的边缘化社区。相关挑战包括：获得医疗的机会有限；

人力和技术资源匮乏；医患比例高；以及文化、行为和城乡差距。与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COMSATS）的许多成员国一样，巴基斯坦也面临着这些挑战，该国过去几十

年人口高速增长，而且在获取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其人口中的弱势群体更是如此。

寻求解决方案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出现为开发新的医疗卫生服务形式、填补空白以及加强现有的

医疗卫生系统创造了方法。远程医疗是随着时间推移出现的一种创新模式，能促进使用电

信和虚拟技术在传统医疗设施之外或在其辅助设施中提供医疗服务。COMSATS 是在巴基斯

坦使用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实施同步远程医疗的先锋，此项目展示了如何在边缘化社区和

难以到达的偏远地区开展工作，应对满足并维持公平提供医疗服务的挑战。其目标是帮助

应对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向当地贫困社区公平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挑战。

COMSATS 于 2001 年在巴基斯坦 Gujjar Khan 启动了远程医疗服务，作为一项本地的试点活

动。其目标是实施远程医疗，向没有或少有医生的远程地点的病人提供医疗咨询。2004

年，COMSATS 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以及位于斯卡杜的社区组织（CBO）巴

尔蒂斯坦健康和教育基金会（BHEF）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扩大了这项活动的规模和范围。

IDRC 资助了该项目的活动，目的是促进增长，减少贫困，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大规

模积极变革。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开展以行动为基础的研究，从而向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贫困和边缘化

社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并评估远程医疗作为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易于获得的医疗系统

的方式和模式的有效性。在该项目的活动下，COMSATS 在其位于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首

都）的办公场所设立了一个资源中心，并在斯卡杜（吉尔吉特 - 巴尔蒂斯坦地区首府）的

一所社区医院设立了一个远程医疗中心，由 BHEF 负责行政管理。斯卡杜位于山区，这里属

沙漠地形，而且伴随极端天气。在这一阶段的远程医疗活动中，COMSATS 使用卫星链路连

接两个远程医疗节点，即远程医疗资源中心和远程医疗中心。吉尔吉特 - 巴尔蒂斯坦的边

缘化偏远社区的病人从访问远程医疗资源中心（伊斯兰堡）的专科医生那里获取医疗服务。

最初提供的医疗咨询包括心脏科、胃肠科、皮肤科、儿科和妇科。COMSATS 通过此项目活

动获得了大量的相关知识，特别是在建立技术基础设施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操作等方面。 

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OMSATS）的远程医疗方案

努力实现可持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 COMS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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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所获得的这些知识，COMSATS 得以在该国的其他

地区提供医疗干预服务。随后还进一步扩大了远程医疗

服务，不同城市和周边社区的十几家基本医疗单位（BHU）

作为远程医疗中心与伊斯兰堡的远程医疗资源中心相连，

其中包括在以下地区的远程医疗中心：兹霍布（2011 年）；

伊斯兰堡 - 戈基那（2013 年）；Sawabi – Dagai（2013 年）；

伊斯兰堡 D-10（2014 年）；奎达 - 瓦达特殖民地（2014 年）；

木尔坦 - 穆扎法拉巴德（2015 年）；白沙瓦 - 桑古（2015

年）；拉合尔（2015 年）；凯尔布尔 - Ubhri（2015 年）；

瓜达尔 - Shadoband（2015 年）；木尔坦 - Panjfaiz（2015 年）；

Mansehra - Behali（2017 年）；Mardan - Dera Lakhpani（2018

年）；Sawabi - Tarakai（2018 年）；以及 Jhelum - Swika（2019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纳入了普通门诊护理和防治慢

性病的医疗服务。

事实证明，COMSATS 的远程医疗方案是在不同的、难以

到达的偏远地区和社区扩大医疗服务范围和提供公平医

疗服务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之一。向来自边缘化、

弱势地区和社区的病人提供了 65000 多次医疗咨询。

在该方案的创新方面，当 COMSATS 开始其远程医疗方

案时，其服务基于卫星连接来实现互联网连接，并开

展视频会议，以实现患者与医学专家之间的医疗咨询。

COMSATS 了解到对基本医疗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

开发了一个病人信息系统以及一个分享病人数据的电子

门户，使用服务器对其进行维护。这种创新机制使患者

能够直接向医生提出他们的问题，得到检查和诊断，并

最终得到治疗。该电子门户的功能包括病人登记、更新

和维护病人的病历和基本检查、病人文档（图片、之前

的检查和报告）、安排与专科医生的预约、医生处方，以

及安全的数据传输。

该方案是可持续的，因为 COMSATS 正在支持远程医疗资

源中心的运行费用（使用来自三级医疗设施的医疗资源），

而远程医疗中心的运行费用则由受益于该服务的地区的

地方卫生组织或当局承担。在伊斯兰堡建立的远程医疗

资源中心，同时结合病人信息系统和电子门户，从而使

在地方卫生组织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复制这些服务成为

可能。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共享资源并共同组织能力建

设活动。

与合作伙伴的潜在合作领域包括：在已经开展远程医疗

工作的组织之间共享资源和专业知识；为选定区域建立

远程医疗系统；通过远程医疗跨地区和跨境分享和提供

医疗意见；以及通过远程医疗为医疗专业人员安排课程

和能力建设项目。

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COMSATS 秉承南南合作的精神，

打算将这种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

他感兴趣的成员国。

联系方式 ：

姓名：Azeema Fareed 博士

职务：首席医疗官

机构：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电子邮箱：drazeema@comsats.org 

项目名称 ：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的远程医疗方案

国家 / 地区 ：巴基斯坦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8

支持方 ：最初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支持，现在由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支持。

执行实体 ：COMSATS ；巴尔蒂斯坦健康和教育基金会（BHEF）；COMSATS 互联网服务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01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b1Jn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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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实现到 2030 年将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人数减少三分之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需要

创新和高效的技术。然而，在全球南部的许多研究机构往往缺乏最新技术所需的技术设备

和能力。虽然目前在非传染性疾病研究中，将疾病发病率与特定基因的表达联系起来是很

常见的，但再进一步的继续研究还很少。ICGEB 成员国的研究人员需要学习可以进一步推动

这项研究的技术，以开发人类疾病的动物和细胞模型，这样创新疗法的开发也可以在全球

南部的实验室中成为可能。

寻求解决方案

用于治疗许多非传染性疾病的传统做法和方法不足以解决世界各地日益加重的负担。越来

越清楚的是，卫生研究方面的新发展和新方法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创新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通过 ICGEB 带头开展的合作和培训，目前已经可以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获取创新疗法和开

发这些疗法的手段。

基因编辑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新技术之一。此项技术可以非常精确地编辑哺乳动物细

胞的遗传信息，从而有可能修正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突变。这是一种相对容易实施和廉价的

技术，可以在任何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内实施。

自 2016 年以来，ICGEB 一直致力于建立南南平台，通过举办理论和实践研讨会，分享有关

基因编辑领域最现代技术的知识及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这些研讨会涉及的领域包括： 

• 生成携带有与人类疾病有关突变的动物模型，以便深入了解疾病发生和进展的分子机制；

• 将这些突变引入胚胎干细胞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PS），从而创建疾病的细胞模型，并使用

这些模型来筛选特定药物的功效，或理解相同基因突变所导致疾病表现的个体间变异性

（精准医学）；

• 基于基因编辑开发创新疗法。

 

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开发简单的、经济有效的生物模型，如斑马鱼和秀丽隐杆线虫，可以

用来研究基因修饰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这使得科学更有影响力，从而提高申请研究资

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成果更有可能转化为适用的治疗方法。

这些 ICGEB 国际研讨会可以帮助来自成员国的科学家们了解最新的基因编辑程序，并将其

应用于自己的国家和实验室。在这些研讨会上，来自 ICGEB 各成员国的科学家们相互学习，

基因编辑疗法

通过基因组编辑的创新技术，加强目前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方法

© ICG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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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技术，开展新的合作，并有机会讨论与该技术相关

的伦理和监管问题。“ICGEB- 联合研究中心（JRC）基因

组编辑研讨会” 就是一个切实的例子，此研讨会期间收

集了来自比利时、意大利、肯尼亚、拉脱维亚、尼日利亚、

泰国和英国的专业知识，并加强了不同学术机构和实验

室之间的合作，从而提供有关技术及其应用所带来的监

管、伦理和社会挑战的咨询服务。还通过与阿根廷、巴西、

埃及、伊朗、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国家的产

业进行技术转让和合作来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国际研讨会是一次获得必要知识的难得机会，从而扩展

基因表达相关研究的影响，正如 ICGEB 收到的有关此课

题的拨款申请数量所记录的那样，全球南部国家正在越

来越多地开展这些研究。

这种实践的结果最终会带来全球南部的能力建设和知识

转移，从而超越用于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传统做法和方

法，进入基因编辑的先锋领域。

基因编辑与降低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的目标直接相关，

有助于改进治疗计划并丰富有关疾病发病和进展的遗传

信息。

国际研讨会的溢出效应以及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建

立的合作可以确保这种实践方法的可持续性。

这项倡议可在全球南部的其他国家推广和复制，因为

ICGEB 在世界各地拥有一个强大的科学网络，其方案管理

架构已经有效运作了几十年。ICGEB 的标准程序和基础设

施的模型以中立、完整和透明著称，很容易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Marianna Maculan 女士

职务：对外关系主管

机构：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电子邮箱：maculan@icgeb.org 

电话：+39 040 3757216

项目名称 ：基因编辑疗法

国家 / 地区 ：ICGEB 在世界各区域的 65 个成员国：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不丹、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约旦、

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黑山、摩洛哥、

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津巴布韦

提名方 ：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

支持方 ：ICGEB、意大利、印度、南非、欧盟

执行实体 ：ICGEB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20 – 2030 年

实践网址 ：www.icgeb.org/genome-editing ；https://bit.ly/3aV1Iwy ；https://bit.ly/3hsvM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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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工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是全世界的健康负担，有必要识别新药。将现有和已批

准的药物用于新的治疗应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南部的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成员国的研究机构往往装备不良，没有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的能力。因此，成员国的实验

室越来越需要合作和分享筛选技术，同时还需要分享生产和销售生物药物所需的技术。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球南部筛选新的、改进的和可用的药物疗法的能力，并在各国

和合作伙伴之间分享知识。通过高通量筛选（HTS）技术，能够研究可能代表新的生物疗法

的生物分子（药物、基因或蛋白质）的治疗效果。利用基因和药物库进行筛选有望帮助南

南合作开发新的生物疗法，还能将已经获批的药物用于新的治疗用途。

该项目的目标是增加全球南部获得类似生物治疗产品（SBP）的机会，这些产品通常被称为“生

物仿制药”，可以作为更昂贵的重组蛋白药物的替代品。重组治疗蛋白是一类极具成为新疗

法潜力的药物。由于其中一些即将脱离专利保护，因此显然，仿制药的成功模式可以有效

地将其转变为生物疗法。这有望降低成本，满足全球需求，促进市场竞争，并保持对创新

的激励。

ICGEB 与全球南部的实验室合作建立了 HTS，从而为在此领域开展南南合作开辟了道路。

HTS 是一种实验性的药物发现流程，可以快速测试大量样品在生物体、细胞、通路或分子

水平上的生物活性。ICGEB 与联合研究中心（JRC）合作，与各国科学家一起建立和实施筛

选方案，分析天然化合物库，以了解它们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的潜力。这些筛选流程的目的

还在于识别能够干扰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生物流程的天然化合物。ICGEB 的作用是提供科

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 JRC 的主要功能是识别可以从高通量工作流和自动化高内涵成像相

结合中受益的特定研究领域和当地需求，对开发体外技术来减少动物试验尤其感兴趣。

ICGEB 的重点是生物仿制药的开发，生物仿制药即以前授权的具有相似生物活性、物理化

学特性、疗效和安全性的生物治疗药物的复制品。这一定义意味着生物仿制药不需要是原

始生物药品的完全复制品，但应该具有几乎相同的活性。生物仿制药的开发者通常无法获

得用于原研药生产的方案。ICGEB 多年来一直积极促进向全球南部制药业转让生产几种生

物仿制药的技术。这些能力建设活动使公司能够建立清洁生产生物仿制药的良好生产规范

（GMP）。目前有 50 种生物仿制药正在开发中，未来 5 年可能会形成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2005 年至 2018 年，在全球南部的 14 个国家成功实施了 89 项技术转让。

高通量测序（HTS）和生物仿制药

通过南南知识分享和技术转让来获取工业技术发展，从而增加获得负担得起药
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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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物仿制药的生产技术转让（如中国、孟加拉国和

伊朗）来促进南南合作。生物仿制药提供了一次前所未

有的机会，因为它们可以由一类新的小型且专注的生物

技术公司生产和销售，因此可以依靠相对有限的经济支

持来实现竞争成功。ICGEB 旨在转移有关知识产权保护、

监管和创业技能方面的知识。

该项目是可持续的，因为这些领域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

设预期将产生生物疗法的新目标，并促进当地公司的发

展，使其商业化。科学进步将带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

文章，从而增加吸引更多资金的机会。这将产生收入，

而这些收入将再投资于此项目，以吸引更多的国家。

该项目可以在对开发新型生物产品感兴趣的国家复制。

其他方也可以加入，并利用现有的平台来筛选他们的化

合物，针对他们感兴趣的疾病建立筛选项目，或者生产

重组蛋白。已经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可以在设置新筛选

项目或改进蛋白质生产和进入市场的不同步骤方面获得

援助。最后，愿意在当地建立平台的国家也可以从该项

目中受益，这些国家可以作为实施过程中的效仿典范以

及未来合作的枢纽。

联系方式 ：

姓名：Marianna Maculan 女士

职务：对外关系主管

机构：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电子邮箱：maculan@icgeb.org 

电话：+39 040 3757216

项目名称 ：高通量测序（HTS）和生物仿制药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

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厄瓜多尔、埃

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黑山、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北马其顿、

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

提名方 ：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8、3.B、9.5、9.B

支持方 ：中国、印度、意大利、南非、ICGEB 

执行实体 ：ICGEB

项目状态 ：七项方案 - 均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5-2030 年

实践网址 ：www.icgeb.org/science/medical-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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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到 2040 年，由于世界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神经退行性疾病（人

脑不同区域逐步退化导致的一组相关疾病）将成为全球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因此，从国家卫生政策的角度来看，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全球南部国家没有能力开展这些研究：他们不能确定与这些疾病有关的遗传变异，也不能

建立模仿人类疾病的动物和细胞模型。此外，各国卫生和研究中心之间还经常缺乏协调和

情报共享。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具体目标 3.4，即 “到 2030 年，通过预防、

治疗及促进身心健康，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需要创新以及有效

的对抗神经退行的新技术。关键是要具有包容性，也就是说，要考虑来自全球南部人们的

遗传背景和研究。

寻求解决方案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由人脑各区域的不断退化而引起的一组相关疾病。从中风到头痛，神经

退行性疾病影响着全世界多达 10 亿人口（世界卫生组织，2006 年 1）。对于全球南部的国家

来说尤其如此，其中许多国家的预期寿命正在迅速增长。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使得绘制与神经退行性变起源有关的最重要基因成为可能。然而，

这主要涉及的还是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具有相似遗传祖先的患者。在全球南部（特别是在

非洲和东南亚）开展的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有关受神经退行性疾病影响的相关人群的

遗传背景信息以及诱发罹患这些疾病的遗传变异信息，从而潜在地帮助开发更有效的治疗

方法。与此同时，患者及其照顾者还总是面临得不到机构适当支持的风险（即协助、治疗

计划支持援助）。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通过以下方式来帮助实现项目目标：

（i）促进对从早期和晚期病理性神经退行研究中可能产生的前沿技术和概念进展的培训；（ii）

组织研讨会和会议，将不同区域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以及（iii）促进建立南南地方和跨国

的专业人员及患者协会，这不仅能促进相关研究，而且还将确保很快将面临这些新挑战的

国家迅速制定相关法律。

为了帮助填补这一空白，ICGEB 为获取有关这些疾病研究关键方面的全球领先专家网络提供

了渠道。ICGEB在赋权其成员国的国内科学界促进新兴目标领域的研究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1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06年）“神经系统疾病：公共卫生挑战”。网址：https://www.who.int/mental_

health/publications/neurological_disorders_ph_challenges/en/。于2020年8月13日访问。

减缓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

解决全球南部的神经退行问题，减轻全世界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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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GEB 的研究人员在 ICGEB 组件实验室接待和培训来自

ICGEB 成员国的学生和青年研究人员，已经深植于全球南

部许多国家的科学界之中。ICGEB 的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并

组织会议（如 2018 年 12 月 2 日 -7 日举行的非洲基因组

学和人类健康，全球南部采用各种类型科学方法的研究

者们参加了此会议）。这些会议（其中高达 50% 由 ICGEB

赞助）通常至少有 150 名与会者，而且计划每三到四年

定期举行一次。下一次会议计划于 2021 年举行。ICGEB

是该项目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发挥主导作用来促进

ICGEB 组件实验室的合作研究，通过组织聚焦全球南部的

大型专业活动来加强培训和知识分享。此项目的合作伙

伴共同资助这些活动和专业会议，并提供来自全球南部

众多地方的科学意见和应用见解。此外，项目合作伙伴

还通过参与各种专业的科学研究，丰富了项目的目标领

域，如：癌症基因组学、孟德尔和罕见病、神经基因组学、

微生物基因组学、人口基因组学以及妊娠和产前基因 

组学。

该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保障措施包括在项目中通过会议

和专业研讨会来培养相关人力资源，同时 ICGEB 研究员

（博士和博士后）在 41个 ICGEB附属中心开展合作研究（尤

其是在苏丹、伊朗、埃及、利比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2019 年，代表超过 47 个国家的 600 多名科学家在

ICGEB 实验室开展研究，在的里雅斯特进行宏观领域的

跨学科研究，由超过 170 名科学家组成的 18 个研究小组

活跃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相关项目包括有关神

经退行性疾病和传染病，以及免疫学和人类遗传学领域。

就该领域的立法性法规而言，该项目积极帮助规范有关

用于研究的死后组织捐赠的立法（20G00024）（GU Serie 

Generale n.55 del 04-03-2020）。这一立法突破为建立一

个可以用于痴呆症研究的大脑库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代

表了一种可以在全球南部国家推广、实施和复制的模式。

ICGEB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为所有成员国的其他科

学家和决策者提供同样的指导，帮助减轻神经退行性疾

病对宏观经济和人类个体层面的影响，因此对于拥有专

业实验室和机构并且对神经退行性研究和知识共享感兴

趣的 ICGEB 成员国，ICGEB 可以确保此项目在这些国家的

可复制性。

联系方式 ：

姓名：Marianna Maculan 女士

职务：对外关系主管

机构：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电子邮箱：maculan@icgeb.org

电话：+39 040 3757216

项目名称 ：减缓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 

国家 / 地区 ：65 个 ICGEB 成员国：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

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

厄瓜多尔、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约旦、肯尼亚、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黑山、摩洛哥、纳米比亚、尼

日利亚、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

提名方 ：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

支持方 ：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欧盟联合方案 - 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JPND）、法国 THIERRY 

LATRAN 基金会、卢森堡 BENEFICIENTIA STIFTUNG、意大利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研究基金会（ARISLA）、加拿大西

安大略大学

执行实体 ：ICGEB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30 年

实践网址 ：www.icgeb.org/molecular-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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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性别平等

挑战

1956 年国家独立后，突尼斯政治当局选择将计划生育（FP）纳入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当时，

突尼斯既没有必要的医疗架构，也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源使其人口能够从计划生育服务中受

益。计划生育是突尼斯政府的一项解决方案，目的是解放妇女，让她们有更多机会在经济

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1956 年独立后，突尼斯通过了《个人法法典》，禁止一

夫多妻制和遗弃，规定了男女结婚年龄，并对离婚进行了规范。这些是启动计划生育方案

以及授权销售避孕药具和使堕胎合法化的基础支柱。该项目可以帮助妇女决定是否怀孕和

决定怀孕间隔，从而有助于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提高安全分娩率。

寻求解决方案

流动医疗设施的目的是扩大避孕覆盖面，从而降低生育率；向妇女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如

妇科和产前咨询；提高青年和青少年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认识。该项目已经促进

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3（良好健康和福祉）的具体目标 3.1、3.2、3.4 和 3.7，以及 SDG 5  

（性别平等）的具体目标 5.6。此流动战略有助于实施国家人口政策，包括突尼斯的计划生

育和生殖健康政策。

在该国 13 个省中的 5 个省设立了 5 个流动医疗队（MT），并将其部署到一家区域医院。他

们的职能是在妇幼保健中心（PMI）以及设在相关省份的保健中心向人们提供计划生育服

务。这些流动医疗队依赖于团队人员的可用性，包括助产士、护士、护理员和司机。他们

将在现场工作，每周工作 4 天，还会访问拥有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所需的最低设备（特别是

妇科检查台）的外围单位。其余的基本设备由医院提供。突尼斯的计划生育方案是由突尼

斯政府发起的，在最初阶段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的资金支助。USAID 提供了避孕药具、医疗设备、车辆和资金捐助；UNFPA 确保了方案支

持，特别是在交流和培训方面提供了干预措施。自 1995 年以来，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

协助分享了此方案的信息、经验和最佳实践，以便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复制推广。

为有效监测和评价该项目的活动，该项目向计划生育 / 性生殖健康（FP/SRH）服务提供者

提供了一份标准的医疗记录以及一个便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档案系统。统计数据收集登记

册可用于评估医疗行为是否符合方案中规定的标准和程序。

项目第一阶段结束后，结果显示成果超出预期，而且在稳步增长：产前咨询增长了 29.6%（从

60.7% 增长到 90.3%）；辅助生育增长了 19.1%（从 70.2% 增长到 89.3%）；产后咨询增长了

39.9%（从 46.2% 增长到 86.1%）；使用避孕方法增长了 20%（从 43.6% 增长到 63.6%）。结果

远远超过了最初 10% 的目标，知识水平也提高了 17%。此外，参加计划生育服务的人数达

到 24%，使用避孕药具的人数达到 20%。类似地，在第二阶段（1999 年至 2001 年），数据

和统计显示，结果与第一阶段一样令人满意。就 2004-2018 年计划框架内所取得的成果而言，

流动服务战略
根据突尼斯生殖健康方案的经验，实施计划生育和产妇健康战略 ：演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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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流动服务战略

国家 / 地区 ：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突尼斯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1、3.2、3.4、3.7、5.6

支持方 ：人口理事会以及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资金援助

执行实体 ：突尼斯政府公共卫生部全国家庭和人口委员会（ONFP）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1980-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AGeGR（法语）

第一个下降趋势的体现是流动单位的份额逐步和持续地

下降。

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在南南合作框架内通过此流动诊所计

划从突尼斯全国家庭和人口委员会（ONFP）的专家那里

获益，如下所示：

• 尼日尔已经受益于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 “支持南南合

作的生殖健康项目”，该项目得到法国合作组织的支持，

在人口为 35 万的科洛地区开展。2005 年，尼日尔科

洛的避孕普及率（CPR）达到 22.5%（2000 年为 1.5%），

2005 年生殖健康 / 计划生育服务的人口覆盖率达到

80%（2000 年为 27%）。2008 年，尼日尔计划生育委员

会（NBFP）荣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奖项，

表彰其在尼日尔科洛开展的三方合作项目的成功，此

次获奖激励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和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尼日尔多个地区（尼亚美、

多索和津德尔）支持推广计划生育 / 性生殖健康（FP/

SRH）服务。

• 乍得实施了一项名为 “梅奥凯比农村地区生殖健康和

计划生育的流动战略” 的项目。该项目得到了世界银

行和 PPLS2 的支持。该项目的成果包括：产前护理提

升 419%，产后护理提升 242.8%，采用避孕方法提升

118%，疫苗接种提升 183%，人口覆盖率提升 133.3%，

高于预定目标。

• 马里与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合作，实施了 “支持在

凯埃地区实施生殖健康政策” 的项目。

• 毛里塔尼亚实施了 “支持国家卫生和生殖方案” 的项

目。此方案得到了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支持，涵

盖首都努瓦克肖特和特拉尔萨地区。此计划为期五年

（2007-2011 年）。计划的组织者承诺将孕产妇死亡率降

低 25%。

 

从明确表示需要让相关活动更接近目标人口开始，流动

服务使其能够覆盖一线的卫生中心，从而向贫困农村地

区提供卫生设施。事实证明，此方法能够调动大量的物

质资源并雇用合格的人员，值得开展：生育率已降至与

该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水平 ；曾经被描述为爆炸性的人

口增长，现在已经得到控制 ；最后，家庭规模小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

在开展国家计划生育计划五十年之后，此计划得到了政

府基金和捐助者的支持，历经几个阶段，现在可以说，

事实证明，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实施人口政策，

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重要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人

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是一个由 27 个发展中国家组

成的政府间组织，致力于促进生殖健康领域的南南合作，

包括计划生育和人口。该组织将通过部长级论坛与成员

国分享这一最佳实践方法，并通过其影响力在成员国复

制这一做法。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愿意复制突尼斯的经

验，可以与 PPD 联系，进行必要的安排，PPD 可以支持

其与突尼斯全国家庭和人口委员会签订双边协议，表达

双方政府承诺参与此项目的开发，并确保获取实施此项

目的资金资源。

联系方式 ：

姓名：Tahrima Khan 女士

职务：高级项目官员

机构：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

电子邮箱：tahrima@ppdsec.org 

Skype ：tahrima_khan

WhatsApp ：+880192713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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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性别平等 负责任的消费和
生产

挑战

从 1969 年到 2019 年，肯尼亚的人口增长了近四倍，从 1090 万增长到估计的 4000 万。肯

尼亚庞大的青年人口及其迅速的人口增长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妇女和儿童的

健康和福祉以及肯尼亚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年龄在 20-24 岁的女性中，有四分之

一在 18 岁前结婚，其中又有四分之一在 18 岁前生育。在 15-49 岁的已婚妇女中，四分之

一需要计划生育，总生育率（TFR）为 4.6。如果不能应对这些挑战，就可能阻碍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3（SDG 3），即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寻求解决方案

人口、健康和环境（PHE）方法认识到了人类、人类的健康与人类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之间存

在复杂的相互联系。鉴于这种相互联系，很多全球组织都开始进行综合规划，以应对这些

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社会和环境挑战。从那时起，这些方案的一部分就开始

采用 PHE 综合办法，目的是在改善获取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计划生育和生殖卫生）

的机会的同时，帮助社区保护他们所依赖的关键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在整个 21 世纪 00

年代初，非洲地区的 PHE 项目数量都在增加，此综合方法的支持者们认为，由于诸多原因，

此方法比单一部门的项目效率更高，效果更好。鉴于 PHE 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联合国人口

基金（UNFPA）和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共同支持肯尼亚政府国家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NCPD）来记录肯尼亚所采用的 PHE 方法，从而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进行分享。

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实现：SDG 3（良好健康和福祉）具体目标 3.7（到 2030 年，确

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生育、信息获取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

家战略和方案）；SDG 具体目标 5.6（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

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SDG 12.8（到

2030 年，确保各国人民都能获取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并具有

上述意识）。

在此项目中，以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制作的多媒体介绍 “消除国家差距，促进全球公平

（ENGAGE）的 PHE方法重点介绍了肯尼亚的许多发展成功案例，包括国家人口政策。“ENGAGE”

介绍是帮助推广 PHE 方法的一项倡导工具。此项目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实施和监测参与政

策和对话的各种倡导活动。这些介绍可以在线播放或下载供将来使用。在各种提升人们参

与度的活动中，演讲者可以选择使用解说视频，或现场播放 “ENGAGE” 介绍。卫生知识组

采用人口、卫生和环境（PHE）方法的 
“消除国家差距，促进全球公平”
（ENGAGE）项目

通过政策倡导来解决弱势和偏远社区的问题

© P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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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K4Health）托管有另一个单独 PHE 工具包，这是在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一个项目，可以为 PHE 界

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各方提供更多了解 PHE 方法和综合发

展的优质资源。

事实证明，该项目可以用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高级别政

策讨论。该项目可以帮助与决策者沟通的 10 个关键途径

如下：

• 解读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从而提供 “进一步说

明” ——潜在的故事及其对政策行动的影响。

• 通过精心设计、易于理解的介绍演示来传达复杂的概

念，如人口红利。

• 制作多媒体介绍，如肯尼亚人口参考局（PRB）的

“ENGAGE”，可以促进决策者在全球会议上对 FP/RH 目

标的承诺，促进开展相关的国内政策培训；

• 构建实现计划生育 2020 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性工作路线图。

• 创建信息图表来讲述国家的发展故事。

• 对印刷、广播和数字记者进行专题媒体培训，确保相

关报道准确传播。

• 通过政策宣传培训培养计划生育 / 生殖健康（FP/RH）

领域的新影响者和领导者。

• 进行人口统计分析，来帮助解释主要的趋势。

• 解释人口、健康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为综合方案提供

信息。

• 加强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强调性别平等对非政府组织

（NGO）、国家和社区的关键贡献作用。

 

ENGAGE 工具包是基于 PRB 之前的经验制作的，PRB 拥有

30 多年的培训和研究经验，并在全球制作了很多政策沟

通工具。其目标是改善人们获取高质量的、以客户为中

心的、相互联系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其中包括计划

生育和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卫生保健

服务。该项目工作重点关注的是肯尼亚的巴国戈县和纳

库鲁县，但在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也实施

了类似的项目，与这些国家分享了经验，以便进一步完善，

从而取得成果。

PPD 是一个由 27 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旨在促进包

括计划生育和人口领域在内的生殖健康南南合作。PPD

通过其高级别部长级论坛（如国际部际部长级会议）向

其他成员国分享此项目的成功案例。

PHE 综合方法具有提高肯尼亚的决策者、计划生育倡导

者、媒体和宗教领袖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的巨大潜力。

联系方式 ：

姓名：Tahrima Khan 女士

职务：高级项目官员

机构：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

电子邮箱：tahrima@ppdsec.org

Skype ：tahrima_khan 

WhatsApp ：+8801927135992

项目名称 ：采用人口、卫生和环境（PHE）方法的 “消除国家差距，促进全球公平”（ENGAGE）项目

国家 / 地区 ：肯尼亚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PPD）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7、5.6、12.8

支持方 ： USAID 

执行实体 ：肯尼亚国家人口与发展委员会（NCPD）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4-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QlRL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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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包括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和慢性肺病在内的非传染性疾病（NCD）是世界各地的

主要健康风险。这些疾病加在一起导致每年约 4100 万人死亡。这些疾病大约占全世界所有

死亡的 71%，比所有其他死亡原因加起来还要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尤其

严重，几乎四分之三的 NCD 死亡发生在这些国家，其中 82% 过早死亡或在 70 岁之前死亡。

NCD 是遗传、生理、环境和行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上升主要是由四个主要风险因素

推动的：使用烟草、缺乏身体活动、有害使用酒精和不健康饮食。

寻求解决方案

“移动健康”（Be He@lthy, Be Mobile）倡议使用移动电话技术直接向移动电话用户提供疾病预

防和管理信息，并通过向卫生工作者提供培训来加强卫生系统。此倡议根据世界各地试验

的可用临床证据，为各国政府提供移动健康干预措施的最佳实践。此倡议还促进建立国家

和全球伙伴关系，以确 mHealth 方案在国家卫生系统内的长期可持续性。

然后，各国政府可以利用该倡议提供的工具和支持，启动国家移动卫生干预措施，如塞内

加尔的 mDiabetes。

各个国家项目的结果和经验随后都将反馈到该倡议的全球工具箱和证据库中，从而为其他

国家的工作提供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WHO）/ 国际电信联盟（ITU）关于非传染性疾病（NCD）的 mHealth 倡议

扩大了这些已经在试点层面得到证明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成功技术，并向全世界提供这些技

术。该倡议利用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经过验证的技术，通过验证技术来检验其

成果、质量保证和成本效益，从而帮助这些国家应对非传染性疾病（NCD）的负担。此外，

该倡议还有助于开发具有成本效益的工具和设备，还能帮助促进私营部门和学术界打造创

新解决方案，并与政府合作提供必要的激励。该倡议正在制定相关标准和指导原则，使各

国政府及其公民能够迅速获得并采用新的工具和设备。通过关注 WHO 关于非传染性疾病

（NCD）的 “最佳选择”，此倡议正在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并减轻 NCD 对社会造成的经济

负担。

“移动健康”（Be He@lthy, Be Mobile）目前正在 11 个不同收入和兴趣领域的国家开展，已

收到来自 90 多个国家提出的支持请求。目前开展此项目的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

（mTobaccoCessation）、哥斯达黎加（mTobaccoCessation）、埃及（mDiabetes、Mtb-Tobacco）、

印度（mTobacco、mDiabetes）、挪威（mBreatheFreely）、菲律宾（mTobaccoCessation）、苏丹、

突尼斯（mTobaccoCessation、mDiabetes）、英国（总体数字健康项目）、（mCervicalCancer、

BeHe@lthy BeMobile

将非传染性疾病的移动健康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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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eastCancer、mDiabetes）、突尼斯（mTobaccoCessation、

mDiabetes）、英国（总体数字健康项目），以及欧盟

（mHealth、创新、KnowledgeHub）。

“移动健康”（Be He@lthy, Be Mobile）通过提供技术专

业知识来支持各国和政府，将移动卫生干预措施纳入他

们的国家卫生系统，并可持续地将此举扩大到国家层级。

用于这一目的的关键工具包括 mHealth 手册，其整合了

以下方面所需的所有信息和背景：如何设置和运行程序；

如何大规模产生理想的健康影响；以及如何以合作伙伴

即插即用、立即可用的方式将 mHealth 与非数字化健康

服务整合在一起。

要成功实施这些服务，采用多利益攸关方的方法以及与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供应商的合作是关键所在。国际

电信联盟（ITU）帮助与电信运营商建立持久的合作伙伴

关系，并为建立和实施所需的运行框架提供技术专业知

识。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担任倡议范

围内所使用的卫生相关内容提供者的角色。ITU 和 WHO

携手共同努力将信息通信技术部、卫生部以及移动网络

运营商联系起来，对非传染性疾病（NCD）流行病采取

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通过非传染性疾病 mHealth 倡议

实施的 mHealth 解决方案不仅限于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

和控制。正如正在进行的 COVID-19大流行所证明的那样，

已经创建的 mHealth 解决方案可以作为一种实用的平台，

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他的解决方案，为有需要的群体

提供关键服务。例如，突尼斯利用 mHealth 信息服务向

公众通报 COVID-19 威胁，并对入境游客进行追踪，以最

大限度地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此外，根据非传染性疾病 mHealth 倡议，ITU 和 WHO 已

经制作了一系列技术材料、工具包和建议，可以为相关

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和指导，来开发和实施他们自己的

mHealth 解决方案，或复制已经在其他地方部署的解决

方案。这方面的宝贵知识已经帮助：(i) 提高国家利用信

息通信技术造福人民的能力；(ii) 促进采用创新型多部门

的数字健康干预方法；(iii) 推广实用的技术标准；(iv) 提

高公众和商界对 mHealth 效用和需求的认识，这样可以

促进创新和开发 SDG 相关的新产品。

南南合作是该倡议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在不同国家复

制 mHealth 干预措施主要是通过分享区域内外国家的经

验来实现的。在该倡议的范围内已经组织了若干论坛和

研讨会，来自一个国家的专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攸关方

分享他们的经验教训。

事实证明，这一倡议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因为：

• 从一开始该倡议就强调采用多利益攸关方的办法来实

施和建立持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所有权完全和逐步

转让给各国政府）；

• 由于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性政策措施（按照 WHO 非传

染性疾病的 “最佳选择” 标准）的投资回报很高，而且

打造的 mHealth 解决方案具有多功能性，因此这一倡

议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

联系方式 ：

姓名：Cosmas Zavazava 先生

职务：数字发展部门合作伙伴主管

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 电信发展局

电子邮箱：Cosmas.zavazava@itu.int

项目名称 ： BEHE@LTHY BEMOBILE

国家 / 地区 ：全球

提名方 ：国际电信联盟（ITU）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

支持方 ：世界卫生组织（WHO）

执行实体 ： ITU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3-2021 年

实践网址：https://bit.ly/3gu2l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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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性别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挑战

2014 年至 2016 年，在 Cibao 西区的多米尼加达哈朋医院接受治疗的孕妇中，有 32% 是海

地妇女，占在该医院分娩妇女总数的 44%。此外，该地区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产妇死亡率最

高的地区之一。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产后出血，通过提供以人为

本的优质护理，80% 以上的病例是可以预防的。为了解决孕妇的健康问题，这两个邻国在

泛美卫生组织（PAHO）/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开展了一项两国合作项目。该项

目旨在通过在卫生设施和社区一级加强对主要死因的预防、早期发现和适当管理，来降低

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

寻求解决方案

“改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北部边界地区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 项目是在泛美卫生组织

（PAHO）/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由两个国家的国家和地区当局针对多米尼加 -

海地北部边界地区规划的一项倡议。此倡议还包括卫生当局在项目实施、监督和监测方面

开展的地方协调工作和充分参与。其目的是通过加强与社区干预措施进行协调的公共卫生

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两国在卫生方面的协调，来降低多米尼加 - 海地边境地区

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特别是新生儿死亡率）。

在具体方法方面，两国北部边境当局和卫生工作者举行了协调会议，保持顺畅的沟通。来

自三个层级（即部门、卫生设施和社区）的卫生医疗团队参与了协作学习，从而分享良好

的实践方法，参加该项目的地方和区域卫生当局还提供了相关的后续措施。他们的经验可

以用来提供技术合作，从而在其他跨境区域复制此项目。培训协调人的方法加强了地方卫

生中心的能力，确保在项目完成后，所有职能机制的干预措施可以在体制和架构内可持续

地保留下来。

该倡议采用三级护理方法，来引导优秀实践的跨国转移。在部门层面，海地和多米尼加共

和国之间设立了转诊和反向转诊协调机制的双边协调联合委员会，从而建立了操作关联性，

来将具有产科并发症的孕妇从海地转至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获取更好的照顾。在卫生设施

层面，恢复了海地边境的医院，使孕妇能够在受到尊重的安全环境中有尊严地生产。这促

使孕妇可以在由合格卫生人员提供的卫生设施寻求和接受高质量的产妇保健。在社区一级，

两国青年和青少年举行联合会议，提高他们对预防早孕和性传播感染（STI）以及他们在医

院获得良好护理权利的认识。目前正在建立两国的综合行动网络，为海地移民妇女提供青

少年和产妇保健。此外，还与来自两国的社区领导人和社区卫生工作者（CHW）一起举行

改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北部边境的
妇幼保健

通过加强保健服务来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朝着实现 SDG3 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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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合会议，以确保他们拥有共同项目的所有权，并鼓

励育龄妇女在其各自社区获取高质量的产妇保健和计划

生育服务，并向她们提供信息。此外，Servicio Regional 

de Salud Cibao Occidental（Cibao 西区卫生服务中心）

（SRSCO）成功地协调了各方努力，改善了他们 16 家医院

的母婴护理服务，其中包括 “Francisco Peña Gómez from 

Mao-Valverde” 地区孕产妇医院。这加强了他们遵守卫生

部（MSP）制定的孕产妇和新生儿议定书的决心，采用

协作式学习方法，使用带有明确标准的检查清单来衡量

具体的遵守情况。

两国根据需求安排了相关会议，进行经验交流。两国的

融合仍然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基础；这也是维持和增加同

时有利于两国的行动的基础。该项目可以作为借鉴，帮

助其他具有相同边境人口挑战的国家复制和扩大开展此

类项目。

2018 年至 2020 年，该项目取得了以下成果：

• 孕产妇死亡人数下降了 23%，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18%（2019 年对比 2018 年，从 13 例降至 10 例；每 10

万活产数，死亡率从 209 降至 171）。

• 新生儿死亡人数下降了 26%（数字从 148 降至 110），

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了 39%（每 1000 活产数，死亡率从

23 降至 14）。

• 595 名卫生工作者接受了以下方面的培训：急救和产科

急救；产科出血和红色代码；帮助母亲战胜先兆子痫 /

子痫；以及社区 AIEPI，等等。

• 199 名主要来自社区的卫生工作者接受了关于干预战略

中确定的优先主题的培训，此培训是根据以下方面进

行设计的：怀孕和分娩期间确认和寻求专业护理的基

线；确定怀孕、分娩、产褥期和新生儿的危险体征（体

征和症状）；以及生殖健康和减少获得卫生服务的障碍。

• 在启动和处理产科红色代码情形方面提高了卫生服务

能力。此项目包括培训 15 名妇产科医生和 35 名非妇

产科卫生人员。另外，20 套非气性防冲击医护服被分

配到卫生服务部门。2019 年共登记了 33 个红色代码案

例，所有的母婴都活了下来。

• 还加强了血液供应和管理，包括检测设备以及筛查和

输血用品。2019 年，共筛查了 421 个单位的血液。在

此之前，患者必须被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区域 2）进行

输血。

• 在该地区的 6 家医院还部署了围产期信息系统（SIP 

Plus）。

• 16家医院产科和新生儿治疗方案的合规性获得了提升。

• 还应用了 “综合卫生服务交付网络”（RISS）的评估方法。

联系方式 ：

名称：国家和次区域协调办事处

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电子邮箱：csc@paho.org 

项目名称 ：改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北部边境地区的妇幼保健

国家 / 地区 ：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

提名方 ：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的国家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3.1、3.2、3.7、3.8、3.C、5.6、17.9

支持方 ： PAHO/WHO

执行实体 ：多米尼加共和国卫生部和国家卫生服务局、海地卫生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www.paho.org/C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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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在圭亚那，国家输血服务中心（NBTS）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影响着对需要输血者的服

务管理。这是由于工作人员的迅速流失，以及因此带来的有经验人员的匮乏。采购制度不

健全、缺乏质量治理结构（如输血委员会）以及缺乏输血准则都使情况更加恶化。此外，

还缺乏关于在医院设施使用血液成分的知识，还存在用于抗体检测的试剂供应不足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会造成质量保证下降，并导致对系统的信心低迷。

寻求解决方案

阿根廷和圭亚那之间的此项南南双边合作旨在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加强圭亚那的输血

系统。其目标是加强在圭亚那输血系统工作的关键工作人员的血液管理知识基础和专业技

能，从而提升 NBTS 的能力。

这项合作的目的是使该国能够拥有可靠的输血服务，以确保在所有可能需要输血的卫生设

施及时提供挽救生命的医疗物资，如血液及其成分。此项目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3 的具体目标 3.1（关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目标）和 3.8（关于普遍获得优质保

健服务的目标）。

圭亚那 NBTS 的高级工作人员（包括质量经理和主任）与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汉

儿科医院血液治疗中心的专家和高级工作人员开展了合作。后者是阿根廷最大的儿科医院

和国家重症监护儿科转诊中心，每年平均进行 1 万例儿科手术。

这项合作采用一个包含四阶段的流程，确保两国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从而确保

进行系统的、跨国家的知识转移。在第一阶段，一位来自阿根廷的专家访问了圭亚那的

NBTS，开展审查工作，以了解需要应对的各项不足，包括招募献血者、针对献血者的支持

和指导、血液成分处理以及血液配送。审查工作有助于向圭亚那的专业人员传授新知识，

并有助于拟订一项加强圭亚那血液服务的工作方案，因为审计工作帮助确定了若干改进机

会，并帮助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

在第二阶段，一位阿根廷专家在同一医疗中心访问了两周，以便在献血者管理程序、血清

学和血液成分处理和管理方面提供实际操作培训。还提出了若干改进管理和质量的建议，

这些建议带来了一项改进计划的通过，这份计划的实施流程为期两年，有具体的时间表和

里程碑。

改善输血服务，加强圭亚那的卫生系统

传授知识和最新实践方法，改善圭亚那的输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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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的第三阶段，来自圭亚那 NBTS 的一名高级工作人

员于 2018 年 6 月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加拉汉儿科医

院，并在血液治疗中心参加了集中的实际操作培训项目。

培训的重点是献血者招募方法、质量保证、免疫血液学

和血液采集等领域的知识转移。这一阶段在随后可以帮

助将这些新知识传播给圭亚那的工作人员，从而确保这

项倡议的可持续性。

在最后一个阶段，阿根廷加拉汉儿科医院血库的一名专

家访问了圭亚那，对 NBTS 开展最后的审查工作，并就此

项服务的最佳运作提出最后的建议。在与圭亚那公共卫

生部次官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该专家提出了加强输

血服务和指导的建议，以确保圭亚那取得的改善能够持

续下去。

自从阿根廷专家上次访问以来，NBTS 改善了其在献血者

招募、血液处理和配送方面的操作方法。虽然改善这些

服务的某些方面需要长期的实施，但圭亚那充分利用了

此次机会。事实上，这一南南合作倡议是一次创新之举，

因为这一倡议带来了新的知识，使结构改进和创新的长

期进程得以开始。

这些创新包括通过了一项战略计划，制定了一项新的国

家血液政策，在全国最重要的医院设立了输血委员会，

并且在逐步提高质量。这项合作还强调了目前现有的大

多数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都需要血浆、血小板、血衍生

品等血液衍生物。该合作帮助了圭亚那政府建立一个具

有建立血小板库能力的专门免疫血液学实验室，并在输

血周期的所有阶段采用标准程序（SOP）。

得益于此次合作，圭亚那政府坚定地承诺确保所取得进

展的可持续性，并且已经开始了一项改善其国家血液系

统质量的长期进程。这是一个需要政府承诺投入大量人

力和财力资源的领域。该国确保成果可持续性的下一个

目标是进一步提高质量，并根据国际标准获得 NBTS 的认

证。由于加拉汉儿科医院的血液治疗中心是一个国际知

名的血库，这一计划进一步提升了此项合作。

联系方式 ：

名称：国家和次区域协调办事处

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电子邮箱：csc@paho.org 

项目名称 ：改善输血服务，加强圭亚那的卫生系统响应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圭亚那

提名方 ：圭亚那公共卫生部、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圭亚那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1、3.8

支持方 ：PAHO/WHO

执行实体 ：圭亚那国家输血服务中心和阿根廷卫生部（加拉汉儿科医院）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2018 年

实践网址 ：www.paho.org/C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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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在全球非传染性疾病（NCD）监测框架内，同时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一部分，各

国承诺采取各种措施，到 2025 年将 NCD 死亡率降低 25%，并掌握癌症发病率的相关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监测框架）。在发展中国家，癌症负担正在显著增加，这就需要为此类疾

病制定基于证据的控制计划。在此方面，必须获取可靠的资料来源，来作为规划、监测和

评价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生命统计数据可以提供死亡率信息，以人口为基础的癌症登记

处是获取人口中癌症发病率和生存率信息的主要机制。然而，尽管一些国家设有以人口为

基础的癌症登记处，但它们在可持续性、数据质量以及分析和生产能力方面存在问题。因此，

高质量的癌症登记处仅覆盖拉丁美洲不到 10% 的人口。

寻求解决方案

在泛美卫生组织（PAHO）/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开展了 “为规划和监测拉丁

美洲癌症控制方案提供关键信息” 项目来应对上述挑战。此项目致力于在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IARC）的协调下，根据 “改善癌症登记处全球倡议” 的框架支持实施区域活动，从而加

强五个拉美国家（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的地方能力，提升基于

人口的癌症登记处的覆盖面和质量。该项目旨在通过建立以人口为基础的癌症登记处，向

决策者提供流行病学信息。

该项目活动的开展依赖的是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牵头的专家队伍，外加有利的政策框架、

在癌症控制和预防方面的成熟能力，以及发展以人口为基础的癌症登记处的经验，还有来

自 IARC 的支持。还必须指出，该项目的实施是南南合作的一个实际例子，阿根廷和哥伦比

亚的两个癌症管理卓越中心一直在五个参与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拿马、秘鲁和巴

拉圭）提供和开展技术合作。通过这个项目，参与国将能够改进目前可用的癌症信息，供

决策者使用，并用于制订更好的癌症预防和控制方案。

在 PAHO/WHO 国家办事处的支持下，通过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国家癌症研究所转移了优秀

实践方法。他们在 5 个目标国家为负责非传染性疾病的卫生部人员举办了培训班，并进行

了现场访问。在 IARC 的支持下，还就基于人口的癌症登记新工具（即 CanReg5）的实施和

部署对目标国家进行了更多的访问和培训。卫生部、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

的参与展示了相关国家对该倡议的高度承诺，这确保了该项目的后续行动和可持续性。

加强拉丁美洲癌症控制方案的规划和
监测体制

改善信息的可用性，支持癌症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决策和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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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项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所有参与国负责管理癌

症登记的人员都接受了第一轮培训。后续活动包括更多

的基本、中级和高级课程，使各国不仅能在国家一级，

而且还能在次国家一级和城市一级分列癌症数据。在

PAHO/WHO 和 IARC 的支持下，每个国家都将借鉴同行的

经验，审查并制定病例定义、变量、数据收集工作流程

和编码规则。

该项目具有创新性，因为它首次在制定以人口为基础的

癌症登记方法方面实施了优秀实践并吸取了经验教训，

使各国能够获得按层级分列的数据以及发病率和生存率

数据。这些国家现在将能够更好地支持国家、区域和全

球在抗击癌症和非传染性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目前正在与决策者分享迄今在癌症数据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以便制定和实施政策解决方案。该项目的方法使

PAHO/WHO 能够发挥规模效应，同时将其他感兴趣的利

益攸关方纳入进来，来提高人们对实施以人口为基础的

癌症登记的重要性的认识。这种做法可以进一步扩大和

拓展到其他需要通过提高决策数据质量来加强防治非传

染性疾病的国家。

联系方式 ：

名称：国家和次区域协调办事处

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电子邮箱：csc@paho.org

项目名称 ：为拉丁美洲癌症控制方案的规划和监测生成关键信息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提名方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卫生部以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国家癌症研究所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3.8

支持方 ：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执行实体 ：PAHO/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卫生部以及阿根廷

和哥伦比亚国家癌症研究所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1 年

实践网址 ：www.paho.org/c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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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心理、神经和药物滥用紊乱和自杀形成了一系列疾病和状况，这些也是造成残疾和死亡的

一大主要原因，导致美洲区域三分之一的残疾。由于疾病负担沉重，因此经常缺乏适当的

卫生服务来为受这些疾病影响的人群提供适当的应对措施。所以，许多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的个人得不到所需的治疗和护理。

寻求解决方案

尽管心理健康响应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智利、巴拉圭和秘鲁已经启动并实施了以社区为基

础的心理健康改革，来弥合在受影响人口所需治疗和护理方面存在的差距。重要的是，这

三个国家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以加强各自的心理健康系统和服务。

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对确保心理、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患者在各自社区内获得适当的治疗

和护理至关重要。过时的以精神病医院为中心的模式正在逐渐被可获得的而且尊重人们权

利的心理健康多学科网络所取代。

以社区为基础的心理健康改革项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SDG 3）的具体目标 3.4（到

2030 年，通过预防、治疗及促进身心健康，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

和具体目标 3.5（加强对滥用药物包括滥用麻醉药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预防和治疗）。

主要在智利和秘鲁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智利在社区一级建立心理健康网络的经验极大

地影响了秘鲁的心理健康改革。智利和秘鲁国家之间实施了具体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往

往由泛美卫生组织（PAHO）提供资金。

两国之间的合作形式包括：

• 就制定和实施心理健康政策、计划和立法提供信息和咨询意见。

• 促进两国卫生专业人员的交流，总体目标是分析当地的劣势，找出瓶颈，确定优势，并

最终相互学习。

• 促进与决策者和影响力人士的合作，以确定和重新确定政策和服务的方向。

• 加强民间社会代表的积极参与作用，特别重点关注心理健康服务的使用者、家庭成员、

照顾者和人权倡导者。

 

心理健康服务改革 ：来自南美社区的
成功经验

智利、秘鲁和巴拉圭交流经验 ：加强心理健康系统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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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和秘鲁之间的密切合作不仅促进了秘鲁心理健康政

策和服务的改革，而且使秘鲁成为巴拉圭等其他南美国

家的参考模式。

在巴拉圭，现任卫生部长表现出对改革心理健康服务的

新兴趣。当前的模式是以专门的心理健康服务为基础的，

主要在首都亚松森 “著名” 的精神病院提供——必须由

分散的心理健康服务取代。2019 年，巴拉圭的卫生当局

和专家代表团前往秘鲁利马会见了卫生部心理健康部门

的代表，熟悉了心理健康模型，并交流了制定和实施心

理健康战略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

此外，巴拉圭已被选定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

心理健康的全球特别倡议，该倡议旨在确保全民卫生覆

盖，包括在 12 个国家向额外 1 亿人提供优质的、负担得

起的心理健康保健服务。该倡议将推进相关的政策、倡

导和人权，并扩大对心理疾病患者的优质干预措施和服

务，目前已在巴拉圭实施，并正在进行情况分析。

然而，该项目所取得的一项成果表明，这三个国家都面

临的共同挑战是应对土著社区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在

土著社区中，心理障碍非常普遍，自杀率高于一般人

口。需要做出更多的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些人口的特殊需

要，因此，已经向 PAHO/WHO 的卫生发展国家间合作 

（CCHD）资助机制提交了“基于社区的心理健康优秀实践：

智利、巴拉圭和秘鲁” 项目。

由于心理健康对许多国家仍然是一项挑战，因此从该项

目中获得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制定和实施心

理健康政策和提供服务的一种重要资源。通过这一倡议，

各国共同努力来确定共同的障碍，并加强应对心理健康

问题的政治承诺，特别是关注生活在脆弱条件下的人口。

联系方式 ：

名称：国家和次区域协调办事处

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电子邮箱：csc@paho.org

项目名称 ：心理健康服务改革：来自南美社区的成功经验

国家 / 地区 ：智利、巴拉圭、秘鲁

提名方 ：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3.5

支持方 ：PAHO/WHO

执行实体 ：卫生部（智利、秘鲁和巴拉圭）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1 年

实践网址 ：www.paho.org/c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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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挑战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的一个重要发病率、死亡率和残

疾负担，特别是 14 至 29 岁的人口。这是由于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也

与道路安全方面的领导力薄弱有关。这个项目致力于解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主要公共

卫生问题，因为多米尼加拥有美洲区域最高的交通死亡率（每 10 万人 34.6 人死亡），是世

界上最高的 5 个国家之一，而其所借鉴的哥斯达黎加的交通死亡率为每 10 万人 16.7 人死亡，

即比区域平均高出 1.1 个百分点。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迎接挑战，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合作打造了 “通过加强相关机构的管理能力

来改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的道路安全” 项目，其目标是开发实践方法和工具，

帮助减少两国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伤害和财产损失。

通过这种合作，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旨在分享相关的知识、能力和专业知识，通

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实现其目标，这些目标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良好健

康和福祉）的具体目标 3.6 以及 SDG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具体目标 11.2。

该项目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国家交通和地面运输研究所（INTRANT）提出，目的是学习哥斯

达黎加道路安全理事会（COSEVI）的经验，然后通过正式请求发起。此项合作得到了泛美

卫生组织（PAHO）/ 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办事处的协

助，这些办事处监测了这两个国家实现 “2011-2020 年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由联合国大会

于 2010 年正式宣布）目标的进展情况。此外，拟议的行动（如政策制定、指导和宣传活动）

也符合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国家道路安全战略计划” 以及哥斯达黎加的 “2015-2020 年国家

道路安全计划”。

相关合作是通过与各参与机构的公共卫生和道路安全专家举行多部门工作会议来开展的。从

一开始，这些会议就帮助确定项目的制定方式，确定两国可以共享或共同发展的优势、能力、

手段和工具，从而应对各自面临的优先挑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清楚地确定在项目开发

期间需要共享的优秀实践方法，以及作为项目开发的一部分需要创建的优秀实践方法。

通过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和监管能力，改
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的道路
安全
交流哥斯达黎加的最佳实践，加强体制，解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大主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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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方法过程更具参与性，项目一开始，两国专家小

组就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联合工作。此举通过开展深入的

文档分析，然后在项目开始时，对相关情况开展技术讨论，

从而对相关方法进行了重要的调整。

虽然两个机构都在分享经验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据此项

目而言，主要是 COSEVI 向 INTRANT 分享了大部分的知识、

技术和已获取的经验。COSEVI 引领哥斯达黎加在道路安

全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该项目具有与该地区面临类

似情况的国家进行分享的潜力。

在该项目短暂的执行期内，多米尼加共和国便开始实施

了车辆技术检测计划，这是哥斯达黎加根据其在该领域

的多年经验，就技术领域提出了建议。状况不佳的车辆

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因此，车辆检测计划是此项战略

的一块基石。哥斯达黎加则利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社交

媒体方面的长期经验，通过社交媒体来分享交通产品。

此外，还设立了道路安全观测站，追踪和监测道路安全

的进展情况。

经过相互交流，已经取得了以下进展，可供希望采用这

一优秀实践方法的其他国家参考：相关手册、指南和条

例；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伤亡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的计划；

车辆技术检测计划；以及更安全的出行和交通运动。

为了确保项目执行期间所观察到成果的可复制性，已经

系统化地整理了所有的相关开发经验。这确实也是该项

目的目标之一，即促进其他国家根据这一方法来设计其

他的类似倡议。

联系方式 ：

名称：国家和次区域协调办事处

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电子邮箱：csc@paho.org 

项目名称 ：通过加强管理和监管能力，改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的道路安全

国家 / 地区 ：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

提名方 ：泛美卫生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PAHO/WH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6、11.2

支持方 ：PAHO/WHO

执行实体 ：多米尼加共和国国家交通和地面运输研究所（INTRANT）和哥斯达黎加道路安全理事会（COSEVI）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1 年

实践网址 ：www.paho.org/C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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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免疫接种是一种针对许多传染病都能拯救生命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每年在全球

挽救多达 300 万人的生命。然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最近卫生系统总体有所

改善，但仍有数百万儿童无法获得疫苗。这当然是一个令印度尼西亚担忧的问题，这里只

有 58% 的儿童完成基本的免疫接种。印度尼西亚 7600 多万婴儿、儿童和育龄妇女分布在

全国 6000 个岛屿上，都需要进行常规疫苗接种，因此在确保有效实施其免疫方案方面，印

度尼西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疫苗在整个供应链中低下的配送效率加剧了印度尼西亚在免

疫方面的差距。库存和数据管理系统薄弱，再加上疫苗的货架寿命相对较短、冷藏需求和

供应链较长，都造成了供应链严重低效。应对这些挑战将加速印度尼西亚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的具体目标 3.3（防治传染病蔓延）和具体目标 3.8（促进公平和及时获得拯救

生命的疫苗和全民健康覆盖）的进展。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提高印度尼西亚的免疫覆盖率，卫生部（MOH）发现了由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

（MOHFW）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印度办事处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支持

下开发的一种创新型数字解决方案。

电子疫苗情报网（eVIN）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数字化移动系统，可以可视化地实时了解疫苗

供应链和冷链物流信息。此系统可以提供疫苗库存的端到端跟踪、自动数据分析和即时警报，

以支持快速、有效的决策和行动。

自 2015 年 10 月首次推出以来，eVIN 对印度的普遍免疫规划（UIP）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

疫苗缺货和浪费明显减少，疫苗的可用性和覆盖率也得到了改善。一项独立的经济分析估 

计，eVIN 为 UIP 提供了三倍的投资回报。到 2020 年年底，eVIN 将在全国 28000 个卫生设施

中运行，惠及 1.56 亿人。

eVIN 特有的功能及其在印度取得的显著成效，迅速赢得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广泛关注。

鉴于这种强烈的兴趣，UNDP 在印度建立了一个知识中心，以促进有关 eVIN 以及数字卫生

和供应链管理其他方面的南南参与和合作。在 2017 年初的首次交流中，来自多个国家的代

表团访问了印度，对 eVIN 技术进行了考察，并更好地了解了其带来的巨大收益，随后印度

尼西亚卫生部表达了对采用该系统的强烈兴趣。因此，UNDP 的任务是利用其在印度管理

eVIN 部署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向印度尼西亚转让相关技术、知识和经验。

为了促进技术转让，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MOHFW）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印

度办事处接待了一个来自印尼卫生部的高级别代表团，进行考察学习，直接观察疫苗储存

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
疫苗交付
通过南南交流创新技术、知识和解决方案，促进卫生技术的获取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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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卫生中心的 eVIN 操作情况，并获取了有关其可用性

和适用性的宝贵的深入见解。这次考察促成了印尼代表、

印度 UIP 高级成员和 MOHFW 的决策者之间进行了广泛

的对话。通过这些讨论，代表团深入了解了良好的实践

方法和相关的适当政策，以及在印尼采用 eVIN 的可行性

和战略途径。

这次考察不仅为印度尼西亚卫生部学习印度的经验和教

训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而且也让印度 UIP 有机会展示其

开创性的数字创新和成功故事。

考察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卫生部开始在两个地区（茂物

和南丹格朗）的 54 个卫生中心试行 eVIN 项目。印度和

印度尼西亚的 UNDP 办事处一起合作，指导疫苗供应链

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初步评估，还指导试点地区制定了战

略和业务计划。其中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对 eVIN 技术进

行定制，并根据当地情况对相关的标准操作程序和培训

材料进行了改编。为了反映这些技术调整和促进国家所

有权，印尼版 eVIN 系统被重新命名为 “SMILE”（Sistem 

Monitoring Imunisasi Logistik secara Elektronik）。

UNDP 还帮助为国家免疫方案的卫生工作人员和管理人

员提供地区一级的培训，然后在系统推出时继续提供指

导和技术支持。“获取和交付伙伴关系”（UNDP 牵头的一

项全球倡议）为南南技术交流以及现有可用资源和经验

教训的适应性推广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帮助在印度尼西

亚有效地推广了 SMILE。

SMILE 的推出提高了疫苗供应链的效率和协调能力，已

经处理了 140 万剂疫苗，惠及 85 万多人。在实施的前

12 个月内，疫苗缺货减少了 55%，“疫苗可用性指数”

达到了 99%。库存过剩水平和库存浪费水平分别分别下

降 50% 以上和 90%，库存补货时间的滞后从 25 天减少

到 3 天以下。据报告，SMILE 应用在卫生工作者中具有

很高的用户满意度和接受度，从而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

和绩效。对疫苗供应链管理拥有更高程度的控制，使卫

生工作者在履行其职责时具有更高程度的承诺、信心和

自豪感。

随着试点工作的成功，印度尼西亚卫生部决定再将 SMILE

扩展到 23 个区的 600 个卫生中心，惠及近 700 万人。

2020 年，在 UNDP 印度尼西亚办事处提供的实施支持下，

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共同提

供资金的拓展工作目前正在开展。此外，由于该系统具

有高水平的成本效益、终端用户满意度、适应性以及与

当前卫生系统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因此可以迅速扩大

其规模，进一步促进该系统的可持续使用和扩展。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南南参与、交流

和合作对于扩大创新型数字解决方案的健康影响至关重

要。UNDP 将继续利用其广泛的全球倡议网络，例如 “数

字医疗和供应链知识中心”（印度）以及 “获取和交付伙

伴关系”，来促进南南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诀窍分享，并提

供持续的能力建设、辅导和指导，以改善卫生结果，实

现 SDG。

联系方式 ：

姓名：Leslie Ong 先生

职务：艾滋病毒、卫生和发展小组项目专家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曼谷区域中心

电子邮箱： Leslie.ong@undp.org

项目名称 ：卫生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创新

国家 / 地区 ：印度、印度尼西亚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3.8

支持方 ：UNDP、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执行实体 ：UNDP、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印度）、卫生部（印度尼西亚）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AlHf4 ；shorturl.at/kmp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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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自 2011 年以来，全球已经在减少艾滋病毒母婴传播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进展速度还不足以

实现 2020 年的目标，特别是 “终结艾滋病的超快通道框架” 的目标。2019 年，5 岁以下儿

童中新增约 15 万例艾滋病毒感染，这突出表明，需要加快针对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

和哺乳期妇女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以消除儿童的新增感染，并减少孕妇和新母亲与艾滋病

毒有关的死亡。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良好健康福祉），全球社会已经承诺将消

除艾滋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EMTCT）作为一项公共卫生的优先事务，但是这需要更加

重视将艾滋病毒干预措施和预防母婴传播（PMTCT）服务纳入更广泛的性、生殖、孕产妇、

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的卫生项目当中，同时确保所有妇女（包括最脆弱的妇女群体）享

有平等获得服务的机会。

寻求解决方案

泰国政府加大力度，利用南南和三方合作（SSTC），支持其他国家实现其在 2016 年实现的

目标——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EMTCT）。为应对这一挑战，泰国发挥了全球知

识资源库的作用，展示良好的实践方法，并分享了成功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母婴传播的经

验教训。这是通过加强全民健康覆盖（UHC）和卫生系统（从而增加获得优质妇幼保健（MCH）

服务的机会）来实现的。泰国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特点是，该国决定将健康覆盖范围

扩大到居住在泰国的移民。通过外交部下属的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管理的政府南南合

作（SSC）议程，泰国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知识和专长。

2019 年，TICA、泰国公共卫生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共同签署了一项联合行动

计划，通过不同的南南和三方合作（SSTC）模式系统地加速 EMTCT 的进展。根据这一倡议，

2019 年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卫生部代表举办了一次能力

建设培训班。TICA 承担了培训和主办的费用——这是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未来分担

费用的一个范例。UNICEF 在与 TICA 和公共卫生部（MOPH）的全面协调方面发挥了作用，

并且帮助动员和资助了参与国，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

也参与了能力建设培训。WHO 与 UNICEF 一起为验证流程提供了指导，UNAIDS 帮助加强了

实现 EMTCT 所需的数据和人权方面的能力。

亚太地区成功的南南合作（SSC）已经为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很多国家打开了大门，使他们有

机会学习泰国的经验，获取相关的适应性解决方案，来支持他们自己实现 SDG 3（良好健

康和福祉）的努力。2017 年和 2018 年，UNICEF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和泰国国家办事

处与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感染国际培训中心、MOPH 卫生处、泰国 MOPH- 美国 CDC 合

作计划（TUC）合作，并且在 WHO 和 UNAIDS 的支持下，为来自中国、印度和缅甸的卫生

致力于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
（EMTCT）

加强泰国 EMTCT 和全民健康覆盖的能力

© 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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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代表组织了 “关于泰国验证 EMTCT 的南南学习和交流

经验研讨会”。2019 年，TICA、MOPH 和 UNICEF 泰国国

家办事处进一步将这种合作正式化，共同签署了一项行

动计划 “针对 EMTCT 的南南和三方合作（SSTC）”，将此

项培训扩展到亚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

迄今为止，为了促进优秀实践方法和知识的系统性跨地

区 / 跨国家转移，泰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南南和三方合作

（SSTC）已经通过直接观察学习、知识分享、指导和研

讨会分享经验等方式提升了相关能力。根据有关 2019 年

研讨会的评价，47 名与会者中的多数对研讨会的内容表

示满意，特别表示学习泰国在 EMTCT 验证、强大的实验

室和数据系统、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病例管理，以及高

效的国家检测和治疗规划方面的经验非常有用。研讨会

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实际应用了所学的知识，与会者制作

了 EMTCT 验证路线图，并将修订内容纳入了各国现有的

EMTCT 计划中。

为了确保可持续性以及有关 EMTCT 和其他公共卫生问题

未来南南和三方合作（SSTC）规划的正式化，UNICEF 泰

国办事处在 UNICEF 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EAPRO）

的支持下，开发了一项快速需求评估调查，来确定潜在

的感兴趣国家，从而进一步通过 SSTC 机制提供能力建设

和技术支持。已经收到来自亚洲、中亚和拉美国家的多

项请求。通过 SSTC，UNICEF、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

和公共卫生部之间已经制定了有关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

的母婴传播（EMTCT）的 2020–2021 年联合工作计划，此

计划将指导各方集体努力，帮助实现全球针对艾滋病的

承诺和 SDG。

联系方式 ：

姓名：Beena Kuttiparambil 女士

职务：青少年发展和参与主任

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泰国

电子邮箱：kbeena@unicef.org

姓名：Shirley Mark Prabhu 女士

职务：EMTCT、青少年健康和艾滋病毒专家

机构：UNICEF 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电子邮箱：smarkprabhu@unicef.org

姓名：Sirithon Wairatpanij 女士

职务：发展局伙伴关系局部长参赞

机构：泰国外交部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

电子邮箱：si.wairatpanij@mfa.mail.go.th

姓名：Chaweewan Tonputsa 女士

职务：健康促进局高级公共卫生学术主任

机构：公共卫生部卫生处

电子邮箱：chaweewan1975@yahoo.com

项目名称 ：致力于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EMTCT）

国家 / 地区 ：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1、3.2、3.3、3.7

支持方 ：UNICEF 泰国、UNICEF 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UNICEF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处

执行实体 ：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泰国外交部；泰国公共卫生部（MOPH）卫生处（DOH）；并得到了

UNICEF、WHO 和 UNAIDS 的支持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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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就人口而言，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非洲青年属于最脆弱的群体，往往被排除在政
策和决策之外。社会对年轻女性的影响与男性还不同，当她们说出影响她们发展的问题时，
往往会带来耻辱和排斥。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青年对治理的有限参与问题、没有青年友好
空间、性和生殖健康（SRH）知识有限以及难以获取 SRH 服务，这些都导致不良的生殖健
康状况，如童婚、产科瘘、青少年怀孕和艾滋病毒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为青年提供全面的性教育以及对青年友好的性健康和
生殖健康服务方面，覆盖面和内容都很有限。与此同时，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决策
之外，特别是那些来自边缘化社区的青年。残疾人（PWD）以及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
变性人、疑性恋和双性人（LGBTQI）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忽视。

来自非洲大陆和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类似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
潜力。他们需要讨论和创造长期解决方案的渠道，并在本地和国际上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并
开展协作。

寻求解决方案
通过多利益攸关方的协商，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的组织者决定，青年应该主导自己的对话，
培育相互关系，建立社交网络，从而带来增长和发展的机会。这就是 “Youth4Youth” 青年
论坛的核心意图，该论坛寻求在非洲和中国的背景下提出青年对全球发展议程的看法。在
此方面，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中国和加纳国家办事处组织了首次 “Youth4Youth” 青年
论坛，此论坛由加纳政府通过计划部和国家人口理事会主办。该论坛于 2019 年 6 月 23 日
至 26 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是第三届中非会议的一部分。UNFPA 在非洲各地和中国的办事
处负责动员青年组织，并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Youth4Youth” 青年论坛的目的是：

• 打造由青年主导的对话渠道；

• 提高青年对《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ICPD）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认识；

• 提供一个平台，展示由青年主导的干预措施和创新成果；

• 构建网络，影响国家决定以实现性别平等。
 

除了中国之外，“Youth4Youth”青年论坛还吸引了来自非洲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5 名青
年领导人。该论坛强调了青年的愿望，可以为国家和全球发展政策提供信息。

该论坛的执行过程分三个阶段：

• 论坛前宣传活动

• 论坛

• 论坛后续活动

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Youth4Youth 青年
论坛”：打造由青年主导的对话渠道和
解决方案
为非洲和中国青年领导人的理想提供一个平台

© UNFPA 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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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 “YOUTH4YOUTH 青年论坛”：打造由青年主导的对话渠道和解决方案

国家 / 地区 ：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中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斯威士兰、

加纳、肯尼亚、马拉维、摩洛哥、尼日利亚、南苏丹、乌干达、赞比亚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7、3.8、4.3、4.4、4.5、5.1、5.2、5.5、5.6、5.B、5.C、17.9、17.16

支持方 ：UNFPA 加纳、UNFPA 中国、AFRIYAN 加纳、中国青年网络、加纳规划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北方国

际教育集团（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系 UNFPA 中国的合作伙伴）、加纳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NDPC）、加纳国家

人口理事会

执行实体 ：UNFPA 加纳的青年领导人协会、UNFPA 中国、AFRIYAN 加纳、中国青年网络、加纳规划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后续版本预计会对行动要点进行定期跟进）

项目周期 ：2019 年 3 月至 6 月（上述论坛已完成，但青年通过此类论坛的参与活动将继续进行。每年都会有这

样的论坛。）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1xTW92

论坛前的宣传活动确保青年参与进来，即使是那些不能
到场实际参加论坛的青年的意见也能得到充分反映。组
织者采用了一种广泛参与的方法，确保论坛的参与者包
括农村青年、来自边缘化群体（包括残疾人）的青年，
以及在校和校外青年。

该论坛为期一天，对媒体开放。社交媒体平台是确保参
加会议的青年与那些不能亲自参加会议的青年之间持续
互动的关键渠道。作为论坛后续行动的一部分，还发布
了一份宣言文件，这份文件可以用作动员相关利益攸关
方参与进来的工具。

作为主要召集人，UNFPA 加纳办事处与多个青年团体和
青年领导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加纳计划生
育协会（PPAG）青年行动运动和加纳奇思妙想组织。此
次的动员工作是由 UNFPA 加纳办事处的青年领袖协会项
目的会员负责领导的，他们还参加了规划流程。这些会
员在 UNFPA 和政府的指导下拟订了论坛的内容和结构。

UNFPA 加纳办事处还通过安排访问加纳大学和残疾人村，
为中国青年参与者们提供了额外的学习活动。还同加纳
外交部就参与者的签证问题做出了必要的安排。

该论坛采用了创新的方式来征求青年的意见。这些活动
包括呼吁提交相关视频，青年可以在视频中陈述他们在
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
这些视频被编成了 “青年咨文”（SoYA），并在论坛期间
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在论坛之前还有一个在线活动来宣
传这一论坛。在论坛期间，同样的在线平台还被用作一
种从参与者那里获得意见的有效方式。

其他的技术支持方法还包括利用推特与青年参与者互动

的 “推特会面”（Tweet Meet）活动。参与者通过推特发
表了他们的观点并回答各种问题。在熟悉了这种方式之
后，参与者们就如何让农村青年参与进来以及如何利用
南南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在展览会环节，青年企业家们展示了他们在技术、艺术
和工艺等方面的创新。为了弥合青年在获得青年友好型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方面的差距，还设立了流动卫生
保健展位。

得益于该论坛，青年组织开始热情地积极参与实现 ICPD

的目标。例如，在加纳，青年的意见成为了加纳 ICPD 承
诺（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的内罗毕峰会上做出
承诺）的一部分。在加纳庆祝 “反对性别暴力 16 天活动”
期间，许多青年参加者还参加了由青年领导的全国游行。

这一倡议是可持续的，可以在未来的中非人口与发展会
议期间作为青年参与环节进行推广。在其他国家或地区
也同样可以复制这一活动。该论坛以视频形式记录，书
面报告可在网上查阅。

联系方式 ：
姓名：Niyi Ojuolape 先生
职务：代表
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加纳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ojuolape@unfpa.org

姓名：Babatunde Ahonsi 先生
职务：代表
机构：UNFPA 中国办事处和 UNFPA 蒙古国家主任
电子邮箱：bahonsi@unf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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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低生育率导致了人口的稳定老龄化。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

展的最大成就。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将从 6 亿增长约 3 倍至近 20 亿，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 10% 增加一倍，达到 21%。

很多老年人生活条件恶劣，养老金低，医疗卫生服务不足，住房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此外，由于老年人缺乏社会化、缺乏代际支持以及年轻家庭成员的长期移徙，心理健康问

题日益普遍。

人们对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能力存在疑虑，同时还需要认识到老龄化社会可能带来

的潜力。本方案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关切。

寻求解决方案

解决老龄人口需求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名为 “健康老龄中心” 的方案，该方案由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非政府组织（NGO）公共卫生伙伴关系组织于 2009 年首次制定。该方案建立在

为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强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之上。该方案旨在促进身心健康，预防与孤

独有关的老年人心理疾病，增加老年人自愿对社区发展倡议的参与，并促成代际合作和支持。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办事处在该国的政策和宣传工作方

面与公共卫生伙伴关系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得益于此次合作，在 11 年的时间里，健康老

龄中心网络从最初的一处地点扩大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另外 11 个地点 ；而且还有更

多的当地社区表示有兴趣开设此类中心。UNFPA 还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关当局提供

技术支持，以制定有关老龄化问题的战略，健康老龄中心该国在改善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事实证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制定的这一创新方案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该方案之

所以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老年人拥有未被社会认可的强大能力，只需要激励他们发

挥能力以更多地造福社会。第二，积极参与社会能带来双重好处——通过自愿参与可以为

社会带来好处，通过改善健康和福祉可以为老年人个人带来好处。第三，此倡议能促进性

别平等。过去，社区协会和团体大多由男子领导，而健康老龄中心能为所有老年人提供同

样的机会。结果就是，老年人学会了使用现代技术，使他们能够与经常在国内或国外迁移

的子女和家人进行交流。这些技能在 COVID-19 大流行等危机时期非常实用，为了保护老年

人自身的健康，老年人被禁止前往公共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沟通更为重要。

在东欧和高加索地区建立健康老龄中心
网络
应对社会中这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门的需求

© U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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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中心网络具有成本效益和完全可持续的特点。

运营成本较低（前提是拥有可以轻松提供设备的可用场

地）。目前，每中心每位老年人的每月运营成本大约为 4

欧元，仅为该国平均净月工资的 1%。考虑到治疗许多非

传染性疾病（包括心理疾病）的药品费用，此运营费用

非常低，地方当局能负担得起。建立健康老龄中心网络

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进行初步的管理能力建设即可。

接下来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愿的，只需要很少的投

资。事实上，这些中心的附加值非常高。

2017 年里斯本老龄问题部长级会议上曾介绍过该项目。

因此，该区域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对在本国复制这一倡议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东欧和高加索一些国家（包括这

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有兴趣更多地了

解健康老龄中心的原则和业务模式，也有兴趣开始建设

自己的健康老龄中心网络。

为此，UNFPA 帮助促进这些国家间的合作，以便能够直

接交流知识、经验和教训。2018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与北马其顿政府组织了相关知识和经验的首次转移。

此外，2019 年，通过与 UNFPA 东欧和中亚区域办事处以

及 UNFPA 格鲁吉亚办事处合作，为东欧和高加索 9 个国

家的政府和非政府代表举办了一场关于健康老龄化的研

讨会。

联系方式 ：

姓名：Zeljko Blagojevic 先生

职务：人口发展 / 监测和评价方案分析师

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blagojevic@unfpa.org

项目名称 ：发展健康老龄中心网络

国家 / 地区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 

多瓦、北马其顿、塞尔维亚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7

支持方 ：UNFPA（东欧和中亚区域办事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办事处、格鲁吉亚国家办事处）

执行实体 ：UNFPA、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伙伴关系组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 年开始，仍在进行（当前项目周期于 2020 年结束）

实践网址 ：www.ba.unfpa.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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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性别平等 减少不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自 1990 年以来，全球孕产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 44%。尽管如此，每天仍有大约 830 名妇女

和少女死于与妊娠和分娩并发症有关的可预防病因。99% 的这些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发展中

国家。

应对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需要协调的多部门响应措施，还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动态相互作用：

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如性别、收入、种族和领土不平等；根本原因分析；性健康和生殖

健康（SRH）的社会流行病学的背景情况；以及国家卫生系统的背景情况。还要求复杂而精

致地将地方干预措施与全球性努力结合起来，确保普遍、全面和及时地重视怀孕、分娩和

产褥期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CPLP）成员国寻求对加强国家卫生系统的要求做出响应。其中一些

卫生系统的领导人与巴西奥斯瓦尔多 · 克鲁兹基金会（FIOCRUZ）进行了对话并制定了相关

建议，从而形成了一种合作模式，如下所述。合作伙伴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秉承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的精神，在地方和全球各级做出协调一致的响应。

设立一个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参考中心的想法起源于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创

新的其他合作解决方案，这些合作解决方案已经证明，设立一个国际平台来帮助不同层级

做出决策是与国家合作伙伴一起组织活动、取得资格和应对相关需求的优秀实践方法。1

由 FIOCRUZ 托管的 ICPD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参考中心旨在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在第一

阶段重点关注减少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其工作方法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即 “参

考中心”，来组织国家间的合作倡议的需求和流程，并确保决策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在全球

层面，ICPD 参考中心通过执行秘书处负责宣传倡导、政治对话和预测治理。执行秘书处由

FIOCRUZ 和 UNFPA 的代表组成，还设有一个指导委员会，由政府机构和 UNFPA 驻合作伙伴

国家办事处的代表组成。在国家一级，ICPD 参考中心通过动员国家行动者、收集证据和制

定干预计划、测试和分享解决方案，来确保合作的连续性。

1 参考中心名称的前缀指的是1994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ICPD会议。那次ICPD是迄今举行的最大的政府

间人口与发展会议，有179个国家的政府参加，登记与会者约11000名，分别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

专门机构和组织、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会议制定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ICPD行

动纲领》，从此用于指导各国实施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生殖权利和妇女赋权理念为基础的人口 

政策。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性健康和
生殖健康和权利参考中心
合作提高卫生机构的机构能力

© U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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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同意就共同感兴趣的活动开展合作，将包括 ： 

教育、培训和研究机会 ；实习计划 ；共同设计在本地、

区域和 / 或全球开展的项目和活动 ；制定能进一步推进

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伙伴关系的旗舰计划。

尽管 FIOCRUZ 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但

是这项倡议包含新的元素，即创造能高度适应众多国家

情况的综合解决方案。例如，在首批倡议中，“有关孕产

妇死亡监测和死亡率监测委员会绩效的远程学习方案”

是 FIOCRUZ 提出的一项创新建议，旨在向 CPLP 国家提供

定制的适合每个国家卫生特点的教育和培训技术。此项

目包括一个虚拟校园、讲师主导的研讨会，以及一个数

项目名称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参考中心

国家 / 地区 ：最初是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目前已邀请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CPLP）的所有成员国。从长远 

来看，所有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可以加入这一合作伙伴关系。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1、3.2、3.4、3.7、5.1、5.6、10.2、17.6

支持方 ：CPLP 参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所；巴西奥斯瓦尔多 · 克鲁兹基金会（FIOCRUZ）；UNFPA 

执行实体 ：FIOCRUZ、CPLP 参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所、UNFP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4 年

实践网址 ：ba.unfpa.org/en ; https://bit.ly/34FqvE0（葡萄牙语）

字图书馆。目标之一是加强国家卫生联盟，并加强这些

委员会在建立跟踪和监测可预防的产妇死亡原因的新方

法方面发挥作用，同时改善卫生专业人员、从业人员和

决策者可获取的信息链。

联系方式 ：

姓名：Vinicius Monteiro 先生

职务：项目官员

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巴西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vmonteiro@unfpa.org

Skype: Unfpabra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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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

无贫穷 性别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这个创新案例不仅记录了泰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

而且展示了一个确定开展南南合作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效益及其投资社会回报（SROI）的框架。

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对了解合作产生的这些效益非常感兴趣，并且希望将它们传达给广

大公众，因此就有了这份案例文件。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和泰王国政府通过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进行广泛合作，分享

泰国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广受赞誉的开拓性实践方法。近几十年来，泰国的国际发展

合作努力取得了很大进展。UNFPA支持该国政府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倡议中发挥领导作用，

交流成功经验和技术知识，特别是关于产妇保健和服务的经验和技术知识。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关于南南合作（SSC）的可衡量效益的研究对 TICA 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TICA 对此

也很有兴趣，因为它的目标是扩大外部合作。这对老挝同样重要，因为该国正在努力确定

它在这一伙伴关系中的投资是否获得了重大回报。

泰国产妇保健方案大大降低了产妇死亡率，这一点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泰国的产妇死亡率

为每 10 万活产 24.6 人，已经大大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每 10 万活产 70 人的目标。因此，

UNFPA 一直支持泰国政府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倡议中发挥领导作用，交流成功经验和技

术知识，特别是关于产妇保健和服务的经验和技术知识。

由于老挝在这方面面临挑战，因此选择了泰国的助产方案进行分析。政府、UNFPA 和 TICA

共同对相关的综合项目管理进行投资，包括需求评估、项目设计和制定、规划、项目实施、

监测和评价。2015 年至 2017 年，通过政府分担成本，共投入了 45 万美元资金，来提升人

力资源技能和助产项目系统。

寻求解决方案

有关老挝助产方案人力资源部分的协调合作始于 2015 年，当时制作了一份基于需求的计划

书，根据该国的优先事项定制了相关倡议。随后，高级官员对泰国进行了一次考察访问，

了解该国的护士助产系统和产妇保健方案。泰国孔敬大学的护理学院是技术建议的主要来

源。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制定了参与性课程，包括为助产学校和大学的 11 名管理人员制定

了为期 4 个月的课程，并为来自所有 11 所助产教育机构的两组 52 名助产教育人员制定了

为期 6 个月的培训。定期进行参与性监测和评价，从而根据需要和要求调整相关活动。

为了评估该方案的价值，UNFPA 和 TICA 应用了投资社会回报（SROI）框架的原则和方法，

该框架与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相比更加全面，更具参与性。SROI 采用财务代理参数来衡量

社会经济成果。该框架通过调查多个利益攸关方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合并到一个易于理

泰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南南合作
通过计算投资的社会回报来衡量影响

© 泰国外交部 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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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财务比率之中，从而可以为一个项目的价值提供令

人信服的案例，揭示每一美元投资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这个比率是通过估算成本和收益的总现值来计算的。折

现率考虑了这些成本和收益发生的时间，折现率代表的

是每年估计的折旧价值。

为了探讨该倡议的成本效益，以及为不同利益攸关方和

受益者所带来的价值，SROI 采用对调查进行定量分析和

对关键人士进行访谈的方法。该方案特别关注根据国际

助产士联合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开展的改进助

产士教育的各种活动。

该方案与 UNFPA 老挝国家办事处密切协调，并开展了一

系列调查问卷调查、会议和访谈，这些都能帮助确保有

关利益攸关方同意和认可 SROI 结果。

SROI 的研究发现该方案可带来可观的回报。总投资额为

45 万美元，创造了近 180 万美元的社会价值。每一美元

的投资产生近四美元的额外收益。

这种价值源于 93% 的培训参与者对助产专业的自信增强

了，63% 的参与者拥有为所在机构做贡献的更强能力，

29% 的参与者拥有更好的工作前景，24% 的参与者拥有

为所在社区做贡献的更强能力。

SROI 确认，此项南南合作为助产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符合

国际标准的知识和专长。护理和助产机构从技能提升和

人员素质提高中受益匪浅，而且出现了许多创新。包括：

（i）与医生合作，在卫生中心和地区医院培训助产士； 

（ii）教师交换；（iii）纯母乳喂养项目；（iv）教育录像和

微格教学；以及（v）优秀教师网络。

SROI 分析令人信服的结果促使 TICA、UNFPA 和老挝政府

建议继续加大对助产教育和机构能力建设的投资。由于

此南南模式是有效的，并且高效利用了泰国的专业知识

和各种财政资源，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模式有可

能在产妇保健以及更广泛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等众多领

域取得长期的、可持续的成果。

对 UNFPA 来说，泰国国家方案供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必

须寻求更多的多边伙伴关系或采用共同筹资方式。现在，

该方案拥有明确的理由继续为南南项目宣传并调动资源，

包括与泰国和其他国家的民间社会网络以及私营部门公

司合作。

UNFPA 在以下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 SROI 倡议

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就南南倡议向 TICA 提供循证的政

策制定援助；以及在政府组织中倡导进一步调动南南资

源。UNFPA 希望这些成果能帮助全球了解关于南南合作

（SSC）价值的证据。

联系方式 ：

姓名：Duangkamol Ponchamni 女士

职务：国家项目官员

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泰国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ponchamni@ unfpa.org

项目名称 ：通过计算投资的社会回报来衡量南南合作影响

国家 / 地区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3.1、5.6、17.6

支持方 ：UNFPA、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

执行实体 ：泰国外交部 TICA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www.tica.thaigov.net/main/en ；www.thailand.unfpa.org ；www.thailand.unfpa.org/en/SSC-S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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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全球每年有超过 800 万人死于烟草。在东南亚地区，吸烟和无烟烟草的使用都很普遍。除

一个国家外，所有国家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缔约方，

而且都在实施 WHO MPOWER 一揽子措施和“最佳选择”实践方法，在国家层面减少烟草需求。

烟草是许多非传染性疾病（NCD）的主要风险因素，也是最常见的可预防的死亡原因。因此，

有效实施和执行烟草控制法律对全面烟草控制至关重要。

寻求解决方案

WHO 东南亚区域办事处（SEARO）发起了学习区域最佳实践方法的活动。在此方面，与

WHO、国家政府和执法机构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都被用作交流知识和经验的平台。

WHO SEARO 和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PRO）合作组织了一次斯里兰卡执法官员前往新加

坡的考察活动，目的是了解在国家一级如何有效执行烟草控制政策和法律。新加坡被认为

是在执行严格的烟草控制法律方面非常有效的国家。为了研究新加坡执法方面的最佳实践

方法，特别安排了一次公共卫生检查员的考察活动，这些检查员都是斯里兰卡烟草控制法

的执法官员。

此次考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具体目标 3.a（酌情在所有国家加强执行《世

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目的是：

• 了解新加坡的国家烟草控制计划、主要机构及其在执行烟草控制法律和法规方面的作用

和职能（特别是无烟场所、销售和分销、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内容管制、零售

商许可、消费税征收、非法交易等）。

• 亲身了解如何开展调查、监察及执法工作。

• 汇总考察结果及建议，为未来的执法策略制作相关报告。

 

此次考察提供了一个学习一个国家最佳实践方法和跨地区经验的平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执

法官员讨论并了解了新加坡有效的烟草控制方法和执法机制。整个过程都是参与性的，而

且新加坡健康促进委员会、卫生科学管理局、国家环境署、新加坡海关、FCTC 2030 团队与

来自斯里兰卡的公共卫生检查员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实地考察和亲身实践也是此次考察

活动的组成部分。

 

此次考察为学习跨地区烟草控制经验提供了一次创新机会。此次活动达成了以下学习目标：

• 概述新加坡国家烟草控制方案，及其结构、活动和运动（如媒体运动、预防方案、戒烟 /

治疗方案）。

• 了解烟草监管科和卫生科学管理局的角色和职能——执行有关未成年人吸烟的规例、烟

执行烟草控制法律的最佳实践 ：
东南亚案例研究
在应用最佳实践方法有效实施烟草控制倡议方面开展跨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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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广告、促销和赞助（TAPS）禁令、电子尼古丁传送

系统（ENDS）/ 电子烟、内容规管和测试、零售商发牌；

• 亲身观察如何在实地执行烟草管制条例（TAPS、销售、

分销）；

• 直接了解无烟法规、如何实地执法，以及执法方面的

挑战和应对策略；

• 了解消费税征收和非法贸易执法，以及在执法方面的

挑战和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

 

这次考察活动是斯里兰卡加速实施 WHO FCTC 迈出的一

大步，同时有助于实现 SDG 3a 目标。新加坡的最佳实践

方法是可以复制的，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实施，包括 SEAR

和 WPR。地方当局的承诺和参与以及各部门参与机构的

相互协调对确保此实践方法的成功复制至关重要。新加

坡政府的不同机构，包括健康促进委员会、卫生科学管

理局、国家环境局和新加坡海关，与考察团成员进行了

广泛的讨论。

这项活动是斯里兰卡国家烟酒管理局（NATA）、WHO 在

区域一级（SEARO 和 WPRO）和国家一级（斯里兰卡）

的办事处、FCTC 秘书处以及新加坡政府之间密切合作和

协调的结果。

联系方式 ：

姓名：Jagdish Kaur 博士

职务：无烟倡议（TFI）区域顾问

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电子邮箱：kaurj@who.int

项目名称 ：执行烟草控制法律的最佳实践：东南亚案例研究

国家 / 地区 ：新加坡、斯里兰卡

提名方 ：斯里兰卡国家烟酒管理局（NAT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A

支持方 ：NATA、世界卫生组织（WHO）东南亚区域办事处（SEARO）、世界海关组织（WCO）斯里兰卡办事处、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秘书处

执行实体 ：新加坡政府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11 月 25-29 日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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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东南亚地区（SEAR）继续创下全球疟疾下降幅度最大的记录。尽管印度是非洲以外负担最

重的国家，但在 SEAR 内部，印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印度关注的重点是到 2030 年消

除疟疾，而其邻国不丹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本土疟疾零病例。2019 年，不丹仅报告了 6

例本土病例，但还报告了 34 例输入病例（大多数来自印度）和 14 例外来病例。

印度和不丹有着友好的国际边界，边界长达 699 公里，印度一侧是 4 个邦 9 个区，不丹一

侧是 10 个区（Dzongkhag），人口流动几乎不受限制。人们普遍认识到，疟疾是无国界的，

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消灭疟疾，而不丹如果不充分解决边界地区的疟疾问题，就可

能错过既定的时间表规定。边境地区大多充满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具有挑战性的情况，这里

居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移民。因此，边境疟疾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仅仅

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予以关注和投资。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不丹和印度请求努力开展协调一致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在地方层面，

世界卫生组织（WHO）帮助、协调并大幅加快了双方的合作。不丹和印度之间的这一跨境

合作倡议旨在促进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

以及与消除贫困有关的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和有关平等的 SDG 目标。

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跨境行动计划可以减轻应对上述挑战的难度。这些重要的跨境行

动的初始步骤始于 SEAR 地区多年来的倡导和规划会议。相关国家签署了《2017 年加速和

持续消除疟疾部长级宣言》，并批准了《2017-2030 年区域行动计划》，显示了各国对此的坚

定承诺。2018 年区域委员会会议推出了无疟疾 SEAR 跨境协作行动框架，进一步加强了跨

境协作。该框架的重点是尽可能扩大跨境协调机制，从而为相关政策、战略、干预措施和

联合工作计划（包括联合能力建设活动）的适当协调和同步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印度和不丹的国家战略计划都包含跨境的组成部分，但以前只进行过几次由高级官员代表

出席的零星会议。2019 年，WHO 项目管理人员会议讨论了跨境协作问题，并就未来的前

进道路达成了共识。随后，在国家一级继续进行了间歇性讨论。在全球基金和亚太领导人

疟疾联盟（APLMA）的支持下，不丹政府于 2019 年召开了一场关于预防疟疾重新传播的对

等交流会，WHO 为此交流会提供了技术意见。这次会议讨论了边境地区的疟疾情况，除了

其他事项之外，还强调需要通过非正式协调机制来迅速分享信息，并开展协调干预措施。 

另一次会议在不丹举行，讨论了相关的跨境战略和机制。作为加强不丹消除疟疾努力的

一部分，2018 年通过 WHO 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在不丹的卫生管理信息系统（HMIS）内建立

印度和不丹的跨境合作 ：消除疟疾和防
范疟疾死灰复燃
加强跨境合作，打造一个无疟疾的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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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基于区域卫生信息软件 2（DHIS2）的疟疾模块；

2019 年，WHO 开展了一项有关消除疟疾进展情况的全面

评估，包括边境监测评估。重要的是，在 WHO 国家办事

处的支持下，2019 年还组织了一次重点关注地方层面协

作的会议。除了各自国家的项目管理人员和 WHO 之外，

印度和不丹边境沿线的地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其目标

是审查和分享关于消除疟疾的最新情况，特别关注了共

享国际边界的地区，并制定了跨境协作路线图。

这次印度和不丹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双边会议是在将以

往会议 / 磋商的各项建议以及 2017 年部长级宣言付诸实

施方面向前迈出的一步，达成了双方均认同的战略“路

线图”，其中特别强调了与边界相关的、针对次国家（地

区）层面的一揽子干预措施。优先领域包括：

• 实时数据共享，包括案例记录（通过 WhatsApp、

Dropbox、电子邮件、电话等）；

• 召开有关联合审查和规划的协调会议；

• 同步实施干预措施（长效杀虫蚊帐、配送、室内残留

喷洒）；

• 诊断和治疗，不分国籍，并确保治疗依从性；

• 加强监察，并根据负担减轻和消除的具体情况进行监

测和评价；

• 流行病学分析和疟疾风险分层；

• WHO 为共享疟疾数据、联合会议和加强次国家层级能

力的数字平台提供便利和支持。

 

在建立跨境协作机制的过程中，启动双边地区间实时共

享疟疾信息以及定期进行接触访问从而进行联合规划和

行动都是具有创新性的举措。这有利于两国消除疟疾的

规划，并确保取得的成果得以维持。随着逐步发展，这

一跨境倡议预计将在该区域的其他国家进行复制。已经

拟订了印度 - 不丹跨境行动的初步计划。还将进一步在

国家一级以及地区一级进行磋商，特别关注的方面包括：

行动（行动的内容）；以及行动的主体、时间、地点、原

因以及这些行动将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由国家所作的承

诺，并且可能被用来制定资源动员的投资案例。这也将

为跨境合作提供更多的案例，之前的例子包括东帝汶和

印度尼西亚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平台。WHO 将

继续为推动这些项目提供支持。

联系方式 ：

姓名：Tjandra Aditama 博士

职务：传染病科代理主任

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电子邮箱： Aditamat@who.int

项目名称 ：加强印度和不丹的跨境合作：消除疟疾和防范疟疾死灰复燃

国家 / 地区 ：不丹、印度

提名方 ：世界卫生组织（WH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

支持方 ：WHO（区域和国家一级）、全球基金、亚太领导人疟疾联盟（APLMA）、RBM 遏制疟疾合作伙伴

执行实体 ：印度和不丹的国家疟疾消除方案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EMM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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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越南正在对其初级卫生保健网络进行改革，此举是其实现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的承诺的一部分。这些目标涉及的领域包括：日益加重的非传染性疾病（NCD）

负担、传染性疾病的持续威胁，以及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和确保公平获取优质的卫

生服务。打造一支强大的卫生队伍对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也是卫生部的一个高度优先

事项。但是，相关的制约因素很多，例如缺乏资源来培训全国所有的卫生工作者、缺乏能

够提供培训的政府机构，以及获取最新的循证学习模块和培训方法的机会有限。传统的课

堂式培训还会导致一线医护人员必须离开工作场所，从而干扰了服务的正常提供。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目标是制定和实施一个电子学习系统，该系统将涵盖卫生工作人员的职前和在职

培训，此系统采用充分且适当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教学方法，可优化越南卫生培训机构的知

识分享方法。该项目的目的是改善越南北部沿海地区最贫穷和最脆弱人口群体的卫生服务

覆盖率和平等获取优质卫生服务的机会，特别注重在初级卫生保健层级对非传染性疾病

（NCD）的管理。该项目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的具体目标，包

括目标 3.4（关于过早死亡 /NCD）、3.8（关于全民健康覆盖）和 3.c（关于卫生人力资源），

以及 3.1（关于产妇死亡率）、3.2（关于新生儿和儿童死亡率）和 3.3（关于传染病）。

秉承南南合作的精神，创新型印度、巴西和南非减轻贫穷和饥饿基金（IBSA 基金）通过联

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驻越南办事处提供了资金。利用

这些资金，WHO 支持购买了相关硬件和软件，并通过 WHO 专家帮助建设了越南海防医药

大学（HPMU）的能力，并向其提供了技术援助。HPMU 是越南卫生人力资源的主要培训机

构之一，覆盖整个北部沿海地区。在此项目中，HPMU 在设计、开发、交付和测试最初的

电子学习试点模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越南卫生部（MOH）从项目一开始就是签署方之一，

并在为今后在全国推广该模式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还受益于

一个指导委员会的定期监督和指导，该指导委员会包括来自三个 IBSA 大使馆的大使，以及

MOH、HPMU 和 WHO 越南办事处的代表。

该项目以初期研讨会开始，然后进行需求评估，并草拟了电子学习 IT 平台的蓝图。WHO

为 HPMU 讲师和 IT 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以开发和上传关于 NCD 的培训材料，培训采用的

是创新型电子学习模块，HPMU 的医科学生以及北部沿海地区四个选定地区的一线卫生工

作人员可以访问这一模块。除了试点模块之外，该项目还支持开发其他的电子学习内容。 

卫生领域的创新型电子学习方法 ： 
为医科学生和卫生工作者提供职前和
在职培训，助力打造优质的卫生服务
改善越南贫困地区的卫生服务覆盖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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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点期间，电子学习项目共培训了偏远地区的 134 位

区级和 160 位社区级工作人员，另外还有 600 名学生在

该电子学习系统注册学习。

该项目成功地在 HPMU 内建立了大量的技能和基础设施，

以制作和提供有效的电子学习，将此作为一种继续医疗

培训（CME）方法，可以克服许多偏远医疗机构在培训

方面所遇到的障碍。该项目表明，电子学习系统可以帮

助一线医护人员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所导致的

卫生服务中断微乎其微，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

间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来学习这些课程。

该项目是一项创新之举，因为在制定该项目时，越南还

没有其他医科大学使用电子学习方法来培训居住在偏远

地区的学生。该项目还建立了一种在该国提供医疗专业

培训的新方式，即 “让教学更贴近学生”，以此克服在偏

远社区工作的卫生工作者在地理、经济和其他方面存在

的学习障碍。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扩大模型的准备工

作已经开始，具体包括：创建更多的模块和在线资源；

开发电子图书馆和移动应用程序；将课程内容作为 CME

材料进行 MOH 认证审核；以及对 HPMU 的 IT 和图书馆

工作人员进行更多培训，从而制定沟通和参与战略，向

其他医科大学介绍并推广该项目的经验，同时使该国更

多的医疗机构参与进来。

即使在项目完成后，HPMU 仍在继续使用和扩展此电子

学习平台。2020 年，更需要提高卫生人力资源的知识来

应对 COVID-19 爆发，WHO 和 HPMU 通过增加 WHO 制作

的有关 COVID-19（涉及的领域包括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的临床护理，以及初级保健场所的 COVID-19 护理指导方

针）的在线培训模块，共同增强了此电子学习平台。所

有卫生工作者和医科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取与 COVID-19 相

关的特别课程。

联系方式 ：

姓名：Kidong Park 博士

职务：代表

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越南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parkk@who.int

项目名称 ：卫生领域的创新型电子学习方法：为卫生工作人员提供职前和在职培训，改善越南北部沿海地区卫

生保健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

国家 / 地区 ：巴西、印度、南非、越南

提名方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3.8、3. C

支持方 ：由 UNOSSC 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越南国家办事处管理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减轻贫穷和饥饿基金 

（IBSA 基金）

执行实体 ：海防医药大学，通过越南卫生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lrX91B（越南语）；https://bit.ly/2EHxEJ3（越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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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一些东盟（ASEAN）国家的科技实力不强，本国学生接受科学、技术和创新（STI）等领域

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机会有限。东盟秘书处指出，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投资，有

助于培养技能，提高工作和生产能力，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和缅甸，教育投资长期不足是一个有待充分解决的问题。由于全球劳动力正在经历

从劳动密集型向技能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因此对于技能组合适应当前创新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推广 STEM 教育，对于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力资

源开发都至关重要，借此可增强东盟适应区域不断变化的当代需求的能力。

寻求解决方案

该奖学金计划旨在通过学位课程项目，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以及其他东盟成员国分享科

学、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从而为缩小各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等领域的教育差距做出贡献。为了应对上述挑战，菲律宾政府已通过其科学技术部（DOST）

发起了理学硕士和博士奖学金计划，力图为柬埔寨、老挝、缅甸培养一批科学和工程方面

的高级人才，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修读完该课程后，将能够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该计划的目标是促进工程和科学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从而提升东盟地区，特别是柬埔寨、

老挝、缅甸等三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该项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4（优

质教育）的具体目标 4.3 和 4.b，这些目标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奖学金数量，特别是在工程和科学教育领域。

更具体地说，该项目旨在：

• 根据《2016-2025 年东盟科学、技术和创新行动计划》、《国家科学和技术计划》和《菲律

宾发展计划》，开展具有影响力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

• 培养足够数量的理学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 提升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从业资历；

• 提高科研质量，使更多人能够接受该领域的研究生教育；

• 培养重视研究与发展的文化。

该项目还明确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具体目标 17.6，即 “加

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

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

菲律宾科学技术部发起了该奖学金计划，并通过菲律宾驻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大使馆发出

信函，向潜在申请人宣传了相关信息，发放了宣传材料，例如邀请函、宣传册以及项目的

向来自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和缅甸的学生提供东盟奖学金
缩小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教育方面的差距

© DOST-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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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针等。菲律宾驻三国大使馆通过其当地网络以及

当地科学和技术部发出了关于奖学金申请方面的通知。

申请人首先需提交文件以供审查，审查通过的，还需接

受由菲律宾科技部和菲律宾驻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进

行的面试。通过积极了解学者在学习期间的学业表现，

衡量其在菲律宾各大学修读期间接受教育的有效性和质

量，结果表明，该项目已成功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学

生传授了知识和优秀实践。迄今为止，该项目共对 25 名

学生提供了支持（第一批 14 名硕士和 4 名博士 ；第二批

6 名硕士和 1 名博士），这些学生正在菲律宾的大学攻读

工程、卫生、科学和数学等不同领域的学位。

截至 2020 年，该项目共招收了 17 名男生和 11 名女生。

第一批 18 名学生目前学习状况良好，符合所在大学的学

术要求。第二批共 10 名学生。

这些学生定期向菲律宾科技部科学教育研究所（SEI）进

行报告。他们都以奖助学金形式获得财政资助，并且在

第一学年中，还有安置、购书和交通津贴，没有任何申

请上的限制。第一批学生仍在攻读第二学年的课程，其

中一些学生预计将在 2020 年底前毕业。

菲律宾科技部科学教育研究所（SEI）向学生提供如下支

持：

• 以定期访问或在所读大学举行会议、发电子邮箱和打

电话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情况；

• 对学生在学业方面的任何需求立即做出回应，例如批

准大学的项目负责人为学生提供临时住宿、入学、学

生签证处理和财政资助等；

• 定期提供学术指导和建议。

该项目是可持续的，因为菲律宾政府一直承诺对东盟地

区，特别是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

出贡献。东盟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ASEAN COSTI）

下属相关部门机构一直通过设立奖学金项目等，将人力

资本发展作为优先发展事项。东盟科学、技术和创新委

员会也制定了一项机制，支持目前和今后的类似方案，

这些方案可供任何感兴趣的东盟成员国推广，也可以向

东盟对话伙伴提出这些方案建议其施行。项目进展情况

每半年在东盟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举行的区域会议

上报告一次。

该项目可通过双边或三方合作方式予以推广。如果是双

边合作，一国可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非洲国家提供奖学金（如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4.b 的要

求）。如果是三方合作，国际或区域组织可作为协调人，

与东盟在此项目中的作用相似。

该项目也可通过短期证书类课程或培训的形式予以推广。

项目的重点应符合有关国家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在确定

项目所考虑的专业领域以及所针对的学生、研究人员和 /

或专家的具体类型。最后，项目范围也应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具体目标 4.b 保持一致，并且必须鼓励妇女参加

所提供的课程。

联系方式 ：

姓名：Josette T. Biyo 博士

职务：主任

机构：菲律宾科学技术部科学教育研究所

电子邮箱：biyojosette@yahoo.com ；抄送 Susana Esquivel

女士 esquivelsf@gmail.com

项目名称 ：向来自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学生提供东盟奖学金

国家 / 地区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菲律宾

提名方 ：菲律宾政府科学和技术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b、17.6

支持方 ：菲律宾科学和技术部

执行实体 ：菲律宾科学和技术部科学教育研究所（DOST-SEI）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1

实践网址 ：bit.ly/DOST-PH-CLM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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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喀麦隆、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突尼斯是南半球国家中相对拥有基本基础设施和工业环境

的国家。由于预计汽车行业未来会有很大增长，四国对加强汽车领域技术人员的能力都有

巨大需求。例如，2017 年，科特迪瓦汽车市场实现了高速增长，新车销量增长了 7%。科

特迪瓦政府宣布，汽车装配线将是国家项目，表明对加强该领域技术人员的能力建设还有

重大需求。

寻求解决方案

此三方合作项目的基础是韩国国际协力团先前开展的 “卡萨布兰卡汽车高级培训学院”

（IFMIAC）项目，该项目是与摩洛哥就业和职业培训部合作实施的。自2013年 IFMIAC成立以来，

该学院不断取得突出成果，最终形成此三方项目，旨在回应其他非洲国家将 IFMIAC 作为标

杆的大量需要。此三方合作项目针对受援国的青年，帮助他们接受汽车行业优质职业培训

（可持续发展目标 4.4），从而为受援国汽车工业培养优质人才，帮助实现行业和经济增长（可

持续发展目标 8.2）。

该项目包括多年培训，是通过韩国、摩洛哥和四个非洲国家（喀麦隆、科特迪瓦、塞内加尔、

突尼斯）之间的三方合作执行的。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培训四个受援国的政府官员和技术指

导人员，帮助他们制定发展汽车工业职业培训的行动计划。项目包括两种类型的培训课程。

第一类课程旨在建设摩洛哥官员和 IFMIAC 管理人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开展第二类培训课

程。第二类课程旨在加强来自四个非洲国家的决策者和技术指导人员的能力。

从规划阶段开始，项目采用韩国培训机构韩国技术开发公司开发的 “基于分析的课程开发”

（ABCD）方法进行设计，以提供最适合受援国需求的精准培训课程类型。在设计项目之前，

采用 ABCD 方法根据政策分析（即分析受援国的国家增长战略、按地区、系统和政策制定

的战略）、态势分析（即分析相关区域内外部环境）和现场分析（即分析相关领域的现状和

需求）来推断需求。选择讲座主题、科目和培训目标，并根据研究结果设计适合主题和目

标的课程。

通过该三方合作项目，2018 年，培训了 10 名摩洛哥 IFMIAC 官员（邀请到韩国参加课程），

2019 年，来自四个非洲国家的 12 名官员和决策者接受了培训（邀请到摩洛哥参加课程培

训）。2020 年，韩国国际协力团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计划通过在线形式开展剩余的课

程（第 3 和第 4 期）；第 3 期培训班将培训 21 名摩洛哥 IFMIAC 官员，但第 4 期培训班的受

摩洛哥、韩国和四个非洲国家在职业培
训方面的三方合作

为政府官员和技术指导人员提供培训课程

© KO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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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人数尚未确定。受训学员的学业成绩和满意度非常高；

在 2018-2019 年培训课程中，对参与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满意率达到 90%。由于该项目仍在进行之中，而且尚未

进行评估，因此难以在目前阶段评价其实际影响。然而，

作为已执行完培训课程的直接交付成果，摩洛哥和四个

非洲国家的受训人员已在各自国家完成了制定行动计划

和分析工作。为了鼓励随后在合作国家开展这些行动计

划，韩国国际协力团将进行一次追踪调查，监测这些行

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直至项目年度结束。韩国国际协力

团还将在项目结束后与摩洛哥方共同展开后续评估。

通过这个项目，参与国之间有更多机会进行主动合作。

作为培训项目的一项成果，摩洛哥的 IFMIAC 与受韩国

国际协力团援助成立的塞内加尔职业教育高等研究所

（ISEP）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协议，旨在促进培训交流活

动，提高指导人员的能力，从而确保本项目能够可持续

发展。

自 IFMIAC 成立以来，摩洛哥就业和职业培训部表示愿意

继续促进该三方合作项目，特别是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合

作。韩国国际协力团试图通过该项目，从自己的角度为

提高摩洛哥在三方合作中作为领导国家的能力作出重大

贡献。此外，为了继续支持摩洛哥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三

方合作能力，韩国国际协力团计划开展后续项目 " 摩洛

哥技术职业教育培训人员技术强化培训中心项目 "（2020-

2024 年）（600 万美元）。该新项目使技术和职业教育与

培训（TVET）培训人员和指导人员能够学习信息和通信

技术等新技术，并加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在该培训中心

将继续开展三方合作项目，以培养邻近国家技术和职业

培训方面培训人员的能力和技能。

联系方式 ：

姓名：金纳美女士

职务：副经理

机构：韩国国际协力团

电子邮箱：nami.kim@koica.go.kr

项目名称 ：摩洛哥、韩国和四个非洲国家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三方合作

国家 / 地区 ：喀麦隆、科特迪瓦、摩洛哥、韩国、塞内加尔、突尼斯

提名方 ：大韩民国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4、8.2、8.5、8.6

支持方 ：韩国国际协力团

执行实体 ：韩国国际协力团、韩国技术教育大学、卡萨布兰卡汽车高级培训学院（IFMIAC）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CeJOi ；https://bit.ly/3loIQ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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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泰国 - 老挝万象技术学院发展合作项目

通过设立优质的技能发展机构，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长期经济和工业发展
建立强大的熟练劳动力市场

© TICA

挑战

与泰国在 1960 年代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期间的经历类似，随着工业和资源型经济部

门的扩张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已选择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

革。此外，根据老挝政府促进外国投资的政策，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必须发展其劳动力，

使之成为从半熟练到具备较高技能的劳动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加上缺乏优质教育以及辍

学现象严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必须建立一家有效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TVET）体制，

作为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提供合格劳动力的另外途径。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必须在微观层面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基础，使其成为今

后能在全国其他机制中推广的模式。为此，泰国国际合作局（TICA）与职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泰国教育部以及老挝教育和体育部合作，实施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发展合作项目 “万象技术

学院”，将其作为以实践为导向的综合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典范，以培养出熟练和

胜任的劳动力队伍。这将有助于促进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基础经济

部门和其他领域的生产力。

因此，1997 年，泰国国际合作局与职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泰国教育部和老挝教育和体育

部合作，在项目第一阶段启动了在 Phonehong 技术学校设立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发

展项目。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改善设施、编制课程、供应设备和构建能力，对象是泰国教育

部和老挝教育和体育部负责 TVET 政策规划的管理人员，以及学校特定课程的的教师和培训

人员。

由于第一阶段取得了成功，泰国教育专家与老挝教育和体育部合作，为 Phonehong 技术学

校至少制定了四个教学大纲；其课程设置符合老挝教育和体育部的要求，到 2019 年，该校

在校生已由 1500 人大幅增加至 3001 人。因此，该校于 2010 年 10 月升格为万象技术学院，

成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所为学生提供广泛职业技术培训课程的技术学院，招生对象

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面向全国。

项目的第二阶段旨在进一步发展三个主要领域：（i）改善和建造校内设施，包括教室和实

训室；（ii）为面向实践的职业教育提供必要和充分的培训设备；（iii）制定学院教师和培训

人员的能力建设方案。在第一阶段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后，泰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密切合作，设计了多项活动，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当前需求开设了各种课程，包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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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建筑、木工、裁缝、食品和饮料、工商管理，

商务计算机、普通科目和基本职业培训等。此外，也对

课程进行了改进，以便更好地符合国家劳工标准和东盟

专业技能标准，并满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经济特区特

定部门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在第二阶段，重点放在了

课程设计、评测系统开发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法应用等

方面。在实施第二阶段的第二年，重点放在了更新和加

强设备和设施等方面，旨在为学院招收更多学生做好准

备。自 1997 年以来，已有 3000 多名学生参加该项目，

毕业生超过 1 万人。目前，该技术学院提供的课程涵盖

汽车技术、金属机械、电子电气、焊接、管道、重型设

备和农用机械等广泛的科目，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文

凭并攻读更高的学位。技术学院还提供短期培训课程。

该项目为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扩展优质 TVET 机构铺平

了道路。除了万象技术学院外，随后又选择将位于沙湾

拿吉、琅勃拉邦和东康昌等地的三所理工学院纳入在该

项目下发展的另外三所 TVET 学院。随着在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其他地区扩大项目场地，项目已在创造体面工作

和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

将有助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优

质教育），并随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

济增长）。

TICA 认识到，承认实施发展项目的重要性是项目可持续

性的核心；因此，从一开始，包容性和参与性合作就被

纳入该项目，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积极参与了从项目设计

阶段到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并作为关键角色参与了项

目的设计、塑造以及必要时的更改工作。此外，设立了

项目指导委员会，由泰国和老挝双方的同等数量代表组

成，为密切和公开讨论项目的设计及其实施提供了定期

论坛。委员会已确保该项目将极其有益于老挝人民民主

共国，并将最适合和有益于老挝人民及社区。与泰国国

际合作局实施的所有发展合作项目类似，该项目也是为

确保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所规定的强有力、实际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

联系方式 ：

姓名：Sayan Kongkoey 女士

职务：泰国合作一处处长

机构：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署 (TICA)

电子邮箱：sa.kongkoey@mfa.mail.go.th

项目名称 ：泰国 - 老挝万象技术学院发展合作项目

国家 / 地区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

提名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署 (TIC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4、8.5、8.6、17.6、17.9

支持方 ：TICA

执行实体 ：老挝教育和体育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1997-2016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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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负责任的消费和
生产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科研活动是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有效和最可持续的工具。科研有很大一部分通常是

在教育和产业机构中进行的。科研进度，除其他影响因素外，取决于是否有保养良好的科

学仪器。在发展中国家，在科研仪器采购和库存管理方面缺乏规划，以及与仪器和设备维

修保养有关的技术专门知识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研究方案的顺利进行。由于缺乏维修设

施，大量昂贵的仪器和设备被弃置一旁。但是，这些损失可通过花费少量资金进行有效的

预防性维修保养来避免。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本地维修和维护科学设备的能力，

以确保研究工作不至中断。

寻求解决方案

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为使其共同成员国能够在科学设备维修保养技术方面实现自主，

减少对外国专家的技术依赖，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和伊斯兰教科

文组织（ISESCO）于 2004 年发起了一系列国家讲习班活动。这些讲习班旨在强调与大学、

研究机构、医院和小规模行业所使用科学工程设备的维护有关的问题。南方科技促进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考虑到东道国的需求，聘请了两名巴基斯坦专家，并为讲习班参加者提供了

实操培训，旨在提高他们的技能，增强他们修理、维护和排除其组织内所使用重要科学工

程设备故障的能力。

该系列讲习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依靠专门从事科学工程设备，特别是针对其维修和维护的

熟练人力资源，培养负责开发可持续基础设施的主要培训人员。其目标包括：

• 由专家演示修理有缺陷仪器的过程；

• 为参与者提供实践培训，提高他们独立维护和维修的技能；

• 更新讲习班参与者对科学仪器操作所涉及的最新技术的知识；

• 通过以需求为基础的培训以及记录维修和维护活动，使参与者熟悉科学仪器的功能；

• 更新受训者关于科学仪器设备不断变化的新技术的知识；

• 巩固当地用户或工程师的技术技能和理解，以便与制造商或负责人沟通解决关键问题；

• 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服务技术人员、操作员和实业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开发一个平台，

帮助更新他们现有的技术技能和知识库。

 

这一系列讲习班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科学家 / 专业人员提供一个学习最新维护技术的

论坛。

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OMSATS）-伊斯兰教科文组织（ISESCO）
关于维修保养大学、研究机构和小规模
行业科学工程设备的国家培训讲习班
促进发展中国家自主管理和维护技术资源

© COMS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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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讲习班为期五天，包括演示、分发培训手册和在专

家监督下在实验室进行实践培训，以及在现有故障设备

上应用所学到的技术。

• 设备清单由东道国确定。在讲习班期间，与会者还可

以在专家的指导下修复出现故障的科学仪器。

• 根据东道国确定的科学设备，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聘请业内专家向讲习班参加者传授实际操作

经验，提高他们的技能，增强他们修理、维护和排除

故障的能力。

• 这些讲习班的受益者包括在大学、研发机构 / 医院和

小规模企业工作的研究人员、工程师、技术员和教师。

• 理想的参与者人数是大约 30-40 人，来自大学、研究

和开发机构、医院以及工业界。

• 主办机构为该次讲习班选择一个实验室，并列出培训

所需的仪器。

• 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伊斯兰教科文组织

和主办机构签署协议，确定合作机构在组织培训讲习

班方面各起什么作用。

• 培训内容包括理论传授、实践培训和对可用故障机器

进行实际操作。

这些讲习班是在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伊斯

兰教科文组织的共同成员国举办的，参加者无需付费。

450 多名科学家、研究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

学生以及政府部委、机构、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从

中受益。迄今为止，已在 10 个发展中国家举办 13 次讲

习班，包括：哈萨克斯坦（2017 年）、尼日利亚（2016 年）、

阿曼（2015 年）、伊朗（2014 年）、苏丹（2004 年和 2013 年）、

突尼斯（2012 年）、埃及（2011 年）、塞内加尔（2010 年）

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05年）。2013年和 2015年期间，

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还在加纳单独举办了两

次有关该主题的讲习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能够在当地维修和维护各自国家的研发机构以及

小规模企业的实验室使用的科学仪器。此外，由于举办

了这些培训讲习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科学设备得到了

维修，并发挥了最佳最有效的作用。

因此，讲习班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够实现信息、知识和

优秀实践的系统化跨国转移。

项目的可持续性通过培训参与者成为主要的培训师加以

确保。自 2004 年在苏丹开展这一项目以来，已在 10 个

发展中国家举办了讲习班，对课程内容和培训手册进行

了更新，更好适应东道国的需要。

联系方式 ：

姓名：Tajammul Hussain 先生

职务：项目顾问

机构：南方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电子邮箱：tajammul@comsats.org

电话：+92-51-9204892

姓名：Nisar Ahmad 先生

职务：副署长（系统）

机构：COMSATS

电子邮箱：nisar@comsats.org

电话：+92 51 9214505

项目名称 ：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伊斯兰教科文组织（ISESCO）关于维修保养大学、 

研究机构和小规模行业科学工程设备的国家培训讲习班

国家 / 地区 ：埃及、加纳、伊朗、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阿曼、塞内加尔、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突尼斯

提名方 ：南方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4、8.2、9.1、9.a、12.a、17.6、17.9

支持方 ：COMSATS、伊斯兰教科文组织（ISESCO）

执行实体 ：COMSATS、ISESCO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04-2017 年

实践网址 ：http://comsa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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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南半球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及基础设施远未得到充分优化。这种现象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

包括国内和国际资金匮乏、能力低下、治理不善和科学界女性研究人员短缺，以及工业界

和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薄弱。实验室通常设备简陋或完全没有实验室，理科学生接受的实际

研究培训很少，因为就算有少数研究中心，也通常不在大学里。南半球国家要求获得支持，

发展能够应用于卫生、农业和清洁能源的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以应对当

前的重大社会挑战，如粮食安全、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以及气候变化等。包容性高等教

育和大学毕业后再次培训等方案，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领域问题的关键因素，能够对社会各

阶层和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并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

寻求解决方案

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ICGEB）奖学金计划，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奖学金的可获得性，

直接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 4（优质教育），重点针对 ICGEB 成员国的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其

中绝大多数来自南半球国家，包括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该方案的制定非常注重包容性和性

别平等（迄今为止，59% 受益人是女性研究员）。

通过该方案，ICGEB30 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奖学金方案有

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 在 ICGEB 位于意大利、印度或南非的实验室，开设为期三年的博士课程，其中包括实验

室研究方面的强化培训，以获得由与国际知名大学签署的特定协议认证的博士学位。

• 一项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金项目，用于在 ICGEB 的某一实验室或成员国的某知名实验

室进行创新研究。

• ICGEB 高级研究培训科学流动站（SMART）短期奖学金项目，为期 3 至 9 个月，旨在让南

半球国家的年轻科学家在南半球其他国家的一流实验室开展研究，这些研究在他们自己

本国的研究所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

 

事实证明，该计划有助于提高能力，帮助年轻研究人员获得东道实验室现有新技术的具体的、

理论性和实践研究技能，改善他们的科学网络与合作情况，也提高了 ICGEB 成员国实验室

的国际化程度。

成功的科学研究是协作努力的结果，而由于 ICGEB 这些研究奖学金项目，在全球南半球许

多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ICGEB 校友社区，能够建立强大的跨国科学协作。

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ICGEB）
短期和长期博士与博士后奖学金计划

支持南南合作，促进人力资本发展

© IICG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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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GEB 研究员是奖学金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接受生物医学、

生物技术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高级培训后，他们的职

业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当研究员返回原籍国时，研究员

本国和该区域内更广泛的科学界将间接受益于人力资本

的增加和人才回流，适应当地需要的国家创新潜力得以

加强。

从长远来看，该计划有助于激励未来的国内和区域内这

些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创造就业，建立高素质研究人

员协作网络，并最终促进全球南方公民的福祉、和平与

安全。

仅在 2019 年，该计划通过支持 ICGEB 实验室的 182 名研

究员，促进了南南交流与合作：25 名来自非洲，138 名

来自亚洲，16 名来自南美洲和中美洲，3 名来自中东。

而关于 SMART 研究金，自 2014 年设立以来，共向来自

各大洲的年轻研究人员颁发了 28 项奖学金。2019 年，

颁发了 6 项新的 SMART 奖学金（4 名获奖者是女性研究

员）:3 名博士学位，3 名博士后，具体而言，学生从巴

西去到乌拉圭，从阿尔及利亚去到克罗地亚，从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去到巴基斯坦，从印度去到中国，从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去到印度，从摩洛哥去到突尼斯。

ICGEB 奖学金案的直接受益者——科学家及其研究所，

发展了各自的科学技能，成为各自国家的科学领袖、教

师和导师；而在奖学金项目期间和之后，他们形成并继

续建立国际联系和网络，也保证了项目的可持续性。他

们是 ICGEB 校友小组的成员，他们与 ICGEB 主要研究人

员的合作，在国际上的接触和科研合作的增加，使他们

拥有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机会。

该方案可在全球南半球其他国家进行推广和复制，因为

ICGEB 在全世界拥有强大的科学网络，其方案管理结构几

十年来一直在有效运作。ICGEB 的标准程序和基础设施模

式以中立、完整和透明著称，很容易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Marianna Maculan 女士

职务：对外关系主任

机构：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

电子邮箱：maculan@icgeb.org 

电话：+39 040 3757216

项目名称 ：ICGEB 支持南南合作，促进人力资本发展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

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厄瓜多尔、

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约旦、肯尼亚、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黑山、摩洛哥、纳米比亚、尼

日利亚、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

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

提名方 ：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ICGE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5、4.b、17.9

支持方 ：ICGEB、中国、印度、意大利、南非

执行实体 ：IGEB

项目状态 ：七个方案——全部进行中

项目周期 ：自 1987 年以来，每两年进行一次会商（只要该机构还在运作，该方案就将继续实施）

实践网址 ：www.icgeb.org/activities/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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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被视为全球技能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其对就业、创

业和减贫的积极影响，也被视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一些共同的挑

战阻碍了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成员国在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发展，对整个伊斯兰

合作组织区域的职业教育系统和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挑战包括：缺乏准确的国家立

法和监管框架；弱势群体缺乏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缺乏合格的 TVET 教员；缺乏资金；以

及 TVET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之间不匹配等。

寻求解决方案

2009 年，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培训中心（SESRIC）启动了伊斯兰会议组织

成员国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以支持和补充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应对技术职业教育和培

训领域面临挑战的努力。该方案旨在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并通过成员国相关国家技

术职业教育和培训当局之间的创新和整体方法进行知识交流。该方案包括南南合作的基本

要素，如相互理解、交流专门知识和经验、同行学习和能力发展。

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的执行机构，SESRIC 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将伊

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聚集在一起，提供广泛的发展解决方案，以期加强它们在 TVET 领域的

合作。由每个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当局代表的国家联络点（NFP）

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这项在国家层面驱动的创新方案的基点。此外，国家联络点代表与

相关利益攸关方定期举行会议，帮助成员国确定其不断变化的挑战，并为其提供创新解决

方案。

关于其活动的实施，伊斯兰合作组织 - 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采用了基于知识交流方法的几

种不同模式和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讲习班、培训师培训、工作组讨论、考察访问和培训课程。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分享和获取经验、专门知识、技能和新实践。

57 个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被视为分属不同的国家集团，因为它们在资源和发展水平方面

存在差异，其中一些国家位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这种情况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

了巨大的潜力和机会，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内部的合作，以成本效益高、效率高的方式，

从彼此的知识和经验中获益。在这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通过其各种

执行方式，努力发展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之间富有成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由于 TVET 系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各种工作的实用和技术技能，为青年和弱势群体就业

做准备，该方案被视为一个跨领域平台，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优质教育）、8（体

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和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成员国职业教
育和培训方案
加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提高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培训系统的
质量

© SES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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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合作组织 - 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的框架内，在

伊斯兰合作组织不同区域为 60 多名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教员和 250 名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技术教育与培训机

构代表开展了 29 项活动，其中包括两次讲习班、11 次

培训人员培训课程、4 次考察访问、6 次监测和咨询委

员会会议、4 个工作组、2 个研讨会和国际专题讨论会。

实施的活动在增强青年和妇女权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此外，TVET 教员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在提高各自国家

TVET 系统的质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截至 2015 年，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和《伊

斯兰合作组织 2025 年行动纲领》，伊斯兰合作组织职业

教育和培训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目的是探索创新的方式

方法，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该方案的整体质量和影响。

为了评估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技术和职业教育系统的

当前需求，SESRIC 与六个国际机构和 24 个伊斯兰合作组

织成员国合作，主动制定了《2020-2025 年伊斯兰合作组

织 - 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战略路线图》。在这一过程中，

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相关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在支持伊斯兰

合作组织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提

供了宝贵的投入，这表明所有利益攸关方为这一优秀实

践的成功和可持续性携手合作，开展了有效的南南合作

三方合作。这些机构包括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ICDT）、

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ISESCO）、伊斯兰开发银

行（IsDB）、伊斯兰技术大学（IUT）、开发署伊斯坦布尔

私营部门发展国际中心（UNDP IICPSD）和土耳其国际劳

工组织（ILO）。

《2020-2025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 - 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战

略路线图》旨在提高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的质量和

绩效，提出一系列替代方式和方法，以全球证明的最佳

做法和知识为基础，改善成员国的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

实践。已经确定了四个合作领域，并在以下领域制定了

实施计划：立法框架、治理和促进；技术职业教育和培

训教师教育；职业标准、资格和质量保证体系；以及认

证和模块培训方案。

在 2019 年 12 月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COMCEC）第

三十五届部长级会议核可的路线图框架内，计划在未来

五年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负责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

事务的国家当局、相关伊斯兰合作组织机构和主要利益

攸关方合作开展 55 项需求驱动的活动。

联系方式 ：

姓名：Onur Caglar 先生

职务：培训及技术合作署代理主任

机构：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培训中心

（SESRIC）

电子邮箱：ocaglar@sesric.org

姓名：Esma Demirtas 女士

职务：培训和技术合作署项目干事

机构：SESRIC

电子邮箱：edemirtas@sesric.org

姓名：Semiha Abdullah Inan 女士

职务：培训和技术合作署助理项目干事

机构：SESRIC

电子邮箱：sainan@sesric.org 

项目名称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职业教育和培训方案

国家 / 地区 ：57 个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

提名方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培训中心（SESRI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4、4.5、8.6、17.9、17.15、17.16

支持方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伊斯兰合作组织总秘书处、伊斯兰合作组织经济和商业合作常设委员会

执行实体 ：SESRIC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09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www.oicv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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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无贫穷 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
福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虽然可持续运输和航空业没有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它们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

因素。航空业提供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快速的全球交通网络，连接着全球的人们、社区和

企业。因此，航空业已经转变为经济引擎，推动着全球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ICAO）是联合国下设的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以确保国际

民用航空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安全、可靠和高效的，是对环境负责的。国际民航组织是其

193 个成员国在民航所有领域开展合作的主要平台。根据项目启动前进行的各种分析，许

多国家在实施标准和建议措施方面面临着挑战，从而导致出现对实现持久航空运输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而言远非最佳的情况。

寻求解决方案

能否在世界范围内实施这些标准和建议措施，取决于民航局（CAA）管理人员是否有能力在

各自国家实施这些标准和建议措施。为支持各国提高对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的有

效执行率，必须向管理和监督标准和建议措施执行情况的民航局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适当

的管理和技术培训，其中涉及安全、空中导航、机场、空运、环境等方面和航空运输系统

的其他核心学科。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SCCAF）的资助下，启动

了一个为民航局中高级管理人员开发和提供培训的专门项目，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规划、管

理和评估在各自国家实施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的情况。这是在该领域第一次开展此类 

培训。

为此，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国际民航组织培训包（ITP），即 “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国际

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合规管理”。该新的培训包直接支持国际民航组织 “不让一个国家

掉队” 能力建设倡议的目标，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该培训包已被进一步翻

译成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有利于其在全球提供。

在项目实施阶段，来自 124 个国家的 865 名被提名者获得了奖学金，参加了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0 月期间举办的 38 次全球会议。除新西兰外，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都来自发展中

国家，即 124个国家中有 123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奖学金覆盖了当地参加者的学费和餐费，

以及来自邻国的参加者的住宿、机票和地面交通费用。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提供的资金

推动了该培训课程的开发、实施以及奖学金的提供。

民航局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的制定
和提供
提高民航管理人员的能力，以支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不让一个国家掉队”
倡议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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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结束后，参与者能够完成以下任务：（i）作为

一个团队与民航局其他管理人员合作，规划、管理和评

估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的执行情况；（ii）利用

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文件、程序、工具和技术，在各自

国家实施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及（iii）运

用其知识协助其国家行政部门改进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

建议措施的实施情况。

该项目完成了计划的战略和任务，实现了其目标。项目

的结果是增强了航空能力建设，加强了民航安全和安保

监督能力，并满足了业界对航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日

益增长的需求。该课程现已被民航监管机构、机场、航

空公司和航空导航服务提供商广泛接受，国际民航组织

已被要求暂停提供其他课程项目，专心开发此培训课程。

项目完成后，所开发的 ITP 已被纳入国际民航组织的培

训课程组合。现在，该培训可由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主持，

并可由国际民航组织在世界各地的 100 多个国际民航组

织认可的培训中心（也称为 “TPP 成员”）所组成的网络

主持，旨在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并保障所取得的成果。

在捐助方关系方面，该项目的所有三个关键绩效指标（参

与者人数、培训次数和受援国数目）都超过了预定目标。

由于捐助方关系得到加强，中国已就开发和提供一门有

关民用航空总体规划的新课程而批准另一个项目。

该项目支持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

目标 1（无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

增长），通过更安全和更高效的航空运输系统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并改善工作人员的生计。这也极大地有助于通

过促进贸易和旅游业来提高区域市场的连通性以及融入

国际市场。此项目通过改善粮食和易腐农产品、医疗用

品和商品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提高了该部门的绩效和

对粮食安全的支持，这些在危机时期尤为重要，因此也

支持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和 3（良好健康与福

祉）。向民航局管理层提供此类培训也直接支持可持续发

展目标 4（优质教育），该目标旨在培训和增强熟练专业

人员和专家的权能。此项目直接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因为发展项目和改善机场

与空中导航基础设施，对于更好地执行国际民航组织标

准和建议措施至关重要。最后，此项目也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一个很好例子，

因为它将不同的经济部门聚集在一起，将合作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联系方式 ：

姓名：Thilly De Bodt 女士

职国：战略规划、协调与伙伴关系处代理主任

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电子邮箱：Tdebodt@icao.int 

姓名：Mekki Lahlou 先生

职务：全球航空培训办公室 TRAINAIR PLUS 方案协调员

机构：ICAO

电子邮箱：Mlahlou@icao.int 

项目名称 ：民航局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的制定和提供

国家 / 地区 ：全球

提名方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具 体 目 标 ：1.4、1.5、1.a、2.4、2.c、3.d、4.4、4.b、8.1、8.2、8.3、8.9、9.1、9.4、9.5、9.a、

17.3、17.6、17.9

支持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MOFCOM）、China Aid

执行实体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全球航空培训办公室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uPM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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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挑战

津巴布韦议会于 2019 年 8 月批准了《教育修正法案》，该法案随后由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

于 2020 年 3 月 6 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现在包含了教育部门的广泛改革，大部分条款与

新《宪法》和《儿童权利公约》（UNCRC）的条款一致。法案实施带来了一些关键变化，包

括为所有儿童提供从幼儿发展到小学和中学的免费基础教育，以及为所有五年级至六年级

的女学生提供免费卫生用品等。尽管津巴布韦政府在 1980 年代就实施了类似的方案，但考

虑到目前的环境以及此后国内和全球事态的发展，津巴布韦政府在如何实施免费提供基础

教育和卫生用品等方案以及如何为其融资等方面面临另一障碍。推出这些方案需要认真规

划和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框架，以确保儿童获得最大和持久的利益。因此，津巴布韦有必要

向其他情况类似的国家学习，了解它们是如何实施和资助有关免费基础教育的重要条款的。

寻求解决方案

在议会批准《教育修正法案》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津巴布韦国家办事处分别

在 2019 年 10 月 13 日至 18 日和 2019 年 10 月 20 日至 25 日期间，为议会初等和中等教育

组合委员会成员对赞比亚和肯尼亚的两次互访提供了便利和资助。这些访问是在区域南南

合作倡议框架内进行的，得到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和非洲联盟之间关于通过

同伴学习促进发展的战略框架的支持。8 名议员每次外出访问都有来自中小学教育部的代

表陪同，还有儿童基金会教育和社会政策工作人员随行。肯尼亚和赞比亚几年前就实行了

免费基础教育，津巴布韦议会认为访问这两个国家并学习它们推出和实施免费基础教育方

案的经验是有益的。交流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平台，让各国议员在监督政府方案的情况下，

能够相互交流和分享知识和经验，以改善该区域的社会发展方案，如免费基础教育方案等。

由于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区域内少数几个还未实施免费基础教育的国

家之一，因此这些交流访问为津巴布韦提供了很多重要见解，可以更好了解其他国家是如

何推出其方案、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它们引入的相关风险和缓解措施，以及可能出现的进

一步提高儿童成绩的机会。

通过从交流访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和见解，津巴布韦议会成功地倡导推出了该法案，甚至

在总统同意该法案之前。因此，2020 年国家预算为免费基础教育拨款 4 亿津巴布韦元（2300

万美元），为提供免费卫生用品拨款 2 亿津巴布韦元（1200 万美元）。此外，交流访问还引

发了关于该方案可持续性的辩论，包括根据区域最佳实践，加强负责部委的能力和设立教

育基金为该方案提供资金。

津巴布韦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和社会包容

在津巴布韦实现免费基础教育——来自南半球国家的重要经验

© 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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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交流访问收获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区域性重大方案

对于分享经验教训和创造激励措施以加大力度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 2063 年议程十分重要。方案的顺利实施、

标准化和可持续性，可通过加强干预措施来实现，如各

国之间对免费基础教育方案实行同行审查机制，以及加

强议员的监测和监督等。随着津巴布韦开始实施《教育

法》，从这些访问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确保采取

适当措施，避免教育系统出现突然中断，可能的话，将

免费基础教育作为一个渐进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立竿见

影的目标。商定的举措之一是建立结构良好的同行审查

机制。这些机制可以采取从该区域各国议会中抽调技术

审查小组的形式。例如，可设立教育、保健、水、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以及社会保护方案的技术审查

小组。然后，这些审查的结果可作为改进方案和其他区

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的基础。这将极其有助于确

保各国内部的举措重点突出，并应对共同的区域挑战。 

由此，这将使该区域能够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联系方式 ：

姓名：Tawanda Chinembiri 先生

职务：社会政策和研究主任

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津巴布韦办事处

电子邮箱：tchinembiri@unicef.org

姓名：K.M. 先生长田

职务：办事员

机构：津巴布韦议会

电子邮箱：clerk@parlzim.gov.zw

项目名称 ：议会和公共财政方案

国家 / 地区 ：肯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提名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1、4.2

支持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津巴布韦办事处

执行实体 ：津巴布韦议会、津巴布韦初等和中等教育部、津巴布韦财政和经济发展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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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挑战

在世界各地，不可否认，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未受教育或受教育不足。统计数据显示，在

各级教育中，女孩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的程度特别低。尽管几十年

来的发展干预都以科学和技术为重点，但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性别

差距继续扩大。注重课程改革的国家干预措施，除了技术方面之外，还强调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的实际、社会、环境和全球目标，显示出对妇女参与的积极影响。这些方法改

变了教学方法，允许实践参与、自学和协作学习，并提供了跨性别、跨种族、跨文化和跨

阶级的各种例子。

获得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知识，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可持续发展和参与

性公民身份以及为未来工作提供技能的关键条件。妇女参与科技教育，能够刺激创新，并

有益于她们在农业、烹饪、清洁水、卫生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家庭和社区工作。尽管如此，

统计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女性参与科技教育和相关就业的水平相对较低。在非洲，女性在

研究人员中的占比为 33%，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占比为 18%。鉴于这些统计数据，马来

西亚所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中学习科技的学生中，女性占一

半以上，在专业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女性比例更高。

寻求解决方案

名为 “加强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女孩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的项目，旨在

通过加强对性别问题的响应，增加女性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了解和参与。此

项目将非洲（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和亚太地区（柬埔寨和越南）的四个参与国联合起来。

马来西亚在此方面的专长和经验，对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国家现有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政策、课程和教学，至关重要。此项目旨在培养和建设各国部长、决策者、课程开发人员、

规划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机构能力，以期从整体角度在整个教育系统设计和实施促进性别

平等的高质量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

在此项目中，与一些地方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 11 项活动。主要内容包括需求评估研

讨会、国内活动（政策对话、能力建设培训、工作会议、协商会议）、能力发展研讨会和开

发培训工具。

此项目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30 年教育议程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保包容和公平的

优质教育，并促进所有人的终身学习。

加强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女孩的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

鼓励女性更多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

© UNESCO

165



项目第一阶段的实施，是与马来西亚教育部、东南亚教

育部长组织科学和数学教育区域中心（SEAMEO-RECSAM），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曼谷、内罗毕、河内和金边的

办事处合作规划的。这种合作对于联系各种专家以确保

项目的影响和可持续性是不可或缺的。为整个团队举办

了两项活动：需求评估讲习班和能力发展讲习班。各国

小组可以借鉴马来西亚的专长和经验，结合本国国情，

提出实用的培训工具，以推进本国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

STEM 教育。

这两项活动举办之后，国际教育局（IBE）提供了两项知

识产品：分享马来西亚在女孩参加 STEM教育和开发课程

培训工具方面的经验：促进性别平等的 STEM教育资源包。

形成的这两份文件后来被用作能力发展研讨会和参与其

他国家活动的关键培训工具。通过联合所有这些力量，

这些国家能够进行更符合国情的分析，以此克服所面对

的挑战。

这两个讲习班都是由马来西亚教育部、东南亚教育部长

组织科学和数学教育区域中心（SEAMEO-RECSAM）和国

际教育局组织的。受益国以及喀麦隆、马来西亚和教科

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的专家参加了讲习班。国际课程开发

和性别问题专家也出席了会议。在专家的帮助下，每个

国家小组分别编写了各国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

育状况分析和国内干预路线图。

作为这些活动的结果，每个参与国都确定了其在主流的、

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方面所存在的差距。而在需求和优先事项确定之后，举

行了政策对话和能力发展研讨会。还制作了促进性别平

等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资源包，以帮助开发

实施修改的适当工具。它由六个模块组成：政策、课程、

教学法、教师教学资源、学习资源和社区问题。参与国

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鉴于所取得的进展，国际教育局请求将项目延长 8 个月，

不收取任何费用，以确保项目实施和取得预期成果，捐

助方对此表示批准。此外，越南取代印度尼西亚成为受

益国。各国和专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进一步确保了项目的

影响力、可持续性和对项目的监测。

每个国家对促进性别平等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

育的承诺程度，取决于该国对 STEM 的国家愿景、教育

计划及其社会政治地位。为了帮助各国确定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性别差距，各国可以要求并参与政策

和技术对话以及能力发展培训，以重新评估其教育政策、

课程、教学方法、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等情况。

联系方式 ：

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雅加达办事处

电子邮箱：jakarta@unesco.org

项目名称 ：加强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女孩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

国家 / 地区 ：柬埔寨、喀麦隆、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越南

提名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4、4.5、4.7、5.5、5.b

支持方 ：马来西亚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4-2017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rZ7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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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良好健康与
福祉

性别平等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1.58 亿 15 岁至 24 岁的青年，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2.81 亿。

这一人口红利代表着巨大的潜力，但如果不解决青年人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障碍，包括艾滋

病毒、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少女怀孕和童婚等问题，就有发展脱轨的风险。非洲的

女青年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高得不成比例。在 15-19 岁的人群中，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中

有四分之三是年轻妇女，十个中有七个年轻妇女没有全面的艾滋病毒知识。早孕和意外怀孕，

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年轻人的健康和教育权构成严重障碍。投资于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

对他们实现健康权、福祉权、受教育权以及充分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至关重要。

寻求解决方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O3）计划”，旨在

通过持续减少新的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早孕和意外怀孕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等现

象，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巩固性别和教育成果。这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性教育方案，覆盖 33 个国家，预算超过 4500 万美元，资金来

自法国、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帕卡德基金会。

该五年计划（2018-2022 年）预计将惠及 72,000 所小学和中学的 2490 万名学生、51,000 名

职前教师和 40.2 万名在职教师。此外，该计划预计将通过社区参与活动接触 3050 万人（父

母、监护人、宗教领袖和校外青年），并通过社交和新媒体平台接触 1000 万青年。

该计划采用了一种创新办法，即由 “加速国家”、“重点国家” 和 “联网国家” 组成的三级国

家方案系统。这种三级方案，使得知识和经验能够在各国之间转移，使它们能够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通过区域学习平台、互访和面对面会议得以促进。基于网络的全面性性教育（CSE）

学习平台，促进了实施 O3 方案的所有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该平台有一个数字图书馆，政

府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可以在其中查阅各种关于社区教育的资源和文件，包括社区教育框架、

课程以及教学材料。

该计划以年轻人为中心，特别关注年轻妇女。为此，虽然计划侧重于全面的性教育和获得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但它也纳入了一个更广泛的方法，以解决预防校园暴力和童婚问题，

并加强学校健康水平。

教科文组织通过建立机制，由国家到地方各级的教育部和卫生部推动，建立和维持对该计

划的自主权，从而确保其可持续性。该计划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支持将综合性性教育纳入政

“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未来（O3）计划”
非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性教育方案

©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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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战略，以确保将其制度化，作为规划和预算的优先

事项，而不是依赖外部援助。通过教师、课程开发人员、

校长和督学的知识和能力建设，进一步确保了综合性性

教育项目的可持续性。而将提供综合性性教育的具体指

标纳入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将确保数据每年都得到收集

并用于规划。建设年轻人和社区作为倡导者的能力，确

保对综合性性教育的长期支持。

O3 计划是建立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2013 年东部和南部

非洲青少年综合性性教育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部长

级承诺的基础上的。通过这一计划，教科文组织正在支

持西非和中非复制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成功经验。

2019 年，教科文组织与合作伙伴合作，开始为非洲联盟

制定一项关于性教育的大陆战略。为确保对日益增长的

对综合性性教育的反对意见做出更全面的回应，决定将

其更名为 “非洲青少年健康和福祉教育大陆战略”。该战

略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年轻人获得知识、技能、价值观和

态度，使他们能够过上健康和充实的生活，做出明智的

决定，并能够应对地方和全球挑战。

项目成果：

• Let's Talk ！运动发起了该项运动，邀请了东部和南部非

洲国家的积极榜样倡导者参与关于早孕和意外怀孕的

原因和后果及其解决办法的对话。

•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法语国家，该计划开发了一个

名为 Hello Ado 的移动应用程序，提供关于社区教育的

信息、点对点互动和服务。

• 该计划开发了一个在职教师培训包，该包借鉴了东部

和南部非洲区域现有的教师培训模块，并纳入了新的

内容，为教师提供了在进入教室之前通过模拟环境进

行综合性性教育实践并获得即时反馈的机会。2019 年，

逾 24,000 名在职教师接受了培训。

• 为亚太区域开发的、旨在解决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

（SRGBV）问题的课程工具 “相互尊重，相互联系” 已

经根据各国情况进行定制，并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试点，以搜集资料，为工具

适应东部和南部非洲的背景提供信息，并为各学校开

发在背景和文化上都符合当地情况的管理资源，以解

决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问题。这就是该计划如何利

用现有工具而不是重复现有工具的一个例子。

• 教科文组织已编写一份亲子沟通（PCC）手册，向父母

提供关于青少年性行为和生殖健康的信息，并促进他

们与青少年和年轻人进行坦诚对话。

联系方式 ：

姓名：Chris Castle 先生

职务：卫生和教育科科长

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电子邮箱：c.castle@unesco.org

姓名：Patricia Machawira 女士

职务：本国项目高级干事

机构：教科文组织哈拉雷办事处

电子邮箱：p.machawira@unesco.org

项目名称 ：“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O3）”计划

国家 / 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33 个国家

提名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3.7、4.7、5.6、16.1

支持方 ：爱尔兰、法国、挪威、瑞典和帕卡德基金会

执行实体 ：撒哈拉以南非洲 33 个国家的政府、区域经济共同体（南共体和东非共同体）、青年网络、民间社会

组织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2 年

实践网址 ：cse-learning-platform-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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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在柬埔寨，25 岁以下年轻人占人口的大多数，其中 20.6% 的年龄介于 15 至 24 岁之间。虽

然这种人口趋势创造了机会，但也存在挑战。该国面对的主要社会经济挑战之一是如何为

每年大约 30 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创造体面的生产性就业机会，同时确保年轻人获得

技能、优质的教育和业务培训等。

获得可转移的技能将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为享受东盟经济共同体和特定行业熟练劳动

力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好处，柬埔寨必须迅速利用其青年人口和人口红利。提高技能也被看

作是该国希望扩大贸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1

寻求解决方案

由巴西、印度和南非基金（IBSA Fund）资助的名为 “柬埔寨青年减贫：培养青年志愿者技

能以提高就业能力” 的项目，由联合国志愿者组织（UNV）牵头，并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

体育部合作实施。该项目旨在提高柬埔寨青年通过志愿服务培养技能和找到体面工作的能

力，并通过促进自身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来减少贫穷。

项目从设计到实施都遵循参与式方法。柬埔寨政府牵头与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学术界、

民间社会组织和联合国的主要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全国协商，以便以整体方式设计项目。该

项目分为三个目标 :

• 加强国家能力，为志愿服务及其认可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 促进弱势青年参与和融入志愿服务，以此作为培养就业技能的手段；

• 专注于宣传、信息和监测，以实施志愿者管理机制。

项目小组为了促进跨国知识转移，接待了来自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韩国和泰国在内

的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 16 名现场志愿者，并动员了 2400 名当地青年志愿者。2 在 16 名现

场志愿者中，有 11 名是来自柬埔寨的国家志愿者，有 6 名是女性。一名来自中国的志愿者

贡献了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专长，建立了 “柬埔寨青年志愿者” 在线平台，数百名青

年人通过该平台获取志愿者信息和机会。

1 《柬埔寨贸易一体化战略》（2014年，金边）。

2      Nimul Chun，项目最终评估报告：柬埔寨青年减贫——培养青年志愿者的技能，提高就业能力

（2020年）

柬埔寨青年减贫：培养青年志愿者技能，
提高就业能力
为柬埔寨青年创造更多机会，通过志愿工作培养技能、交流专长并改善就业
机会

© U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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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青年志愿者” 网上平台由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

育部管理。尽管该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将继续使

柬埔寨成千上万的青年受益，这证明了此项目的可持续

影响。

创新项目活动包括对青年中心的评估、“志愿为社区服务”

试点倡议、“志愿为社会创业” 试点方案、青年志愿服务

和就业能力活动、印度青年到柬埔寨的考察旅行和访问、

“全国学校假期志愿服务” 试点方案、国际志愿者日、全

国志愿服务论坛和青年志愿服务外联会议等。此外，还

开展了与专题讲习班、国家创业日和梦想杂志等有关的

活动。

该项目共接触了 14,172 名参与者。他们参加了各种志愿

活动，这些活动使他们具备了沟通、解决问题、团队合作、

展示、领导、时间管理和资源调动等方面的可转移的技能。

为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此项目被纳入联合国 - 柬埔寨

青年就业联合方案。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柬埔寨教育、

青年和体育部合作，在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的支持下，支持就青年赋权开展知识交流活动。

在执行该项目中，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特别是

在其省级青年中心，加强了其能力建设。2019 年，“我

的社区志愿者”倡议升级为政府倡议，目前正在柬埔寨

全国 12 个省份实施。该项倡议使 200 多名青年志愿者

受益，他们向社区，包括 2,396 名校内外的青年人，提

供了援助。

柬埔寨政府向 “我的社区志愿者” 倡议提供了 85,400 美

元的捐助，用于培训和监测，每个省的当地社区也提供

了支持，估计总额为 38,912 美元。

柬埔寨政府已承诺扩大这一倡议，争取在 2020 年覆盖

17 个省。

南南知识交流使参与者能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分

享项目实施经验。该项目得到了在项目期间开展交流方

案的四个参与国（中国、印度、韩国和泰国）的高度赞扬。

该项目利用志愿服务的独特价值，为面临日益增长的青

年人口挑战的国家提供解决方案。志愿服务是提高青年

就业能力的重要教育和培训工具，青年志愿者的努力既

有益于社区人民，也有益于参与这一进程的利益攸关机

构。该项目的干预措施帮助年轻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潜

力。根据对 137 名青年志愿者进行的在线调查，其中 52

名（38%）在项目周期结束后找到工作。在这 52 名志愿

者中，79% 的人员表示他们是由于参加了该项目的志愿

活动而获得了工作。除了提高就业能力之外，一部分志

愿者表示，他们在与社区合作的过程中成为了领导者。

最后，项目的组织和设置是强劲和灵活的，能够在出现

挑战时立即做出响应。

联系方式 ：

姓名：Shalina Miah 女士

职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理

机构：联合国志愿者组织

电子邮箱：shalina.miah@unv.org

姓名：Rafael Martinez 先生

职务：合作伙伴发展专家

机构：联合国志愿者组织

电子邮箱：rafael.martinez@unv.org

项目名称 ：柬埔寨青年减贫：培养青年志愿者技能，提高就业能力

国家 / 地区 ：巴西、柬埔寨、印度、南非

提名方 ：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4、8.6、17.6、17.17、17.18

支持方 ：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管理的印度、巴西和南非为减缓贫穷和饥饿的融资机制（IBSA 基金）

执行实体 ：联合国志愿者组织计划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ljrQ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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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是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区域学习评估中表现最差的两个国家。

鉴于该学习危机，两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提高其教育系统的效率。有证据表明，为了提

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学校领导层和管理层是创造有利学习环境的关键。《2018 年世界发展

报告》强调了学校管理层和领导层在促进变革和支持学生学习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多米

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所面临的发展挑战是，面对学习危机，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知识来

专业培养学校校长和学校领导层。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世界银行促进了其与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的知识交流，

使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能够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和知识，这些国家在克服其教育系

统的类似挑战方面非常成功。

交流的目的是帮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学习和加强他们在以下领域的能力：

• 界定校长及其管理团队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帮助他们改进学生学习的工具；

• 制定有助于提高实地绩效和成果的实用培训方案；

• 将校长和领导人培训方案与教师活动相结合；

• 探索有助于提高校长在教师发展和课堂实践中发挥教学支持作用的方法

2018 年 11 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举行了一次知识交流讲习班。该讲习班为辩论

和促进利益攸关方对学校校长和领导层的作用和责任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重要论坛。讲习

班引起了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极大兴趣，这些国家的参与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知识交流。共

有 10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讲习班，他们来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

和国（东道国）、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拉圭、乌拉圭和美利坚合众国。

该讲习班成为该区域今后类似活动的基准，特别是关于如何实施旨在专业发展学校领导层

和改善学习成果的改革方面。

在其他讲习班上讨论的关键主题包括：

• 主要职业框架改革——重点关注阿根廷、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的经验；

• 一些国家在其改革过程中引导其政治经济发展采用不同且实际的方式——重点关注阿根

廷和墨西哥的经验；

• 关于加强公共管理和实施正在进行的教育方案的方式——重点关注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经

验；

• 利用包容、公平和质量提高校长管理能力的方法——重点关注阿根廷的经验；

• 培养有效教育领导者的培训项目——重点关注智利、危地马拉、巴拉圭和乌拉圭的经验。

小组会议审查了该地区目前的学校管理政策及其优点和缺点。这些会议之后进行了同行讨

论，就如何加强现有政策和制定新方案交流了意见。此外，在研讨会的介绍部分，世界银

行教育全球实践高级经济学家 Melissa Adelman 女士介绍了世行教育管理区域研究的结果，

并分享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校长工作的总体趋势。Adelman 还提供了该地区校长的时

间使用、校长自主权和行政人员配额的统计数据。这些发现是讲习班期间思考和讨论的重

要资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学校领导力
建设
就校长及其管理团队在改善学习成果方面的角色和责任达成明确共识

©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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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学校领导层建设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拉圭、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提名方 ：世界银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1、4.c、17.9

支持方 ：世界银行南南融资机制

执行实体 ：多米尼加共和国教育部和教师培训高等研究所、危地马拉教育部、阿根廷萨尔塔省教育部、巴西
Unibanco 研究所、智利 APTUS ；哥伦比亚波哥大市教育局、墨西哥教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特殊学校网络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CX3Rp

成果
新知识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从参与国专业人员所分享的

丰富知识和经验中受益匪浅。通过建立共识，获得了如

何有效界定校长角色和责任的重要知识。获得新知识的

一些例子包括如何有效地将校长培训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以及如何与教师工会合作以提高学习成果等。

提高技能

参与者接触到了为学校校长提供专业和管理培训的不同

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行政管理课程；有效的教学实践；

建立有利的学习文化；监控学生学习进度的工具；通过

观察和监测实现发展；以及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衡量和

加强领导技能的方法等。

联系增强

区域讲习班为与会者提供了与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同行建立联系和互动的机会。在正式会议之外，与

会者、特邀演讲人和世界银行团队成员继续讨论和分享

了技术问题和感兴趣的话题。与会者，特别是来自危地

马拉、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与会者，代表本国表示有兴趣

在今后主办类似的讲习班。

新的和改进的行动

在讲习班的闭幕会议上，多米尼加共和国教育部长表示

将启动一项新的创新性校长培训方案。该模块化课程结

合了在线和面对面交流的形式，涵盖以下关键技能和素
质：领导能力、诚信、批判性思维、有效沟通、成果管
理以及了解如何改善学习成果。虽然培训方案是在知识

交流之前设计的，但其实施可能受益于本次讲习班期间

分享的知识和优秀实践。

世界银行教育全球实践工作组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

马拉的教育项目中，与该区域的其他世界银行教育全球

实践工作组分享了关于区域知识交流的想法，远远提前

于拟议的日期。这使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教育工作组能

够接触到各自的国家对应方，并衡量他们参与的兴趣。

得益于这一客户联系活动，更多国家对区域知识交流产

生了比预期更广泛的兴趣，积极确认了它们将参与项目。

更多国家参与其中，提高了会议和同行学习的质量，并

提供了更广泛的优秀实践和经验供分享。

知识交流是分享经验的有效平台，可激励参与者考虑多

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两国部委可以实施的新战略和

方法。应用所获得的丰富知识有助于提高学习成果和加

强学校领导能力。预计这一知识交流将积极促进多米尼

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教育改革项目的实施。

知识交流激发了人们对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巴拉圭校

长专业发展的新兴趣。这三个国家的教育部已与世界银
行联系，进一步讨论可能的对改革或修改校长培训战略
以及有关校长作用和责任的总体政策框架的支持。世界

银行教育全球实践小组和哥伦比亚同行已经举行了一次

会议。哥伦比亚正在考虑将知识交流的关键主题纳入新

项目的可能方式。此外，多米尼加共和国教师培训高等
研究所（ ISFODOSU）的管理层表示有兴趣继续进行国家

间对话。ISFODOSU 正在探讨是否可能设立一个技术工作

组，以改进政策和改革执行情况。

联系方式 ：
姓名：Laurent Porte 先生

职务：南南融资机制方案主管

机构：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lporte@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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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挑战

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非学历教育既不被重视，也没有得到深思熟虑

的发展。由于社交、情感和可持续学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发展，所以也没有受到教育者

的重视。此外，缺乏能够持续提高儿童参与度和教师积极性的方法和工具。由于儿童无法

获得组织良好、可衡量的工具，他们无法为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此外，由

于教育工作者和行政人员无法确定优先事项和制定必要的政策，他们无法及时公正地确定

和衡量大规模的影响。

寻求解决方案

Rangeet 项目认为，从道德上讲，学校有义务教授、监控和评估社交、情感和可持续学习。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在 2014 年，马赫一号（Mach One）和 Music in Measures 的合作激发了

Rangeet 项目的发展。此项目是一个 “教老师” 平台，针对小学生，专注于自我、社交和可

持续发展。项目利用讲故事、音乐和艺术来促进儿童参与，向儿童传递关于社会正义的重

要信息，并提高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的认识。

内容通过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发布，该应用程序带有衡量大规模影响的工具，使参与项目的

每个孩子都能学习 21 世纪的技能。为教师准备的多种语言教案，可用于向小学生提供项目

范围内的课程。培训是通过职业培训中心和应用程序中的样本内容当面进行的。课程围绕

可持续发展目标组织，分为三个学习伞（主题）：自我、社会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分为模块；

每个模块有 8-10 节课，每节 50 分钟。

虽然其他社交情感学习项目确实存在，但那些项目并没有确定是什么对小学生的心理产生

作用。Rangeet 项目使用了在这些课堂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每个模块都包括哈沃德 · 加德纳

（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内容包括如何运行 Rangeet 课程的逐分钟说明以及实

时测量大规模影响的工具，使 21 世纪所需的技能能够包含在每个孩子的学习清单中。该应

用程序通过可兑换的代币（称为 “超能力” SuperPowers）来表彰和奖励教师、儿童、家长

和社区教授 Rangeet 课程，共同创建内容和推广平台。例如，孟加拉国的参与者可以获得 “超

能力” 奖励，而这些 “超能力” 奖励可以兑换书籍、食品杂货和手机充值的折扣。

该项目已在孟加拉国的 50 多所学校进行试点，惠及 2,000 名学生，首先是孟加拉农村发展

委员会下属的小学，然后是政府公立小学。

Rangeet 项目 ：赋能下一代“超级英雄”

通过多语言互动数字平台培训小学教师

© SSN4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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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推进的结果表明，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的小学和

政府公立小学中的小学生，在嵌入模块的若干社会方面

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发生了积极变化。数据显示，实

验组的学生有积极的行为和观点，并意识到针对性的社

会问题。该项目带来了明确的希望，即在快乐的学习环

境和互动的教学体验中，幼儿在社会问题上的态度和行

为都可以发生变化。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

题表明，迫切需要更多的此类方案。

此外，结果表明，学生在参加课程后，在 Rangeet 项目

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更好。该试点项目证明，可以

使用互动和简单的教学方法向年幼的孩子传授解决歧视、

多样性、同理心和欺凌等复杂问题的方法。

基于应用程序的内容发布和分布式测量与积极的强化循

环相结合，扩大了平台的影响范围。这就确保了 Rangeet

项目的可持续性、可扩展性和可复制性。教育工作者和

决策者可灵活地在主流教育体系中引入社交情感和可持

续性学习，这是在其他国家推广这一举措所必需的。

Rangeet 项目一直与全球印度国际学校（GIIS）、赖雅资源

（印度）、安根信托（印度）和儿童权利与您（印度）等

机构合作。这些机构组织正在不同的教育机构实施该项

目，并支持内容开发。Rangeet 项目现希望在印度、阿富

汗、不丹和尼泊尔扩大规模。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一

些项目被搁置，但已有计划在合作伙伴国家中以虚拟方

式进一步扩大该项目倡议。

联系方式 ：

姓名：Simran Mulchandani 先生

职务：战略及业务发展创始合伙人

机构：Rangeet 项目

电子邮箱：simran@projectrangeet.com

WhatsApp ：+91 98336 32199

项目名称 ：Rangeet 项目赋能下一代 “超级英雄”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印度（未来 12 个月内，不丹、马来西亚、尼泊尔、新加坡、泰国、越南也会加入）

提名方 ：南南公共服务创新网络（SSN4PSI），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1、4.2、4.3、4.4、4.5、4.6、4.7、5.1、5.3、5.b、5.c

支持方 ：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孟加拉国 a2i ；与印度各政府实体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对话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孟加拉国初等教育部、全球印度国际学校（GIIS）（首先是在 

印度，然后在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开设）、Laya Resources（印度）、Aangan Trust（印度）、“儿童权利与你”（印度）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www.projectrange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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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2019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2016-2017 年期间，孟加拉国所

有婚姻中有 59% 涉及少女。尽管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努力降低童婚率，但它仍然是南亚最高

的，在全球排名第四。此外，该国没有使用 / 接触互联网的民众约有 65% 没有方法来获得

政府服务相关信息、报告社会问题以及就他们所获得的公共服务提供反馈。这些被剥夺基

本权力的人群是童婚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开展反童婚宣传活动的不同媒

体，也不知道如何获得政府的帮助来反抗这一压迫。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一挑战，“立志创新 (a2i) 计划” 推出了 “333——全国信息、服务和申诉补救热线”

（“333 全国帮助热线”）。该热线于 2018 年 4 月 12 正式启动。今天，在孟加拉国，只需拨打 

333 全国帮助热线电话，就可以实现遏制童婚、防止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及其他犯罪

行为、获得政府信息和服务。   

这条求助热线完全能够高效地确保向每位民众提供信息、服务、申诉补救和咨询服务，从

而减少民众的时间、费用和上访。特别是，333 全国帮助热线在降低孟加拉国早婚率、将

未成年少女从这一社会问题中解救出来，并为她们提供行政支持以使她们能够继续接受教

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该平台的目的是：

• 降低童婚率，减少口头骚扰和性骚扰以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为妇女赋权铺平道路；

• 提供行政支持，以加强青少年父母对继续教育的价值和早婚所带来危险的认识；

• 确保弱势阶层民众能够获得政府信息，以及政府机构、公共代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紧急

联系号码；

• 实施公民申诉补救制度，以处理有关政府服务的任何投诉、反馈或建议，以及提供咨询

服务。

 

该举措提供了一系列方式方法，包括关于性别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线研究、公私伙伴关系战略、

采用技术工具、开发内容管理系统 (CMS) 平台、内容开发、培训、知识共享、合作和协调等。

该国政府与经验丰富的私人移动电话运营商 Robi 合作提供技术支持，还与领先的呼叫中心

服务提供商 Genex Infosys Ltd. 合作，确保 333 全国帮助热线的运作。a2i 确保帮助热线的运

利用科技手段遏制童婚

预防童婚、打击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以及提供相关信息只需打一个电话

©  a2i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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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所有部委、司、局，特别是与致力于防止对妇女和

儿童的一切形式暴力行为的公共和私营机构相结合。a2i 

还保证了服务提供商的定期能力发展。在接到关于即将

发生童婚的电话后，电话将转给有关部门，该部门会立

即采取行动制止童婚。孟加拉国内阁司定期监察收到的

申诉是否得到适当调查和解决。

a2i 倡议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性别平等），并与具

体目标 5.1、5.2、5.3、5.b 和 5.c 保持一致。它为全国所有

未成年少女提供全方位服务，采取法律行动制止强迫婚

姻或针对她们的任何骚扰或暴力行为，并鼓励她们在尽

管有社会歧视的情况下继续接受教育。到目前为止，333 

全国帮助热线的电话总数中有 37% 是该国女公民拨打

的。从 2018 年 4 月到 2020 年 1 月，借助热线电话，总

共制止了 4,803 起童婚，解决了 2,892 起针对妇女和儿童

的暴力行为投诉。逃避童婚的大多数女孩在成功说服家

人今后成为技术工人的必要性之后，继续接受教育。

它还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的具体目标 16.2、16.5、16.7 和 16.10，向 420 多万民众

提供透明的政府信息和服务，并对 17,000 多起社会犯罪

行为的投诉采取行动。此外，求助热线还省去了旨在获

取政府信息和服务及举报社会犯罪行为的 160 万人日、 

2,560 万美元和 420 万人次上访。

在这短暂的运作期间，333 全国热线已成为一项可持续

的举措。为打造所有业务层面的生态系统，建立了公私

伙伴关系。该平台不依靠任何其他基础架构来运行其系

统。内阁司的求助热线与孟加拉国申诉补救系统 (GRS) 的

集中监督结合起来，增强了后者的有效性和力度。这使

得民众能够获得政府的援助，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并

以最低的 TCV 获得公共服务。此外，该平台不需要使用

任何额外资源就能推动其运作。333 全国帮助热线的成

功也确保了政府资金的可获性，促进了财政可持续性。

该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最近，菲律

宾棉兰老穆斯林邦萨摩洛自治区 (BARMM) 表示有兴趣在

该地区推广这项举措。乍得、印度、马里、尼泊尔和尼

日尔等童婚比例较高的国家也可以从本国建立类似的平

台中极大地受益。为确保其可复制性，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充足的政府资金、公私伙伴关系、政府所有、政府定期

监测、开发 CMS/GRS 平台、与相关公私机构整合、采用

技术工具，以及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发展。

联系方式 ：

姓名：Mohammad Ashraful Amin 先生 

职务：“立志创新 (a2i) 计划” 副秘书长及电子服务专家

电子邮箱：ashraful.amin@a2i.gov.bd

手机：+8801720221111 

项目名称 ：利用科技手段遏制童婚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菲律宾

提名方 ：孟加拉国政府 “立志创新 (A2I) 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孟加拉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1、5.2、5.3、5.B、5.C、16.2、16.5、16.7、16.10

支持方 ：孟加拉国政府、UNDP 孟加拉国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政府 A2I 计划；UNDP 孟加拉国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1 年

实践网址 ：333.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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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减少不平等

挑战

非洲妇女面临着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的各种问题，例如贫穷和教育程度不称比例、健康和营

养不良、缺乏政治权力、劳动力参与有限、基于性别的暴力、女性割礼和童婚。

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妇女就业的条件和结构。在非洲尤其如此，特

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衰退，农村地区的妇女越来越需要寻找额外和 / 或非农业收入。

然而，农村妇女应对这些变化的机会受到孤立问题的限制。其结果之一是农村妇女参加职

业教育和小企业培训计划的比例和完成率一直很低。

寻求解决方案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5（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没有妇

女的充分和真正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或维持发展。

埃及发展伙伴关系署 (EAPD) 特别重视赋予非洲妇女权力，因为它认为妇女在发展中非洲社

会中起着关键作用。为此，关系署与各种著名的中心和机构合作，为妇女举办了培训班。

一般来说，妇女必须占关系署计划参与者人数的 20%，关系署目前力求在本财政年度提高

这一比例。因此，EAPD 正与埃及全国妇女理事会合作设计和提供针对非洲大陆妇女的培训

课程，内容涵盖 “职业教育或小企业中的非洲农村妇女赋权” 等各种问题。

这些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课程每年举办，有 30 至 40 人参加。学员由本国政府或从事妇女问

题工作的国家机构，通过与埃及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充分协调进行挑选。通过提高妇女能

力和丰富她们创业知识的有效学习过程，培训旨在激励希望创办企业的农村地区非洲妇女

并赋予她们权力。

培训课程涵盖以下关键主题：

• 确定已有企业的妇女或有意在偏远农村地区建立企业的妇女的小企业培训需求；

• 调查技术和继续教育 (TAFE) 以及私人教育方面的相关培训发展；

• 建立能够促进妇女参加、完成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的网络和支持系统； 

• 提出政策建议。

 

每年约有 30 至 40 名候选人参加这样的培训班，培训班由埃及全国妇女理事会举办，并与

私营部门的不同合作伙伴和技术专家合作。

妇女赋权和能力建设方案

通过持续的远程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使非洲妇女参与农村地区

© E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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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埃及小企业培训计划的不同主要提供者密切合作，

他们同意分享自已的经验教训和见解，让学员能够充分

评估他们在营销、管理、内容、交付等方面的课程，目

标得到实现。

学员接受了培训，使得可以利用各种方法确定自已目前

的长处和不足。这让他们能够高效地审查其小企业计划，

同时清楚地了解当前研究中出现的和通过实际经历发现

的主要问题。

除了同行学习交流之外，培训课程随着学员能力的提高

取得了极大成功。培训力求让他们能够有效且高效地履

行工作职责。学员完成了培训计划，积极性和参与度都

很高。

为确保该举措的可持续性，在该国选定的学员应担任某

个职位，使他们能够传播知识，例如相关机构的推广官

员或教员。某些情况下，毕业生参与挑选新的候选人，

因为这可以帮助加强前任学员和新学员之间的关系，使

后者成为本国的领导者。

培训引起了连锁反应，培养出了合格的培训师，培训师

将把在培训期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各发展中国家

的同行、下属和同事。学员将利用所获得的新知识，有

效地为各自组织和国家贡献力量。

该方案定期更新，以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

并可通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发展机构轻松实施。

联系方式 ：

姓名：Mahmoud Elmaghraby 大使

职务：秘书长

机构：埃及发展伙伴关系署 (EAPD)

电子邮箱：marwa.mahmoud@mfa.gov.eg

项目名称 ：妇女赋权和能力建设方案  

国家 / 地区 ：埃及、44 个非洲国家

提名方 ：埃及驻非洲大使馆（与各自国家的外交部以及埃及全国妇女理事会等其他有关国家机构合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10.1、10.2

执行实体 ：埃及全国妇女理事会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年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MXUA6（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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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许多参与小微企业的阿富汗妇女面临若干挑战，例如缺乏获得资金的机会、基础设施差以

及缺乏商业网络。一般来说，阿富汗妇女不会有收入或经商，这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预计

她们将处于非活跃状态。主要困难来自于习俗和传统造成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偏见，尤其是

在农村地区。

虽然阿富汗政府的政策往往是不分性别的，但有些问题对妇女来说更为突出。例如，由于

阿富汗妇女的流动性有限且面临语言障碍，她们进入市场的机会较少。阿富汗妇女在获得

财产或拥有资产方面也受到歧视。此外，具有相似背景的成功女企业家的鼓舞人心的榜样

也很少。

寻求解决方案

印度尼西亚妇女赋权和儿童保护部与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 德国国际合作局 ] (GIZ) 实施了一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在 2018 年 10 月的一次启动

交流中发起），其中印度尼西亚将与阿富汗妇女事务部分享其在通过家庭产业赋予妇女权力

方面的最佳做法。这一合作旨在通过学习印度尼西亚在促进农村地区和保守的父权制社会

条件下不太富裕的妇女经济方面的经验，赋予阿富汗妇女权力。

为此，该倡议的目的是通过直接交流来加强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之间的伙伴关系，以确定

通过家庭产业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最佳做法。随后开展促进共同努力的工作，以形成印度

尼西亚和阿富汗共同商定可在阿富汗推广的 “在保守的父权制社会条件下赋予妇女经济权

力的概念”。在整个过程中，GIZ 以促进伙伴的身份确保质量、伙伴关系和可持续性。

项目方法侧重于三个关键原则：

• 伙伴关系：通过三次指导会议，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和德国约定了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包括资源共享。所有三个伙伴充分参与整个过程，包括规划、执行、监测和审查。

• 通过横向交流和共同创造来促进妇女经济赋权、项目管理和伙伴关系对发展解决方案的

有效性，共同学习以促进持续发展。因此，GIZ 推动了国家一级的活动和伙伴关系，确保

需求和需要得到满足。

• 主要活动：主要活动包括两次直接讲习班和一次虚拟交流（由于受 COVID-19 疫情影响），

活动期间讨论并商定了项目的关键指标，例如：(i) 通过家庭产业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最

佳做法；(ii) 关于妇女经济赋权的 “一个概念”，以在阿富汗运用商定的最佳做法；(iii) 从

阿富汗 - 印度尼西亚 - 德国三方合作促
进妇女经济赋权

分享从事家庭产业的妇女的良好做法

© 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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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合作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促进未来在印度

尼西亚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该项目用了 6 个月时

间来准备，15 个月来交付、调整知识和监测执行情况。

 

通过基于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的证据，印度尼西亚和

阿富汗在许多不同层面（人员、社区、机构）取得了成果。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国家以下各级官

员之间的直接知识交流，确定了家庭产业妇女的最佳做

法，涉及多达 200 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些人包括在

主要进程期间来自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国家和地

方民间社会组织 (CSO)、妇女社区团体的人士以及宗教领

袖和商业从业人员。

该项目在其执行的每个阶段都采取了强有力的参与性办

法。阿富汗的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官员不是简单的被动

受益者，而是积极的合作伙伴。他们为取得成果作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巩固与印度尼西亚的知

识分享；在阿富汗文化和规范的范围内确认家庭产业中

妇女经济赋权的概念；向阿富汗的潜在捐助者介绍从印

度尼西亚学到的一个概念以进行可能的试点。

在印度尼西亚，该三方合作倡议打造了妇女赋权和儿童

保护部创新家庭产业发展办法的能力。在三方伙伴关系

的第十个月，印度尼西亚成功借鉴了经验教训，共同创

建了 “发展家庭产业的步骤” 这一模块，以反映其在项

目框架内赋予妇女经济权力方面的经验。阿富汗妇女事

务部分享并认可了该模块，供在阿富汗落实从印度尼西

亚汲取的经验教训时参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项目已经将这样的交流转换为

具体的伙伴关系行动。迄今为止，为反映从印度尼西亚

汲取的经验教训，在阿富汗妇女事务副部的领导下，已

就阿富汗妇女经济赋权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 ：首先，在

萨曼甘省实施 / 试行在印度尼西亚学到的家庭产业的 “一

个概念”；第二，在哈兹拉特苏丹区建立一个妇女包装中

心 ；第三，介绍从印度尼西亚汲取的经验教训，以筹集

资金并在阿富汗扩大规模。

在阿富汗，合作伙伴包括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的社

区和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 (NGO)、民间社会组织和各

级政府，包括农村复兴与发展部、农业、灌溉和畜牧部、

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公共卫生部、财政部和妇女工商会。

在印度尼西亚，合作伙伴包括从事家庭产业和电子商务

的妇女和个人、社区和宗教领袖、小微企业援助妇女协

会 (ASPPUK)、“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赋权计划”、国务秘书处，

以及由外交部、国务秘书部、国家发展规划部 (Bappenas) 

和财政部这四个职能部委组成的南南合作国家协调小组 

(NCT-SSC)。

联系方式 ：

姓名：Neni Marlina 女士 

职务：首席顾问

机构：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电子邮箱：neni.marlina@giz.de

电话：+62 8111 713 824

项目名称 ：阿富汗 - 印度尼西亚 - 德国合作促进妇女经济赋权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德国、印度尼西亚

提名方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310 司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5.A、5.C、17.9、17.14、17.16

支持方 ：BMZ

执行实体 ：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lsAJ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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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减少不平等

挑战

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冲突后过渡时期，塞尔维亚的青年面

临了几十年的不稳定局面。在此期间，青年和性别相关问题并不是最优先的事项，这对塞

尔维亚青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阻碍她们充分实现人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受性别角色

定型和传统性别角色影响的性别不平等，这些对最脆弱群体的生活质量有着负面影响。这

导致许多青年（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青年）被抛在后面。正如性别平等指数（GEI 2019，它允

许衡量不同领域的性别差距）所确认的那样，该国要实现性别平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考

虑到最佳得分为 100%，塞尔维亚的 GEI (40.6%) 低于欧盟平均值 (52.9%)，与所有欧盟成员国

相比，排名第二。为了应对这一复杂挑战和帮助建立一个没有人被落下的世界，迫切需要

改变社会中性别角色的负面含义。这反过来又需要通过创新的办法来改变青年人的思维方

式，使得能够在情感层面从而在行为层面吸引他们。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塞尔维亚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协会（塞尔维亚 SRH）在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的支持下，实施了一个惠及罗姆 (Roma) 青年和塞尔维亚各地其他弱势群体青年的项目。通

过以戏剧为基础的教育 (TBE) 方法（一种与弱势群体人士合作的创新办法），这些年轻人参

与了关于性别角色的引导式讨论。其目标是通过鼓励青年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陈规定型

观念和行为，减少性别不平等和歧视。

作为 TBE 方法的一部分，编写了剧本，并在戏剧演出后进行了引导式（在线）讨论，涉及

的主题包括：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和歧视行为、有害的做法（如早婚），以及生活中各个方

面（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一切形式不平等。这直接帮助了促进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具体目标 5.2、5.3、5.6、10.2、10.3、16.1 和 16.2。

除罗姆人以外，该项目还涉及其他社区的人，包括来自普通人群和其他弱势人群的青年，

例如来自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少数族裔。种族、文化、经济等不同背景的这

种混合挑战了并直接关系着社会不平等。该项目将 TBE 方法与顾及性别差异的方法结合起

来，鼓励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和陈规定型观念进行批判性思考。它还提高了对性别问题的认

识，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构建的类别，为防止和减少性别相关歧视可以进行拆解和重构。尽

管该项目主要侧重于性别问题，但它同时也质疑影响性别观念的其他社会因素。与这些不

同群体的合作和讨论揭示了社会规范在多大程度上重现和决定了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不

通过以戏剧为基础的教育处理塞尔维亚
最弱势群体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改变塞尔维亚青年中有害的性别角色和陈规定型观念，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
社会 

© 塞尔维亚 S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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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社会文化依赖性和表现形式。这些讨论产生了新

的、基于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观点。

该项目的参与性办法鼓励参与者成为变革的载体，而不

仅仅是对与错教训的主体。因此，该项目能够对塞尔维

亚社区产生持久永续的影响。不仅参与者现在能够传播

新获得的知识，而且还向他们提供了在同行和社区中传

播知识和正面例子的进一步动力。

塞尔维亚 SRH 直接让 600 位年轻人具备了相关能力，他

们现在从本质上理解了性别平等的概念，准备全身心地

承担男女领导者的角色和社区内变革的角色。此外，为

了让更广泛的社区参与关于传统性别角色的讨论，塞尔

维亚 SRH 开始组织在线讨论，讨论覆盖了 6,500 多名青

年，鼓励他们批判性地质疑可能有害的性别规范和价 

值观。

SRH 项目向其他背景和地区的可转移性和可复制性是其

主要特征之一。事实上，TBE 方法很容易就能适合相关

目标群体和主题。

它可以在有着不同弱势群体的不同地区实施，通过根据

需要制定更多的情景来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

为了确保塞尔维亚 SRH 项目的更快转移和可持续性，选

择并培训了六个非政府组织 (NGO) 伙伴，使其成为向其

他非政府组织和弱势青年提供 TBE 培训的倡导者。通过

培训和知识传播，塞尔维亚 SRH 支持这些合作伙伴进行

能力建设，以便在各自的项目和倡议中针对不同主题实

施 TBE。

这一加速推动了向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的跨国转移，目前也在这些国家实施 TBN 以消除不平等

现象。此外，欧盟委员会认识到，TBE 是处理学童性别、

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SRHR) 问题的一种创新办法，使得

经济委员会授权塞尔维亚 SRH 在塞尔维亚教育部门实施

该倡议。

联系方式 ：

姓名：Dragana Stojanovic 女士

职务：执行主任

机构：塞尔维亚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协会（塞尔维亚 SRH）

电子邮箱：draganastojanovic01@gmail.com

项目名称 ：通过以戏剧为基础的教育处理塞尔维亚最弱势群体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国家 / 地区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塞尔维亚

提名方 ：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2、5.3、5.6、10.2、10.3、16.1、16.2

支持方 ：GIZ

执行实体 ：塞尔维亚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协会（塞尔维亚 SRH）

项目状态 ：试点阶段已完成；扩大阶段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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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未来，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冲击和影响。要充分利用当前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发展，编码和算法方面的技能必不可少。受影响最大的部门包括卫生保健、交

通运输、教育、农业和贸易。为方便将这些技术作为促进手段部署，需要有适当的法律和

监管框架。据估计，未来 90% 的工作需要具备 ICT 技能，在计算机、数学、建筑和工程领域，

将会创造约 200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关于科学领域的性别差距的报告，在全球范围

内，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职业的人中，只有 28.4% 是女性。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这一数字平均约为 30.0%。此外，全球使用互联网的妇女比例为 48%，相比之下

男性为 58%。2013 年至 2019 年期间，美洲的性别差距在零左右徘徊，独联体国家和欧洲的

性别差距则一直在缩小。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非洲，性别差距一

直在扩大。编码和其他 ICT 技能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至关重要。因此，如果非洲女孩和

妇女想要成为未来就业市场上快速增长领域的一部分，她们就必须能够发展所需的 ICT 技

能。因此，重要的是她们也学习编码。这对于缩小科技界的性别差距至关重要，对缩小整

体性别数字鸿沟也是必不可少的。

寻求解决方案

“非洲少女编码营和 ICT 培训——第一阶段”（2018-2021 年）是一项非洲大陆倡议，其基础

是国际电信联盟 (ITU)、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和非洲联

盟委员会 (AUC) 之间的伙伴关系。该倡议旨在缩小性别数字差距，让非洲女孩接触计算机

和信息技术技能，并通过 STEM 相关教育提供的编码使她们掌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技能，这

将为今后在就业市场上创业和求职打开大门。该倡议的对象是年龄 17 至 20 岁、读中学 11 

年级的非洲年轻女孩。培训通过编码营进行，每年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以大陆、区域和国家

编码营的形式组织。

编码营的目的是通过互动式的基本编码和编程，激励年轻女孩培养她们的计算和 ICT 技能

以及 STEM 学科的实践经验。Scratch 被用作编程软件，用于在短时间内引导她们了解计算

机编程。这是一种简单的编码语言，教女孩们编码和编程，以及如何创建和分享自己的互

动故事和动画。

非洲少女编码营和信息通信技术培训——
第一阶段

改善非洲女孩接触计算机科学的机会

©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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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营的培训计划和课程是与 ITU、教育部、信息通信技

术部的合作伙伴、高等教育机构和科技公司磋商后合作

制定的，以确保培训和学习经历可以让女孩具备获得继

续接受 ICT 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适当技能。该倡议让

女孩能够有健康的学习经历，主要侧重于培养她们的编

程和领导技能。编码营的学习环境为学员提供了同伴学

习、分享和协作体验。通过这些营地，来自非洲各地的

学员分享了本国和教育系统为支持女孩接受科学、技术

和创新而采用的战略和方法方面的经验。

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已惠及 500 多名女孩，在下一阶段，

编码营将惠及非洲各地 1,000 多名女孩。

为确保倡议的可持续性，开发了一个在线平台。学员的

编码技能通过在线平台保持，女孩们可以在平台上互相

激励，保持联系，并在营地结束后分享经验。该平台包

括由对性别和信息通信技术有很好理解的专家提供指导，

这些专家都支持和鼓励女孩。

在线平台还包括学习材料和短期课程（初级、中级和高

级）、创新竞赛、联系机会（奖学金、会议）、研究出版物，

以及一个供创新和政策讨论的开放平台。所有这些都将

向全体女性公众开放，包括那些不在营地的女性。营地

学员成为成员，还可以接触到进一步发展其项目的材料，

访问用来与其团队成员建立联系的门户，以及供营地培

训师提供支持的门户（指导）。该平台提供可获得的学习

材料，将作为互动式学习体验和空间，与志同道合的人

分享想法和机会。该平台将不断更新 ICT 方面的最新信

息，并为各公司宣传就业机会提供空间。

该项目已在阿拉伯和美洲地区推广。不过，这些项目目

前还处于拟订阶段。

联系方式 ：

姓名：Cosmas Zavazava 先生

职务：数字发展伙伴关系部临时主任

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ITU) 电信发展局

电子邮箱：cosmas.zavazava@itu.int

项目名称 ：非洲少女编码营和信息通信技术培训——第一阶段

国家 / 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国家 

提名方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5、5.2、8.2

支持方 ：联合国妇女署、非洲联盟委员会

执行实体 ：国际电信联盟 (ITU)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twz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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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挑战

斐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依赖木材和化石燃料来满足基本的国内能源需求。这对经济、

人类福祉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在斐济，明火烹饪的做法在农村和定居点很普遍。据估计，

一个家庭平均每年需要大约两吨燃材才能做好一日三餐。这些资源可能来自红树林地区，

也可能从社区森林中采伐而来。燃烧除了造成土地侵蚀和毁林相关的挑战之外，还增加了

温室气体排放。使用燃材会让人们接触到烹饪产生的油烟，收集和加工传统燃材会损失大

量生产时间，持续的燃材需求造成森林和土地退化，这些都导致该国出台改良炉灶的干预

措施。

寻求解决方案

“斐济农村妇女赋权——扩大火箭炉项目”，也被称为 “斐济小额赠款计划 (SGP) 的印度、巴西、

南非 (IBSA) 火箭炉项目”，旨在改善农村家庭妇女及其家庭的生计。IBSA 火箭炉项目通过与

斐济妇女事务部的伙伴关系实施，提供了一种只需较少燃材的火箭炉设计方案，培养了制

造此类炉灶以及燃材用林地重新造林的能力。

IBSA 火箭炉项目通过节省煤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费用，以及通过改进火箭炉设计来减

少收集烹饪用燃料 / 柴火的时间，促进农村家庭的福祉。后者大大提高了妇女的生活水平，

节省了时间，降低了使用普通的明火烹饪炉灶时患上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妇女负责大部分的烹饪工作。这些项目活动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5（性别平等）

和 13（气候行动）。目标社区还被要求建造苗圃来培养燃材幼苗，然后将它们栽种在社区

和村庄外围地区的许可区域。此项活动涉及 SDG 15（陆地生物）。

该项目是最初由斐济妇女事务部牵头的一项扩大倡议。在顺利完成初步干预活动时，妇女

事务部与 IBSA 基金联系，要求为该项目提供财政支持。IBSA 一再要求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

室 (UNOSSC) 提供支持。UNOSSC 然后联系了 UNDP 驻斐济苏瓦的办事处，后者将该项目的

执行委托给 GEF 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 斐济办事处通过其赠款模式筹集资金用于实施工作。

这涉及向感兴趣的非政府组织 (NGO) 征求方案，并挑选了四个非政府组织执行这些活动。

GEF 斐济小额赠款计划与妇女事务部合作，完成了该项目四个阶段中的三个。这些阶段包括：

• 农村社区的选择：斐济妇女事务部是一个咨询机构，通过其分区（权力下放的）办事处

协助选择社区。

增强农村妇女权能的火箭炉倡议

开展关注健康、改进烹饪设施和自然资源管理运动，以改善斐济农村社区的 
生计

© GEF SGP

良好健康与
福祉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减少不平等 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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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四个受赠方还帮助确定社区的妇女和女孩制作

和使用火箭炉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意识的培训。

• 建造一个火箭炉储存仓库，以便分发给其他社区：斐

济妇女事务部最近确定了一个储存仓库的替代地点，

这也是完成该项目要执行的最后一个阶段。

• 监测和评价：受赠方开展的活动继续由 SGP 斐济办事

处和妇女事务部监督。最后的内部评价将在储存设施

建成后进行。

 

虽然斐济小额赠款计划是一个赠款管理机制，但其作用

仅限于确保成功受赠方的项目管理得到坚持，并确保赠

款政策得到遵守。必须执行该倡议技术部分的受赠方和

妇女事务部，已成为斐济小额赠款计划的主要伙伴，在

扩大该倡议的范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受赠方接触

阶段开始时，一家硬件公司对私人合作产生了兴趣。该

公司现已开始销售进口炉灶，这些炉灶也使用较少的燃

材进行明火烹饪。

迄今为止，该项目取得的一些成果如下：

• 56 个社区得到援助（传统村庄和非正式居民点）；

• 1,650 人接受了培训（79% 为妇女）；

• 生产了 1,580 个火箭炉 ;

• 培育并分发了 1,331 株林地幼苗用于再种植 ；

• 至少产生了两种知识管理产品。

 

该项目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特征，执行伙伴和利益相

关方对此定期进行讨论。可持续性是通过以下方式确 

保的：

• 对社区成员开展火箭炉制造方面的能力建设，使得易

于获得火箭炉，这样受益者今后也能制造火箭炉；

• 在村庄和定居点的外围地区给批准用于燃材的林地进

行重栽； 

• 利用目前正处于规划阶段的储存仓库继续对感兴趣的

社区进行今后的培训，并为目标社区和家庭存放生产

的炉灶。其监督工作将由妇女事务部负责。

 

斐济小额赠款计划在 2020 年下半年将与妇女事务部合

作，以完成该项目并记录主要的经验教训，改进关于使

用更环保火箭炉的运动，使农村妇女的生活更轻松。

联系方式 ：

姓名：Akisi Bolabola 女士

职务：GEF 斐济小额赠款计划 (SGP) 国家协调员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电子邮箱：akisi.bolabola@undp.org 

Skype ：kisi01avb

项目名称 ：赋予斐济农村妇女权力——扩大火箭炉项目

国家 / 地区 ：斐济

提名方 ：UNDP 全球环境基金 (GEF) 斐济小额赠款计划 (SGP) (GEF SGP FIJI)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9、5.4、7.B、10.2、13.3

支持方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基金 (IBSA)、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执行实体 ：斐济小额赠款计划和斐济妇女事务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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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陆地生物

水下生物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无贫穷

挑战

全球 60% 的淡水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共享，因此越境合作管理这些流域对预防冲突和

确保和平、安全和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然而，许多地区的越境水合作往往薄弱、不公平或

零散。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连续第八年将水危机列为影响最大的五大

风险之一。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增加，使许多国家在管理和开发越境河

流、湖泊和含水层时面临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财政挑战进一步复杂化。共有水资

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也是减少水灾和旱灾等与水有关的风险以及提高气候变化应对能力的关

键。因此，非洲流域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加强促进水务合作的法律和体制平台，以

进一步促进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1992 年《保护与使用越境水道和国际湖泊

公约》（《水公约》）（其秘书处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提供服务）为支持协作开发、

防止共有水域冲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提供了一个全球政府间平台。

寻求解决方案

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具体目标 6.5 所要求的那样，越境合作对于确保

人人享有水和卫生设施 (SDG 6) 以及实现关于气候行动、可持续能源、生态系统保护、贫困、

粮食安全与和平的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为了应对越境水合作薄弱这一挑战，《水

公约》采取了一种多管齐下的办法。

《公约》下的全球和区域研讨会，例如关于非洲越境水合作的研讨会，支持采用南南能力建

设办法，以加快在流域国家和流域之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具体目标 6.5）的进展，

包括沿岸国家和流域组织。例如，UNECE 与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 2019 年 “从业者到从业者：

关于促进执行两项全球水公约的区域培训” 研讨会，对象是活跃在西非、北非和中非法语

国家的专家，促进了对《水公约》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通常称为《水道公约》，

两者统称为 “联合国全球水事公约”）实际好处的共同理解。另一个例子是，2017 年，《公约》

秘书处与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合作，在达

喀尔组织了一次培训，内容是编写越境流域适应气候变化的银行项目提案，来自非洲、亚

洲和东欧的专家在培训期间交流了经验。

在 SDG 具体目标方面取得的成果：

2018 年公布的关于 SDG 指标 6.5.2 全球基线的第一份报告表明，泛欧地区的合作水平最

高，主要是受到《水公约》的推动，其次是西非和南部非洲，例如包括塞内加尔、冈比

亚、沃尔特河和尼日尔河。尼日尔、沃尔特和乍得湖流域的水事宪章提到了《水公约》。

开展越境水合作以促进非洲流域可持续 
发展并通过《水公约》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支持中非和西非的合作和流域综合管理，以推动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和
平与安全

© UNECE

187



此外，自 2016 年在全球开放以来， 非洲（特别是中非

和西非）出现了加入《水公约》的非常有希望的趋势。

2018 年，乍得和塞内加尔成为 UNECE 地区以外首批加

入《水公约》的国家，加纳于 2020 年 6 月加入了这两个

联合国全球水事公约。

该倡议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了可持续：

• 促进区域协商，以提高越境流域合作：塞内加尔加入

《水公约》的动机之一是解决在塞内加尔 - 毛里塔尼亚

含水层盆地 (SMAB) 方面缺乏合作的问题。根据塞内加

尔在 2018 年《水公约》缔约方会议上提出的请求，欧

洲经委会与日内瓦水中心于 2019 年发起了冈比亚共

和国、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之间关于 

SMAB 的对话，旨在加强合作和可持续地利用含水层，

而且目前仍在进行。

• 支持制定促进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协定：《公约》

秘书处为制定中部非洲水合作区域协定提供了支持。

由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ECCAS) 牵头的项目旨在为

该地区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以确保越境水资源的可持

续管理。2017 年 12 月，11 个成员国的水利部长批准

了《中非经共体公约》。

 

通过促进加入联合国全球水事公约作为有效实施的驱动

因素来实现可复制性：

联合国全球水事公约是唯一专门侧重于全球层面越境水

合作的两个法律文件。它们是促进和推动越境水合作的

有力工具。它们为在没有流域一级协定的情况下的越境

水管理提供了指导原则，还能支持各国通过谈判议定新

的合作安排或修改现有的合作安排。它们还通过体制框

架（如《水公约》提供的体制框架），协助各国执行流域

协定，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水挑战，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和平。缔约方的经验表明，这两份文件有助于创新越

境水合作方面的良好做法，例如通过支持设计、制定和

执行流域协定。因此，加入公约可以为缔约方提供支持，

以加强其合作的法律、技术和体制基础以及国家对水的

治理。

越境水合作对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快实现 SDG 进

程的核心作用已在全球和区域各级重申。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 · 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鼓励各国加入和执

行联合国全球水事公约。《水公约》秘书处与全球和地区

伙伴积极接触，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UNEP)、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CA)、非

洲部长级水事理事会 (AMCOW)、ECCAS 和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 (ECOWAS) 和非洲河流流域组织，支持加入和执行

联合国全球水事公约，促进这些地区和全球范围的越境 

合作。

联系方式 ：

姓名：Sonja Koeppel 女士

职务：《保护与使用越境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水公约》）

秘书；《水与健康议定书》共同秘书

机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电子邮箱：sonja.koeppel@un.org

项目名称 ：全球促进有效执行和加入《水公约》

国家 / 地区 ：全球

提名方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5、6.3、6.5、7.1、7.2、7.3、8.4、8.9、9.1、9.4、11.4、11.5、11.7、12.2、13.1、

13.2、13.3、14.1、14.5、15.1、15.5、15.9、16.3、16.6、16.7、16.8、17.3、17.5、17.6、17.7、17.9、17.14、17.16、

17.17、17.18

支持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联合

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ECA)、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WA)、非洲部长级水事理事会 (AMCOW)、中部非洲国

家经济共同体 (ECCAS)、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日内瓦水中心以及许多其他机构。

执行实体 ：UNECE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1996 年（《公约》生效）；2016 年（全球开放）- 正在进行

实践网址 ：www.unece.org/env/wa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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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挑战

水教育对促进水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以及《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至关重要。然而，水教育必须从更广泛的

意义上解释才有效，而不是水文科学和相关科学学科的教学；水教育必须适合当地、适用

并与学习者的背景相关，而不论教育背景如何。

传达与全球南方当地情况时间相关的创新、跨学科和学科间内容的课程材料很少。由于缺

乏本来会使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及太平洋等地区成为更有效教育资源的当地基础，教育工作

者往往必须依靠世界其他地方开发的资源。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支持有效执行和实现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需要编制、传播和执行新的、适用

于当地的水教育材料。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实施的 “提升水安全以应对

地方、区域和全球挑战” 反映了非洲和亚洲及太平洋各地区之间为开发、调整和分享这些

资源所作的努力。

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提供最初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开发的创新性水教育课程资源，其

形式应尽可能相关、适用且适合非洲的情况。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项目以利用生态水文学和综合水资源管理 (IWRM) 的三册水管理课程为

出发点；该课程在项目开始之前，由吉隆坡湿热带中心（HTC-KL，一个由马来西亚政府主

持的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编写。

原来的课程在借鉴广泛学术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由马来西亚大学团体制定，是在与尼日

利亚河流流域综合管理区域中心 (RC–IRBM) 以及总部设在苏丹喀土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

资源管理和文化教席协商后设计的。

虽然这份三册出版物代表了水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一项重大而持久的成就，原则上适

用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非洲，但它的大部分实例、案例研究和一般参考框架均取材于马

来西亚的情况。为了保证尽可能对非洲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最大贡献，同时最大程度扩大其

在非洲的相关性和适用性，该项目开发了一门全新的水课程，专门针对非洲当地内容并加

以丰富。它考虑到，与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有关的方法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针

对具体情况的。

提升水安全以应对地方、区域和全球
挑战

为非洲设计地方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 教育资源

© UNESCO 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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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涵盖三项主要活动：起草阶段、完善和设计课程

的专家协商，以及课程的正式审查和启动。这些活动是

通过教科文组织积极接触一些非洲机构开展的，其中包

括：RC-IRBM（尼日利亚卡杜纳）、埃塞俄比亚水利、灌

溉和能源部生态水文协调办公室，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莫罗戈罗索可茵农业大学。执行工作在与马来西亚

伙伴（特别是 HTC-KL 和马来西亚国际水文计划 (IHP) 国家

委员会）的密切协调下进行，来自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

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南非、泰国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水领域专家贡献了力量。

在有区域间专家组参与的这三个迭代阶段，举行了一系

列与文件的组织和机构有关的详细对话和讨论，从而形

成了新的课程，目的是进一步改进文件并增强其在非洲

环境下的适用性。由此产生的文件涵盖了被分为 13 个不

同部分的主题，具体如下：

• 主题 1 ：生态水文学和淡水管理简介

• 主题 2 ：水资源综合管理及其原则简介 

• 主题 3 ：河流流域管理

• 主题 4 ：湿地生态与管理

• 主题 5 ：湖泊生态

• 主题 6 ：地下水水文学和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

• 主题 7 ：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水生生态系统管理

• 主题 8 ：海洋资源、河口系统和滨海湿地管理

• 主题 9 ：生态水文学与环境经济学相结合

• 主题 10 ：河岸植被和河流健康评估

• 主题 11 ：遥测和地理信息系统

• 主题 12 ：生态水文学、生物技术和水资源

• 主题 13 ：水资源管理和性别参与

 

非洲利用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水管理课程将

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学生了解生态水文学原则和

实践的应用。这将使他们在解决与淡水和海洋资源有关

的问题方面走在前列。该文件还将用来补充关于保护教

育、环境经济学和沿海 /海洋科学等广泛学科的学习材料。

该项目通过提高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学术界、决策者

和规划者的水资源管理知识，以及通过加强教科文组织

“水家庭”成员、两个地区专家和管理人员之间的科学合

作，帮助为非洲和亚洲确定可持续的水解决方案。此外，

通过项目执行期间的交流以及提供技术投入、数据和材

料，两个地区的国际水文计划社区成员还从国际专家对

该项目的投入和贡献中受益。

非洲各大学更广泛地使用水课程（由参与的非洲二类中

心和大学教席促进和推动）将维持和提高项目的产出。

此外，作出贡献的专家强烈建议向非洲的政策制定者介

绍课程的主要内容并向他们提供这些内容。这样，与该

地区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有关的方法和技术将

会在决策层面产生影响。教科文组织在这两个地区的 “水

家庭” 致力于通过改进和分享与管理和领导技能有关的

知识以及促进组织发展，确保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变得更

加有效和高效。

虽然该课程是为了在非洲地区使用而制定的，但它可以根

据非洲以外地区的需要进行调整和定制，同时建议对内容

作进一步分析和调整，作为适应其他地区工作的一部分。

联系方式 ：

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雅加达办

事处

电子邮箱：jakarta@unesco.org

项目名称 ：提升水安全以应对地方、区域和全球挑战 

国家 / 地区 ：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南非、泰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6.5、6.6、6.A 

支持方 ：马来西亚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UNESCO 雅加达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mucp-mfit.org

190

https://mucp-mfit.org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陆地生物

气候行动负责任的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零饥饿无贫穷

挑战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废弃物都未经处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疾病传播。此外，

农民获得煤油、液化天然气和电力等现代能源的机会有限，这会导致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

等问题。妇女和儿童因低价值的工作（例如收集木柴和牛粪做饭）而负担过重。此外，化

肥的过度使用也在对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上述问题影响了萨摩亚等脆弱

小岛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一些国家基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的共同目标，自主或联合开发沼气，以期获取其环境、

经济、健康和社会效益。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对具体国

家来说，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沼气模式仍然是一项挑战。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实施了 “萨摩亚纤维增强塑料沼气池实际操作培训” 项目，来展示可

持续农业实践方法。此举可以推广动物废物管理技术来回收资源和增加价值，从而帮助畜

牧业盈利，造福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性。

该项目由两个组织负责实施：（i）中国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BIOMA），成立于 1979 年，

2014 年建成了一个由政府所有的研究所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沼气技术研究培训参考

中心；（ii）萨摩亚农民协会（SFA），这是一家致力于农业技术推广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会

员机制联系本地农民，同时与政府及教育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

BIOMA 接受 SFA 的邀请，作为海外技术支持方提供了为期 14 天的培训，期间两名教授和一

名技术人员提供了现场讲座和演示。全球环境基金（GEF）为采购沼气池和辅助部件提供了

支持。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资助了两名中国BIOMA教授前往萨摩亚的国际旅行费用。中国 -

萨摩亚农业技术援助项目（CSATAP）作为当地的支持方，提供了教室，并邀请了当地媒体

进行报道。

该项目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果 ：21 个沼气池已运至萨摩亚，培训期间安装了 17 个沼气池，

培训结束后由受训人员安装剩余的 4 个沼气池。总共培训了 22 名学员，其中女性 4 名男性

18 名。

根据 SFA 和 BIOMA 的研究，在 2019 年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的支持下，这些沼气池均运行

正常，无泄漏，而且沼气池安装投料后产生沼气的最短活化时间为一周。每月平均可节省

萨摩亚有关使用纤维增强塑料沼气池的
实际操作培训
通过南南合作和交流，促进沼气发展

© 中国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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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LPG）费用约 25 美元。同时，使用沼液作

肥料，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过多的沼液与邻里分享

使用。社区对沼液的需求也在增加。

家庭妇女从繁重的柴火收集工作和椰壳燃烧的烟雾中解

脱出来。在建立了防止猪及幼崽到处走动的畜栏后，儿

童感染动物疾病的机会也下降了。儿童还了解到，动物

粪便和树叶可以转化为清洁的烹饪气体，有些孩子还一

起帮助将粪便放入沼气池内。

农民们将动物粪便通过安装在畜栏边缘的粪便收集管道

送入沼气池内。因此，围栏更加干净，动物不会吃到含

有粪便的食物，能享受到更好的福利。

对两个实施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BIOMA 与

SFA（技术接受方）都明白社区团结、建立意识、预评估

和游说的重要性，可以为项目的可持续性奠定需求驱动

的基础，项目的每个流程都将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

该项目的成功对萨摩亚政府的沼气发展政策产生了重要

影响。2018 年项目结束后，SFA 与 BIOMA 签订第二阶段

项目合同，安装 21 个采用软硬建材制作的沼气池，探索

萨摩亚的最佳技术模式；通过网络和视频培训，到 2020

年已基本完成。可以根据该项目的经验，同时整合该地

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复制名为 “建立亚太地区沼气研

究和培训中心（BRTC）” 的区域项目，从而实现该项目的

长期可持续性。

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该项目就可以在其他发展中

国家成功进行复制。

第一，根据需要预先进行评估，以确定适当的地理位置：

动物围栏必须离厨房 30 米以内；全年环境温度必须在

13℃以上；地下水位必须在 1 米以下；沼气池的位置必

须离道路 5 米远以上。理想的接受方应该至少有两头猪

或一头牛来为沼气池提供原料，有能力雇得起工人或租

得起挖掘机，同时对沼气和沼气池非常感兴趣，并能对

游说活动产生影响力。

其次，可以获得资金，用于提供设备，调动资源人员，

并在当地提供培训，开展沼气池建设。

第三，通过培训讲师和会员服务，可以实现沼气池建设

和操作质量的标准化。

在项目开始时，作为设备采购订单的一部分，特别准备

了必要的配件，用于在意外损坏时进行更换。相关的技

术能力建设可以帮助提供持续的技术咨询。

联系方式 ：

姓名：龙燕女士

职务：副教授

组织：中国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

电子邮箱：5584494@qq.com

微信：Longerlady

项目名称 ：萨摩亚有关纤维增强塑料沼气池的实际操作培训

国家 / 地区 ：中国、萨摩亚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1、1.2、1.3、1.4、1.5、1.A、2.3、2.4、2.A、3.3、4.3、4.4、4.5、4.6、4.7、4.B、4.C、7.1、7.2、 

7.3、7.A、7.B、8.2、8.4、8.5、8.6、11.1、11.6、11.A、12.4、12.5、12.8、12.A、13.1、13.2、13.3、13.A、13.B、

15.2、15.3、17.1、17.6、17.7、17.8、17.9

支持方 ：中国与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全球环境基金（GEF）、萨摩亚政府、中国援萨农业项目

执行实体 ：中国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萨摩亚农民协会（SFA）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www.biog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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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气候行动工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非洲东部拥有非洲大陆最大的小水电（SHP）开发潜力，而西非则拥有第二大小水电开发潜

力。在非洲东部，赞比亚的电力生产严重依赖水力发电，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水力发电项目。

考虑到是否供电所带来的限制，必须要开发新的小水电项目，利用其巨大的潜力，才能为

实现农村电气化提供支持。在非洲西部，尼日利亚拥有高水平的小水电装机容量，实际上

是该地区的最高水平，但是此装机容量也只占其小水电潜力总额的 6%。同样，加纳也没有

小水电电厂，而只有一个大型水电项目。确保应对农村地区获得电力供应的挑战决定了小

水电资源的重要性。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目的是在选定的非洲国家消除小水电技术转让的障碍，提高人们的认识，以改进

小水电的管理和技术。该项目涉及以下各方：赞比亚（代表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

非洲东部和加纳，以及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亚，各方一起开发适当的机制，让受助国了解小

水电对他们国家和区域发展以及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地提升通电率的重要性。项目实施

合作伙伴包括东南非共同市场、尼日利亚联邦科学和技术部（FMST）可再生和常规能源技

术局，以及加纳能源委员会（GEC）。

为了实施该项目，相关活动的组织和开发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对目标国家小水电领域的当前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辅之以实地调

查和参与直接培训的机会。

• 第二阶段：对目标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小水电开发和参与战略的筹资机制进行评估。

• 第三阶段：开展协调活动，来支持推广从该项目中汲取的教训。各方都致力于开展考察

活动，以促进和支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和教训。

 

本项目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果：

• 通过收集最新的一般情况、战略和政策，已经确定了选定国家小水电开发的障碍和解决

方案。举办了培训班和利益攸关方会议，以消除促进小水电开发的知识障碍。

• 为支持选定国家的私营部门和政府农村电气化倡议，制定了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 针对潜在的小水电地点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制作了初步可行性报告。示范项目也已经选中。

• 第 8 届今日水电论坛：“水电促进非洲工业发展”，在赞比亚卢萨卡成功举办。此论坛是与

国际小水电网络（INSHP）、COMESA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一起合作举办的。

促进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小水电
开发
在选定的非洲国家促进小水电（SHP）的技术转让，提升人们对小水电管理意
识和技术能力

© IN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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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坛进一步呼吁开展多边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最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并提供了一个讨论如何制定有

利于促进小水电开发政策的平台。

 

制定筹资机制是该项目的创新要素之一。小水电开发的

融资机制包括支持以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小水电技

术的优惠政策，以及开发相关的融资渠道，允许来自不

同层级的利益攸关方评估他们对支持选定国家小水电领

域能赢利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兴趣。

此外，INSHP 还分别与 COMESA、FMST 和 GEC 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所有这些谅解备忘录都旨在加强双方未来在

政策、法律制度、技术创新、管理，以及区域、非洲和

全球合作方面的小水电开发合作。

INSHP 还将与 COMESA、尼日利亚联邦科学技术部（FMST）

和 ECG 共同努力，将此项倡议的知识范围从最初的目标

国家扩大到面临类似困难的其他国家，帮助实现能源结

构的多元化，并促进南南知识共享与交流。所有各方今

后合作的一个基本目的是，确保在非洲同为伙伴的国家

之间就小水电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有关问题拥有一个可

以讨论和分享的空间。

联系方式 ：

姓名：Dale Qiu 先生

职务：项目官员 

机构：国际小水电中心（ICSHP）

电子邮箱：dlqiu@icshp.org

项目名称 ：在选定的非洲国家开发尚未开发的小水电潜力

国家 / 地区 ：中国、加纳、尼日利亚、赞比亚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1、7.2、7.3、7.A、9.3、9.5、13.2、13.3 

支持方 ：中国南南发展中心、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尼日利亚联邦科技部（FMST）和加纳能源 

委员会（GEC）

执行实体 ：国际小水电网络（INSHP）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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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

挑战

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电力。对化石燃料的强

烈依赖导致了对气候变化的剧烈影响，包括干旱、洪水、土壤侵蚀等。此外，在大多数非

洲国家，每年都有人因气候相关的灾害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失去生命。因此，迫切需要在

非洲建立一个技术转让、研究和培训中心，来促进开发清洁能源和实现农村电气化，从而

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SDG 13（气候行动）和 SDG 17（促

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寻求解决方案

在世界各地，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因为这种能源能减轻气候变化。2016

年 7 月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第 27 次非盟峰会上，人们认为应该将电气化项目列为一项紧

急计划，所有成员国都应该更加意识到开发清洁能源巨大潜力的重要性，包括水电、太阳能、

风能、沼气等，从而实现农村的电气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此，2017 年 5 月，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非盟使团的支持下，中国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通过杭州小水电研究培训中心

（HRC））和亚的斯亚贝巴科技大学（AASTU）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非洲清洁能

源和农村电气化技术转让、研究和培训中心。

该中心为分享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探索开发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有效

的平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该中心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当局、研究机构和大学、电力公

司和独立的电力生产商合作。在不久的将来，将通过有关非洲国家的共同努力，在非洲东部、

西部、南部和北部设立分中心，从而讨论更具体的合作主题，以打造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技术交流、研发、项目示范、人才培养和本地开发。在合作伙伴的共同

努力下，已经在此项目框架下开展了以下活动：

• 2017 年 5 月 12 日至 14 日举行了 “非洲东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和离网电力系统研讨会”，分

享并交流了相关知识。来自布隆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的 20 多位代表参加了这场研讨会，会上介绍了能源形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分

享了相关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并演示了离网供电系统的实际解决方案等，因此在所有

非洲东部国家之间开展优秀实践方法和知识的跨境转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能帮助

解决电力短缺、气候变化和联合合作等共同问题。该研讨会结束时，与会者签署了一项

加强长期研发合作的合作决议，并鼓励向数百名专业人员传播专业技能和知识，帮助各

自国家的决策者们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有关非洲国家清洁能源和农村电气化的
技术转让、研究和培训中心

促进非洲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农村电气化

© 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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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31 日，埃塞俄比亚 AASTU 校长访问中国，

双方就中心的后续工作及其他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

•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13 日，中国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卢旺

达、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开展了有关能力

建设、联合研发、项目示范、技术转让等双边和多边

合作。此次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AASTU 派遣了一位研

究生来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和混合动力发电系统的研

究学习。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这名学生学习了中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很多知识，包括管理政策、技术标

准和实践经验，并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 HRC 主任在 2018 年 8 月 4 日至 11 日期间访问了卢旺

达和埃塞俄比亚，讨论了设立 “非洲东部清洁能源和

农村电气化技术转让、研究和培训中心” 的事宜，还

讨论了在卢旺达即将开展的合作活动，以及该中心在

埃塞俄比亚的管理和运营问题。

 

因此，在非洲国家和中国政府的重要支持下，以及来自

联合国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潜在赞

助下，该中心将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AASTU 目前

负责提供相关的后勤支持，如场地和运输，同时乌干达

发电有限公司、卢旺达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肯尼亚

电力和照明有限公司，以及坦桑尼亚肯尼亚可再生能源

协会等都在该中心积极地参与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该

中心的建立和运营，将加强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绿色

发展、减贫和人文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联系方式 ：

名称：外事培训处 

机构：中国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 杭州亚太地区小

水电研究培训中心（HRC）

电子邮箱：jshi@hrcshp.org /nlin@hrcshp.org

项目名称 ：有关非洲国家清洁能源和农村电气化的技术转让、研究和培训中心

国家 / 地区 ：布隆迪、中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1、7.A、13.1、13.3、13.B、17.6、17.9、17.16

支持方 ：PEREZ-GUERRERO 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中国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 杭州亚太地区小水电研究培训中心（HRC）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H3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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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工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天然气是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主要能源来源之一。两国缺乏对天然气特性的测量能力，而天

然气特性对两国的天然气供应和贸易至关重要。因此，既无法保证测量的国家可追溯性，

体积和能量值的测量结果也不可靠。这对与同类研究所和组织实现天然气开采和配送基础

设施的区域一体化造成了障碍。根据各自的国家战略，国家参考实验室应该能够帮助确定

这种能源的正确参数。

寻求解决方案

天然气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对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构成至关重要。该项目概念是根据秘鲁和

玻利维亚国家计量研究所（NMI）的要求提出的，旨在提高他们测量天然气数量和质量的能

力。墨西哥和巴西的 NMI 提出通过南南合作倡议中的知识共享和技术援助为这一项目提供

支持。

这些 NMI 负责提供精确的、可比较的测量结果。在实践中，这是通过认可全球公认的参考

系统——国际单位制（SI）来实现的，国际单位制将 7 个物理量界定为最基本的基准指标。

对于天然气，这适用于气体流量的物理测量和能量值的化学测量。秘鲁和玻利维亚希望他

们的实验室也能具备这些能力。巴西和墨西哥的 NMI 提供了技术援助，因为这两个国家已

经拥有了国际公认水平的实验室，并且正在使用秘鲁和玻利维亚将要使用的技术和设备。

为了获得可比较的公认测量值，需要不同伙伴之间相互合作。这包括在实验室间对比的支

持下，实现测量方法的同步操作。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对样本进行测量，并比较结果，从而

确定等效程度。想要的理想结果是获取可靠的、可比较的测量结果，这是跨境和国内贸易

的先决条件。

在第一阶段，先培养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测量能力，他们的工作人员接受墨西哥和巴西 NMI

针对国际标准的指导，从而让秘鲁和玻利维亚的 NMI 在随后可以针对天然气流量和成分向

其用户提供可靠的国家测量服务。

天然气领域的协调和合作对区域的重要性促使哥伦比亚、智利和阿根廷与该项目的合作伙

伴一起分享了他们的需求和能力。因此，在第二阶段，与墨西哥和巴西一起，阿根廷以技

术援助教练的身份参与了整个区域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活动。此外，阿根廷 NMI

还开始承担参照实验室的角色，负责开展这些实验室之间的数据对比工作。对比工作是在

拉美有关天然气计量的三方合作
将天然气的体积和能源含量量化是对国家和区域能源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
础贡献

© P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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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式结束后，由参与的 NMI 提供资金进行开展的。

哥伦比亚和智利通过自己的方式协助开展了培训和咨询

工作，并开始制定创造相关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国家计划，

来自行管理这一能源。秘鲁和玻利维亚的 NMI 现在作为

国家机构运行，拥有他们自己的实验室，而且还在继续

升级。

由于合作机构的动机强烈，因此这一项目非常成功。该

项目开辟了一个协调平台，有助于加强这些研究所之间

的关系和知识分享，从而在各国之间建立持续的联系。

参与该项目的国家感谢能有机会通过与面临类似挑战的

其他研究所合作平等地相互学习。由于所有这些国家及

其研究所都隶属于区域组织 “美洲计量系统”（SIM），因

此该项目可以造福整个地区。

测量结果获得国际认可是支撑全球商业活动质量体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验室所具备的能力可以为

国内市场提供精确的测量，使客户能够优化他们在天然

气领域的活动。同时还能与气体测量领域的计量界关联

起来，从而获得并保持国际上对他们测量能力的认可。

这种认可的基础之一就是同行研究所之间的持续合作。

实验室间的比较、质量系统和技术技能的相互审查，以

及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都是确保此项目可持续性的要

素。通过 SIM，本区域各国在气体测量方面达到了统一

的水平，这使得 NMI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统一计量。

联系方式 ：

姓名：Ulf Hillner 先生

职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负责人

机构：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

电子邮箱：ulf.hillner@ptb.de

项目名称 ：拉美有关天然气计量的三方合作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

提名方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1、7.3、7.A、7.B、9.1、9.2、9.B

支持方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国家计量研究所（NMI）

执行实体 ：参与国的国家计量研究所（NMI）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07-2015 年

实践网址 ：www.ptb.de/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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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挑战

毛里求斯仍然严重依赖必须进口的化石燃料来满足其能源需求。根据 2030 年可再生能源路

线图 1，2019 年，该国 78.3% 的电力来自不可再生能源，主要是石油产品和煤炭。由此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健康和环境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只有 21.7% 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主

要是甘蔗渣、水力、风能、垃圾填埋气和太阳能。政府早就认识到将更多可再生能源纳入

电力能源结构的必要性，并在相关国家政策中进行了调整。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毛里求斯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路线图，致力于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

源在电力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 35%，到 2030 年提升至 40%。该路线图的关键战略之一

是到 2025 年安装 35,000 个屋顶光伏发电单元，到 2030 年安装 50,000 个。

在该战略范围内，专门设计了 “家庭太阳能项目”，让低收入家庭参与发电，以期能够改善

他们的生活水平，支持他们发展小企业。

2017 年，该项目获得了来自阿布扎比发展基金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1000 万美

元的贷款。该项目由中央电力委员会（CEB）实施，这是一个全权负责向人们输送、分配和

供应电力的半国营机构。1 万户家庭的屋顶上正在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这是政府努力减

轻贫困的同时帮助实现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的一部分。

家庭可以从节省的大量电费中获益。此外，该项目将向电网增加 10 兆瓦的新可再生能源容

量，从而在该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节省超过 3500 万美元的化石燃料进口。该项目还能改善

该国的能源安全。每户每月免费用电50千瓦时，为期20年。任何多余的电力都将被注入电网。

该项目正在毛里求斯境内（包括罗德里格斯领地）分五个阶段实施。前三个阶段工程将于

2025 年完成。

该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能源和公用事业部、CEB 和 CEB（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后者是由

CEB 全资拥有的私人公司，致力于促进和发展可再生能源。IRENA 和阿布扎比发展基金也参

与了该项目。

1  毛里求斯能源和公用事业部，2030年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路线图（2019年8月）

家庭太阳能项目

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社会包容性

© CEB（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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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已在低收入家庭的屋顶上安装了约 1000 套

1 千瓦峰值的太阳能光伏组件。注入电网的多余电力将

为 CEB 节省开支，这将使其能够在未来再投资于类似的 

项目。

该项目的模式非常简单，可以在太阳能日照良好的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寻求在其电力结构中提升太阳能比重

的国家加以复制。

项目名称 ：家庭太阳能项目

国家 / 地区 ：毛里求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提名方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1、7.2、7.A、7.B

支持方 ：阿布扎比发展基金

执行实体 ：CEB（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3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联系方式 ：

姓名：Maheswur Raj Dayal 先生

职务：总经理

机构：CEB（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mahesh.dayal@ceb.intnet.mu

200

mailto:mahesh.dayal%40ceb.intnet.mu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工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挑战

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面临着世界上最高的能源成本，因为他们依赖进口昂贵

的柴油，这对他们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许多国家的电力系统还面临着飓风等气候灾

害的严重脆弱性。虽然现在对每个国家来说，可再生能源都是最便宜的能源，但许多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发达的拥有良好项目实施经验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因此，快速建设

优质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潜在地向所有利益攸关方证明，可再生能源可以立竿见影地降

低成本，提供可靠的电力，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人们的兴趣和政策，使打造更多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资产成为可能。

寻求解决方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加勒比可再生能源基金为被联合国列为主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16 个

加勒比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 5000 万美元赠款。

设立阿联酋 - 加勒比可再生能源基金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 根据国家发展和能源计划，增加该区域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的使用和恢复力，包括在水

和废物等相关部门。

• 拓展在设计、实施和管理可再生能源项目方面的技术经验，以促进未来项目部署的速度

更快、成本更低。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和 “萨摩亚途径” 已经将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高能源

成本确定为一项主要的增长障碍，该基金正是对此做出的响应。

该基金通常用于在项目所在地建设最早或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太

阳能和离网太阳能项目，旨在帮助启动或加强当地产业，同时增强电力系统应对气候变化

时的弹性。该基金还与其他组织开展合作：例如，与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发展基金

和新西兰外交贸易部联合资助了巴布达电力系统的绿色重建项目，以及与落基山研究所、

碳作战室和克林顿基金会一起为项目的实施开展范围界定工作。到目前为止，该基金已经

委托开展了三个项目（巴哈马、巴巴多斯、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三个项目正在建

设中（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和多米尼加），七个项目正在准备采购（多米尼加共和国、

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圣卢西亚、苏里南，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项目处于可

行性研究阶段（古巴、牙买加，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

现在，在所有 16 个国家可再生能源都比柴油便宜得多，但由于缺乏项目开发先例，可再生

能源的部署并没有跟上经济转变的步伐。阿联酋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也面临着类似的情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加勒比可再生能源
基金
提供5000万美元赠款基金，用来降低能源成本和减少污染，并且符合性别平等
和恢复力标准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外交和国际合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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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该国发现为硬件建设提供公共资金能够高效地迅速

实现太阳能技术的商业化。该基金的创新之一是为硬件

（太阳能电池板、转换器、电网升级等）提供赠款，同时

提供内部培训和能力培养服务，从而使合作伙伴能够将

其技能应用到具体项目的实际建设和运营当中。因此，

阿联酋和加勒比各国政府同意将基金的重点放在发电资

产上，这样做可以立即证明可再生能源可以节约成本，

并且具有技术可行性和创造就业的潜力，同时对未来发

展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榜样。

该基金以政府对政府的方式运作，加勒比国家拟订一份项

目的候选名单，并指派一个技术工作组（通常包括几个部

委、有关的公用事业公司和地方当局）。然后，工作组与

阿联酋的独立技术联络方（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私营清洁

能源项目开发商Masdar）合作，选择最终的项目并制作可

行性报告。然后向市场发布招标文件，优先考虑当地公司

和材料，同时还会考虑性别平等指标。相关资金此时开始

发放。政府技术小组和 Masdar 负责管理承包商，直到工

厂调试运营。政府指定了哪个实体将拥有此资产，并处理

相关的承购协议。该项目还必须在财务上能够自我维持，

即不会再为今后的业务提供任何补贴。还会提供为期六周

的工厂运营培训模块，作为项目的收尾。这种合作的迭代

流程旨在打造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阿联酋）在监督可再

生能源项目从概念到运营的经验。

由于这些项目通常是同类项目中的第一个，因此通常会

产生监管方面的影响。例如，对于巴哈马的基金项目，

政府和公用事业公司之间的承购协议就为大型独立电力

生产商创造了模板，促进了未来项目的发展。

该基金还采用了一项恢复力和性别标准。恢复力标准要求

项目必须针对极端天气事件（如飓风）进行评估并改善其

位置和耐久性。性别标准要求对项目概念进行性别分析，

并考虑和报告人员配置和采购方面的性别平衡情况。

在成果方面，在巴哈马、巴巴多斯，以及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实施的首批三个项目立刻就带来了每年节省

130 万美元（995,000 升柴油）的效益。据估计，这三个

项目每年可减少 270 万公斤碳排放，每个国家都有 10 人

接受了项目开发和工厂运营方面的直接培训。位于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联合岛的太阳能和电池项目也是该

地区首批在阳光充足时期实现 100% 太阳能发电的岛屿

之一，为可再生能源 + 电池技术创造了一个切实可行的

案例。

该基金的实践方法和经验已经通过全球和区域合作伙伴

进行了分享，包括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加勒

比共同体能源部门、加勒比电力服务公司（电力工业协会，

CARILEC）和落基山研究所 /碳作战室。该基金还从阿联酋 -

亚太合作伙伴基金转移了大量经验，后者是一个采用类

似设计的 5000 万美元可再生能源赠款基金，2013 年至

2016 年在 11 个太平洋国家实施了相关项目。

联系方式 ：

姓名：Dane McQueen 先生

职务：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高级顾问

机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

电子邮箱：d_mcqueen@mofaic.gov.ae

项目名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 加勒比可再生能源基金

国家 / 地区：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

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提名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2、5.B、7.1、7.2、7.B、8.2、8.3、8.4、8.9、9.1、9.4、9.A、13.1、13.A、13.B、17.3、17.6、17.7、17.9

支持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 

执行实体 ：16 个加勒比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 + 阿布扎比发展基金、MASDAR、阿联酋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加

勒比共同体发展基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以及落基山研究所 / 碳作战室 / 克林顿基金会提供共同融资和其他补充资源。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2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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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

挑战 

太平洋岛国（PIC）面临诸多能源挑战，包括：

• 过度依赖化石燃料；

• 开发能源资源和向偏远人口提供服务的高昂成本；

• 能源数据质量低劣和趋势不佳；

• 应对这些问题的技术人才太少；

• 在与石油供应商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弱势地位；

• 高昂的物流成本。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对于太平洋大部分地区来说，一个明确的核心解决方案就是安装太阳

能光伏系统。过去十年来，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使得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达

到了可以与大多数商业发电方式（主要是柴油发动机发电）进行竞争的水平。太平洋岛国

的目标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削减高昂的价格，并寻求上网和离网解决方案，来改

善电力接入、质量和效率。

寻求解决方案

通过 “PIDF 成员国国家元首官邸太阳能项目” 倡议，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PIDF）和非营利

组织 Solar Head of State（SHOS）旨在通过国家元首对太阳能技术的支持，提升太阳能在太

平洋岛国安装和使用的形象。

此项倡议汇集了多方力量，包括一个区域组织（PIDF、SHOS）、一个全球 - 南方发展伙伴（印

度政府，通过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管理的印度 - 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以

及一个执行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还得到了 Solaria 的支持，这是一家总部位

于美国的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为该倡议捐赠了太阳能电池板。

该倡议正在 11 个太平洋岛国实施：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

国（RMI）、瑙鲁、帕劳、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通过在一个国家的公共建筑（包括行政官邸）上安装太阳能系统，国家领导人可以获得有

关可再生技术益处的第一手经验，这将进一步鼓励制订有利于采用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

每个系统都是一个示范项目，鼓励本国和世界各地人民大量采用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技术。这些项目可以通过有效的媒体宣传活动和社区推广活动，让公众了解可再生能源的

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成员国元首官邸的
太阳能项目

通过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安装太阳能光电系统，促进对太阳能的利用

© P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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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SHOS 和 PIDF 为各个项目提供了太阳能系统设计

和安装方面的全球专业知识，帮助实现关键技能和知识

向太平洋岛国的转移。

SHOS 拥有经过检验的卓越经验，已经在马尔代夫（总统

官邸）、圣卢西亚（总督官邸）和牙买加（国家行政办公

室、牙买加大厦）安装了太阳能系统。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该项目将努力和积极地开展适当

的补充和 / 或联合活动，并在相关情况下，开展切实可

行的后续活动。在韩国国际协力团（KOICA）的资助下，

PIDF 和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将就正在进行的 “加

强有关可再生能源技术可持续实施的能力建设，促进农

村能源普及” 的多国项目开展合作。该项目正在斐济、

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这三个国家实施，PIDF 将牵头在

所罗门群岛的实施工作。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有关太阳

能光伏系统安装、操作和维护方面的培训，提高公众对

可持续能源的认识（例如，在宣布新的国家能源政策和

计划的同时公布太阳能光伏项目）等。此外，UNDP 也

正在图瓦卢、瑙鲁和瓦努阿图开展可持续能源项目，其

他国家正在拟订相关项目。

所有太平洋岛国都提交了国家自定贡献（NDC），马绍尔

群岛共和国（RMI）于 2018 年 11 月提交了第二次国家自

定贡献。虽然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能解决国家温室

气体（GHG）排放的一些主要来源，但重点是在能源部门。

大多数国家自定贡献都包含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有些国

家还设有无条件减排和有条件减排的目标，这些国家都

拥有共同的需求，包括资金、技术支持和 / 或能力发展。

包括斐济、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最终目

标是到 2030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的 100% 普及。

此项倡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了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

设在不同国家和世界各地区的多个组织参与其中，包括

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i）在太平洋岛国，

合作伙伴包括国家元首办公室 / 国家重要建筑、电力公

司和私营公司；（ii）在区域一级，合作伙伴包括 PIDF 和

UNDP ；（iii）在国际一级，合作伙伴包括 SHOS、Solaria、

印度政府和 UNOSSC。

这些项目还具有升级潜力，使它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光

伏项目，而是可以为住宅提供全面的 100% 可再生电力，

包括电池存储以及宅邸地面上的其他可持续发展设施。

相关努力可以包括使花园维修工具电气化、政府官员或

花园工人使用电动汽车、安装电动汽车充电站等。该项

目在太平洋岛屿地区还有其他的拓展空间；例如，库克

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的行政宅邸上也可以安

装太阳能光伏系统。此外，其他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在此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联系方式 ：

姓名：Viliame Kasanawaqa 先生

职务：政策研究和评估团队负责人

机构：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

电子邮箱：viliame.kasanawaqa@pidf.int

项目名称 ：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PIDF）成员国元首官邸的太阳能项目

国家 / 地区 ：PIDF 成员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所罗门群岛、 

东帝汶、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提名方 ：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PIDF）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2、7.A、13.2、17.9

支持方 ：印度 - 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

执行实体 ：PID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SOLAR HEAD OF STATE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20-2022 年 

实践网址 ：http://greenbusiness.solutions/s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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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2017 年至 2020 年，全球开始运营的新建燃煤电厂中，超过 80% 位于亚洲中等收入国家：中华

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除了在这些国家之前已经运行的

电厂之外，这些新电厂在其剩余生命周期内将排放 2600 亿吨二氧化碳。根据限制全球变暖 2° C

以下的减排路径，这将超过电力部门的碳预算。因此，为亚洲国家最大限度提高能源效率和清

洁能源的政策和投资提供支持，不仅将通过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和清洁空气惠及当地人民，而且

还将对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得益于巨大的潜力和低成本，能源效率（EE）被称为经济发展的 “第一燃料”，但是实施进展缓

慢，主要是因为很难找到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同时难以吸引商业资本来支持此类投资。由于各

种体制和技术原因，世界各国（特别是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一直都难以找到

可扩展的机制来提升能源效率。

所有这些国家都拥有可再生能源（RE）组合，但需要制定经济适用的规模扩大政策。因此，他

们渴望了解并克服相关限制，实现最低成本发电。

寻求解决方案
此次知识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优化国家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政策，开发成功的商业

模式和采用合适的融资机制，来提升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实现

各自国家低碳能源目标的能力。此次交流旨在让参与国的同行交流在为最终用户提供低碳能源

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在各自国家通过私营部门参与的方式。

为了在类似的跨领域交易中实现商业模式的快速跨国转化，在世界银行一支团队的联合组织和

推动下，作为 “低碳 / 能源转型（FTC/ET）亚洲倡议” 的一部分，共组织了三场知识交流研讨会，

前两场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场在中国青海举行。研讨会包括专家小组会议、实地访问和

联谊活动。

专家小组会议

研讨会包括三个独立的有关可再生能源拍卖、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知识交流活动。

资源专家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专家来自：（i）成功实施可再生能源拍卖的国家（巴西、

印度、秘鲁、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ii）成功实施能源效率政策和项目的国家（中国、印度、

日本、墨西哥、大韩民国、新加坡和英国）；（iii）正在成功地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入其电力系

统的国家（澳大利亚、丹麦、西班牙和美国）。

实地访问

组织了多场实地访问活动，包括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区级制冷设施、一家绿色酒店和一家绿

色医院，从而获得有关新加坡绿色建筑方面的个人体验。有关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研讨会连

续九天都安排了实地考察项目，考察地点包括位于青海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PV）发电厂、

位于龙羊峡的最大型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以及青海西宁电网公司调度中心，展示其 100%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经验。

联谊活动

研讨会期间还穿插了 FTC/ET 国家代表、资源专家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之间的联谊活动。

亚洲低碳清洁能源
加快亚洲中等收入国家实施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解决方案

©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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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与经验教训  

新知识

可再生能源拍卖

• 在三种可再生能源政策选项（上网电价、可再生能源组

合标准和拍卖）中，上网电价政策已经成功地在短时间

内扩大了可再生能源的规模。但是，上网电价往往较高，

这会给消费者或政府造成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额外负担。

根据最近的全球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上网电价

政策转为采用拍卖机制，这导致太阳能光伏和风能价格

迅速下降，带来投资规模的大幅扩大。几乎所有参加研

讨会的成功实施可再生能源拍卖计划的国家都实现了与

传统发电相比具有竞争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价格，甚至

可以与印度和南非以煤炭作为基准燃料的发电相比。

• 除了长期电力购买协议中适当的电价水平外，成功的可

再生能源政策还应要求强制接入电网，并将增量成本（如

果有的话）传递给消费者。

•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价格主要由投资成本、融资成本、土

地和劳动力成本以及太阳能资源所驱动。目前的价格随

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持续的，但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放缓。

能源效率

• 有利的政策是创造市场需求、促进能源效率投资的重要

驱动力。有关能源效率的成功经验表明，基于产出的强

制性政策比基于投入的自愿性政策更有效，同时强有力

的监管必须与财政激励措施相结合。中国和印度对工业

采用了强制性能源效率目标。中国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

针对各省和 1.7 万家高耗能工业企业实施能源效益目标分

配，并要求责任方对实现目标负责。印度的 “执行、实现、

交易”（PAT）方案以市场为导向，向各工业部门分配节

能目标，并允许对节能证书进行交易，从而实现以最低

成本达到国家目标的目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

• FTC/ET 国家正处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VRE）发电并网（太

阳能光伏和风能）的不同阶段。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正处

于起步阶段，电网系统的 VRE 比例非常低。中国和印度

的 VRE 在电网系统中占有显著的份额，在中国的某些地

区，如西北地区，VRE 在电网系统中占有非常高的份额。

随着时间的推移，凭借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体制改革，

所有这些国家都拥有巨大的提升潜力。从技术角度来看，

由于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具有间歇性特性，将高水平的 VRE

并入传统电网会带来明显的挑战。

举措新增与完善

研讨会结束后，六个国家开始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利用

新建立的网络，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提升能源效率，利

用清洁能源。在此过程中，采取了新的举措并改善了原有

举措。

继往开来
所有 FTC/ET 国家都决定试点或实施有关可再生能源拍卖的
后续计划

在新加坡举行的可再生能源拍卖研讨会之后，世界银行在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团队立即举办了关于可再生能源拍卖

的后续国内研讨会和讨论。来自新加坡研讨会的资源专家

也参加了这些磋商活动。世界银行的巴基斯坦团队与巴基

斯坦政府的同行就如何支持他们进行可再生能源拍卖开展

了后续讨论。这三支团队都制定了动员信托基金支持各自

国家试点太阳能拍卖方案的计划，并且已经确定了潜在的

资金来源。

联系方式 ：

姓名：Laurent Porte 先生

职务：南南基金项目经理

机构：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lporte@worldbank.org

项目名称 ：亚洲低碳清洁能源

国家 / 地区 ：澳大利亚、巴西、中国、丹麦、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

大韩民国、新加坡、南非、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越南

提名方 ：世界银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2、7.A、17.9

支持方 ：世界银行南南基金

执行实体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政府；世界银行；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中国、 

丹麦、印度、日本、墨西哥、秘鲁、大韩民国、新加坡、南非、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和美国的专家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aUWj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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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生活在城市地区以外或较不利地区的人们被剥夺了新兴电子商务产业带来的好处，因为他

们没有关于互联网的知识或知识有限，还缺乏使用物流和金融工具的机会。尽管许多地区

以生产本国产品而闻名，但由于获得交通设施和数字金融服务的机会不平等，生产者不能

获得公平的价格。这些不平等导致生产下降，反过来这又加剧了城乡间的不平等。此外，

大多数电子商务公司无法进入基本上尚未被开发的农村市场。

寻求解决方案

ekShop 倡议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平台，让这些边缘生产者能够直接向客户出售产品并利用网

上购物的优势。它将所有顶级电子商务和物流公司整合到一个渠道，并将访问范围扩展到 

4,000 多个物理 - 数字中心。这项倡议在电子商务和快速消费品行业引发了“走向农村”革命，

从而成为创建高效市场准入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催化剂。

建立 eKShop 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农村和城市地区市场设施之间的不平等。通过 ekShop 的数

字化市场平台和交付渠道，农村生产者能够通过孟加拉国所有顶级的电子商务公司进入城

市市场并在全国各地销售产品。尤其鼓励妇女销售手工制作的产品，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

区的妇女。

ekShop 是一个采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模块化平台。它引入了由 ESCROW 提供的安全支付

系统，并使用集成的支付门户促进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此外，数字中心常常被用作当地

人经常订购的产品的储存仓库。这些中心是由民营企业家与当选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经营

的一站式中心，民众可以在那里获得 150 多项公共和私营服务，其中有些服务是免费的，

有些是收费的。

通过吸引数字中心企业家和运用辅助电子商务模式，eKShop 正在逐步缩小数字鸿沟，增加

农村人口的收入。目前，大多数物流公司都将数字中心作为交付点，而将中心的企业家作

为交付代理，以确保进入农村地区。

截至 2020 年 2 月，已有 4,000 多个数字中心投入使用，已下达超过 32,000 多个城市到农村

的订单，价值 4500 万塔卡（超过 53 万美元）。此外，还下达了 23 万公斤农村到城市的农

业订单，已出售价值 2,000 万塔卡（超过 235,000 美元）的手工制品。ekShop 有 3,765 个送

货上门点，500 家微商，已经完成超过 10 万个订单。迄今为止，已经为 30 万名消费者提供

ekShop ：利用辅助电子商务增强农村
社区的能力

采用独特的电子商务平台，为难以接触的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缩小
物流鸿沟和减少不平等

© a2i 计划

无贫穷 性别平等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减少不平等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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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务，平均每个订单三名消费者。尽管大多数付款是

采取货到付款（82%）的形式，但部分企业家也使用了

银行和移动金融服务。共有 247 名企业家通过 ekShop 成

为本地快速消费品分销商，2,100 名企业家接受了 ekShop 

团队提供的电子商务培训。

ekShop 提供使用 ECROW 支付服务的辅助电子商务模式，

关注提高农村销售。它是唯一一个将全国 80% 的物流服

务提供者与其独家地理测绘技术连接起来的平台。

ekShop 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都能从每笔交易中

获益。结果，他们掌握了这项倡议以及 “立志创新 (a2i)

计划”，并且将继续保持下去。建立了收入生态系统，在

这个系统中，所有关联的佣金流不需要依赖任何外部来

源。此外，该倡议导致制定了《2018 年国家电子商务政策》

和《2019 年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政策》。

ekShop 已跨越国际边界来推广这一模式。它有四个运营

中心：位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 ekShop 中心，以及位于

土耳其和尼泊尔的全面 ekShop 架构业务中心。这种跨国

转移增加了能够获取 ekShop 所提供的数字服务的人数。

ekShop 还向多个国家出口农村产品。

为了让 ekShop 模式在一个领域蓬勃发展，数字市场必须

有多个电子商务参与者和物流设施。还必须有稳定的互

联网连接。该倡议的基础是使电子商务平台尽可能容易

访问这一理念。因此，它不需要复杂的项目设计或大量

投资。

联系方式 ：

姓名：Rezwanul Haque Jami 先生

职务：农村电子商务团队负责人兼商业化主管 (iLab)

机构：孟加拉国立志创新 (a2i) 计划

电子邮箱：rezwanul.haque@a2i.gov.bd

项目名称 ：ekShop ：利用辅助电子商务增强农村社区的能力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土耳其、乌干达

提名方 ：孟加拉国政府立志创新 (a2i) 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4、1.5、1.a、5.1、5.a、5.b、5.c、8.1、8.2、8.3、8.5、8.9、9.1、9.2、9.3、9.4、9.a、 

9.b、9.c、10.1、10.4、10.b、11.a、11.c

支持方 ：信息通信技术司、内阁司、UNDP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政府 a2i 计划、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1 年

实践网址 ：www.ekshop.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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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孟加拉国总人口为 1.58 亿，劳动力 5,950 万人，预计到 2030 年劳动

力增长率将达到 2.2%1。每年约有 200 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2其中 60 万人接受过主流教

育，110 万人接受过政府或私人技能发展机构的培训。其余年轻人被划为不升学、不就业

或不进修类别。共有 1,160 万年轻人属于这一类别。当地行业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与教育和培

训中心的供应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似乎合理的原因是孟加拉国用人单

位和技能发展机构之间存在沟通和协调差距。

寻求解决方案

学徒制是指雇主在事先规定的期限内通过合同承诺雇用和培训年轻人（年龄在 17 至 30 岁

之间）的制度，学徒在此期间必须为雇主工作。雇主为学徒提供真正的岗位技能。这是一

种在实际工作条件下形成人工技能、行为、态度以及工作流程和程序的主要学习环境。另

一方面，培训机构为学徒提供更多的理论培训。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学徒获得在工作场所

以外最有效传授的能力。

学徒计划能成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弥补当地行业和国际就业市场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与

教育和培训中心确保的供应之间的差距。该举措涉及雇主、技能发展机构和青年，以确保

培养受需求驱动的技能。

学徒计划对学徒、招聘组织和经济都有利。对学徒来说，学徒制可以为半熟练和不熟练的

年轻人提供全职就业的机会。结业证书可帮助学徒向潜在的雇主推销自已的技能和能力。

学徒制对求职者来说也是一种值得信赖的经历，可以用来增强他们的收入潜力。此外，运

作学徒计划的商业实体有充足的时间来让学徒适应企业的文化和工作结构。根据 2013 年《劳

动法》，与学徒制有关的费用免税，培训设备也可以免税进口。对经济的好处是失业率大幅

降低、工业总体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持续以及更熟练的劳动力。

作为该国政府的创新中介机构，立志创新 (a2i) 计划目前采用全社会的方法，运用行为改变

方法和利用技术的快速扩展，为在孟加拉国培养需求驱动的技能创造有利的环境。

1  www.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834041507299981599/pdf/Main-report.pdf

2  www.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skilling-bangladeshs-youth-changing-job-market

学徒培训创新 ：未来的熟练劳动力

通过让青年具备市场最需要的有意义的技能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 a2i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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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国家，至少有 5% 的新劳动力拥有学徒机会，这

对培养熟练工人至关重要。孟加拉国计划到 2023 年达到

这一比例。2017 年，有 1.39% 的劳动力参加了学徒计划。

该数字在 2018 年增至 2%，2019 年增至 2.35%。

就非正式就业部门而言，参加学徒计划的学徒有 60% 为

女性，而且学徒计划的成功就业安置率超过 85%，表明

这是培养技能的一种创新方法。该倡议由需求驱动，因

为各行业都在迅速转型，以跟上技术的步伐。a2i 还开发

了学徒管理系统，以管理、监测和指导全国的学徒计划。

该中心满足该计划利益相关方（年轻人和企业）的所有

需要。

这种办法涉及登记、监测、评估和认证，以确保学徒计

划顺利进行，工人真正获得益处。该计划协调雇主和技

能发展机构的工作，确保了计划的可持续性。这种模式

可以很容易地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供需差距的其他国家

推广。

为了在全球南方扩大学徒计划，a2i 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南

南合作活动。2017 年，它与瑞士的全球学徒网络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以便与其他国家的学徒网络建立联系并分

享知识和经验。此外，a2i 还担任亚洲学徒联盟网络的秘

书处，促进 11 个成员国之间交流知识、经验和最佳做法。

索马里政府和菲律宾邦萨摩洛自治区表示对 a2i 的学徒解

决方案感兴趣，表示愿意推广该计划。

联系方式 ：

姓名：Asad-Uz-Zaman 先生

职务：政策专家

机构：孟加拉国立志创新 (a2i) 计划

电子邮箱：asad.zaman@a2i.gov.bd

电话： +8801712092922

项目名称 ：学徒培训创新：未来的熟练劳动力

国家 / 地区 ：菲律宾邦萨摩洛自治区、孟加拉国、柬埔寨、索马里

提名方 ：孟加拉国政府立志创新 (a2i) 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1、8.2、8.3、8.4、8.5、8.6、8.9、8.b

支持方 ：国际劳工组织 (IL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乐施会、行动援助组织 (ActionAid)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政府 a2i 计划；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4 年

实践网址 ：www.apprenticeship.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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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贫穷

挑战

社会安全网计划可帮助孟加拉国政府减轻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按绝对值计算，预算拨款

已从 1998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增加到 2019-2020 财年的 2.58%。政府支出总额已增至 

14.21%。目前，该国有超过 140 个社会安全网计划由 23 个部委和司管理。

社会安全网支付严重依赖现金。与直接现金支付有关的固有成本（例如支付的行政成本和

泄漏风险）要高得多。研究表明，社会安全网计划中的泄漏往往是一个重大障碍。减少系

统泄漏可以节省大量资金，最终可以让更多的受益者参与进来。

此外，考虑到受益群体极为贫困和边缘化，接受者要花大量时间和钱去支付地点领取补贴。

他们在收款时也经常遇到麻烦。

寻求解决方案

鉴于直接现金转帐带来的挑战，立志创新 (a2i) 计划在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

与孟加拉国各政府部门、部委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合作，将社会安全网支付数字化，这也是

政府实现政府对个人 (G2P) 付款数字化这个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便向孟加拉国的边缘化人

群提供负担得起的高效金融服务。

数字支付还有可能促进服务不足社区的金融包容性，政府已将 G2P 支付数字化作为优先事

项。G2P 数字化在 2018 年进行了试点，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规模。

过去，一旦银行职员确认了受益者的身份，受益者就可以在分行以现金形式获得季度补贴。

在新的制度下，受益者可以选择自己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资金则直接从国库账户存入个人

受益者账户。受益者可以随时从全国任何银行代理点或任何移动金融服务机构支取资金。

使用国民身份证进行受益者验证是该架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系统将惠及各种现金转账方

案的 2,500 多万受益者，从而确保受益者对资金拥有自主权，杜绝这些方案的幽灵受益者。

该系统还消除了多个中间层次，从而减少了效率低下、延迟和泄漏问题。受益者现在拥有

选择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最终自由，为金融包容性奠定了基础。

与传统计划相比，正确数字化的社会安全网计划有可能使领取补贴的访问次数减少 80%，

花费的时间减少 58%，发生的费用减少 32%。此外，政府可以节省 10% 的社会安全网预算，

从而每年可能节省超过 1,400 万美元。

实现无泄漏的社交安全网分配
在孟加拉国实现社会安全网计划的数字化，向未触及的人群提供负担得起的、
有效的和无泄漏的数字支付服务

© a2i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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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新系统带来了若干好处。现金转账计划让交

割变得更轻松快捷。数字支付降低了领取补贴的成本，

可以节省数小时时间，某些情况下还能节省数天时间。

此外，数字生态系统确保能向处于工会一级（孟加拉国

政府的最低层）的受益者提供高效的服务。

该计划可以实现无泄漏分配。政府付款的数字化确保了

透明度、问责制和可追溯性。它还减少了腐败和泄漏的

风险。作为数字化进程的一部分，为受益者设计了一个

意识提升计划，以增加他们的所有权，减少在领取补贴

时对他人的依赖。

现金转账方案提高了政府运作的效率。鉴于交易匿名的

性质，现金交易不方便、效率低下，政府组织缺乏透明

度和问责制。数字支付方式更快、更高效，降低了总体

成本，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效率。

该计划推动采用其他数字金融服务。实现社会安全网支

付的数字化带来了移动性，让民众去最近的现金点就能

领取补贴。它还为获取更先进的数字金融服务创造了有

利的环境。迄今为止，该举措已惠及 250 万受益者。

G2P 支付架构让政府以低得多的成本利用金融科技以及

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从而在其他行业启动数字支付。通

过采用创新的模式（可确保可负担得起的有效服务提供），

这种重要的支付流实现了数字化。数字支付还能促进妇

女的融入和服务于金字塔底层人群。孟加拉国已经有了

推出 G2P 数字支付所需的基础设施。孟加拉国银行、财

政部财政司、总审计长办公室和 a2i 合作整合各种系统并

进行必要的政策改革。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政府机构（包

括社会服务司、解放战争事务部、灾害管理司和妇女事

务司）之间建立了有效的伙伴关系。对于落实支付制度

的部委和机构，政府还批准了新准则。

这种模式可以很容易地在跟孟加拉国相似的国家以及私

营部门推广。孟加拉国从印度的直接利益转移方案中得

到启发，开发了这一包容性支付架构。为加强南南合作，

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协助 a2i 实施了这种创新的方

法。

联系方式 ：

姓名： Md. Tohurul Hasan

职务：计划经理

机构：孟加拉国立志创新 (a2i) 计划 

电子邮箱：tohurul.hasan@a2i.gov.bd 

电话：+8801707554768

项目名称 ：实现无泄漏的社交安全网分配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

提名方 ：孟加拉国政府立志创新 (a2i) 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8.10

支持方 ：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政府 a2i 计划；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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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尽管非洲金融体系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了进展，但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尚未转化为大多

数非洲人更容易获得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

市场可帮助引导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流动，以促进资本的积累以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在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全世界开始注意到非洲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市场以及所带来的机

遇。然而，各级中小企业 (SME) 缺乏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继续阻碍着在非洲的合作。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对非洲金融市场进行深入研究。非洲国家金融服务的可获性和质

量对私营部门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非民间商会 (CABC) 于 2006 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

成立，目的是促进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特别是在私营部门的合作。经

过十年的发展，CABC 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拥有广泛的沟通网络，

对非洲市场有深刻的了解，并得到非洲成员公司的大力支持。因此，CAC 是有能力实施该

项目的理想机构。在中非发展基金和佩雷斯 - 格雷罗信托基金的援助下，CAC 设计了一个

研究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赞比亚金融市场的项目，其中包括深入访谈当地私营企业。

该项目名为 “非洲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私营部门”，旨在突出非洲与其发展伙伴之间金融合

作方面的现有问题，以使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赞比亚的投资促进机构、金融机构和商

会受益。预计取得的成果可帮助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以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

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该项目是与中国和非洲各地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开展的。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局、

赞比亚商会和毛里求斯 SBM 集团在该项目上与 CABC 合作。中非发展基金和佩雷斯 - 格雷

罗信托基金也贡献了他们的专业知识。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调查，重点是金

融服务可得性以及企业与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赞比亚金融体系的互动。在这些国家，

还组织了实地考察和现场研讨会。收集数据之后，编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它为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赞比亚和该区域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投资者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以吸引更多外国

资本促进发展的政策建议。此外，为进一步研究南南合作和中非合作，还建立了一个宝贵

的数据库。

预计到 2025 年，非洲的人口将超过中国，非洲大陆的经济潜力不可否认。考虑到非洲的增

长和发展需要，非洲也具有发展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和减少贫困。

对非洲金融市场及时且深入的研究让非洲各国和投资者都受益。

非洲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私营部门

最大程度扩大金融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影响

© 中非民间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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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选择了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赞比亚进行。马

达加斯加在出口和投资方面表现强劲。毛里求斯是财政

上最活跃的非洲国家之一，也是许多跨国投资者的中心。

赞比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工业部门，是东南非共同市

场的总部。选择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非洲大

陆的不同发展格局。因此，该项目的成果可作为其他非

洲国家的参考。

该项目依靠对这三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彻底研究和对当地

私营企业的调查，以确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报告总结

了这三个国家以及整个地区的经验和最佳做法。它提出

了对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若干政策建议。

报告还建议最大程度扩大金融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和 

工业化的影响，从而促进私营部门的健康发展并为当地

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改善金融市场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每个国家都至关

重要。报告中提到的挑战和解决办法也适用于其他非洲

国家。希望在其他银行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下，类似的研

究项目能够用于更多的非洲国家。

联系方式 ：

姓名：Xiaofeng Bai 先生 

职务：常务副秘书长 

机构：中非民间商会

电子邮箱：baixiaofeng@cabc.org.cn

项目名称 ：非洲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私营部门

国家 / 地区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赞比亚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3、8.10

支持方 ：佩雷斯 - 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中非民间商会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

实践网址 ：en.cab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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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中小企业 (SME) 在发展中国家始终很重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制定促进其发展的法律

法规。在当今社会，电子商务正在迅速地改变企业彼此互动，以及与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

互动的方式。

然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低，信息化经验少，这阻碍了中小企业电子商务

和相关商业活动的发展。

柬埔寨、古巴和越南等目标国有许多中小企业，为本国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政府

官员却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将这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市场。

寻求解决方案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计划（由上海亚太地区经济和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为当

地参与者实施）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发展

方面。该计划还力求将中国的经验和最佳做法应用到其他国家。

CIFAL 上海中心以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它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更新

他们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便跟上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步伐。该中心举办了

关于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经济增长和发展方法的研讨会，来自 127 个国家的 1,229 名受益者参

加了研讨会。主题包括国内和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业管理、信息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

以及中国最新的信息技术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根据柬埔寨、古巴和越南的需求，CIFAL 上海中心举办了能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受

益的研讨会。与会者通过与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方的直接互动，

了解了电子商务和相关问题。

每个国家都举办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研讨会，让来自柬埔寨、古巴和越南的 70 名政府官员

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这些研讨会通过讲座和实地考察，

分享了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和良好做法。为了让与会者了解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应用管理方

面的最新趋势，所有讲座都由一线的专家和参与城市建设的各级官员进行，他们分享了日

常工作中的例子。为了补充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CIFAL 上海中心还安排与会者参观企业，

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计划

促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 CIFAL 上海国际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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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AL 上海中心希望扩大这种培训，为欠发达国家的官员

和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研讨会参与者对中国

在跨境电子商务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有了

全面、客观的了解。他们还从科学、务实的角度看跨境

电子商务合作，学会了如何应用信息技术。

根据来自参与者的反馈，该项目不仅提供了关于电子商

务和相关信息技术的知识，而且还让参与者了解了信息

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在中国的优势。目标国家可以

进一步探索与中国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以改善信息

基础设施，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国家表示

强烈希望让代表参加以后的研讨会。

CIFAL 上海中心提供基于需求的解决方案，以设计符合国

家特定需求的电子商务培训课程。它进行分析以确定发

展电子商务的最佳办法，并协助在不同部门或国家的中

小企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在研讨会和培训课程结束时，所有参与者都收到了一个

包含所有课程材料的笔式驱动器。他们可以与同事分享

该驱动器，也可以将其作为设计本国相关培训的参考。

CIFAL 上海中心的代表在参与者回国后与他们保持联系，

以确定培训需求，并为他们设计未来的研讨会。因此，

这些培训研讨会在参与者国家和中国都是可以持续的。

不过，许多国家目前缺乏提供类似培训所需的技术和学

术业知识。

未来几年，CIFAL 上海中心将继续提升对信息化建设的认

识，分享相关知识和技能，以进一步使来自 77 国集团成

员国的政府、公司、金融机构、医院和私营企业的个人

受益。

联系方式 ：

姓名：Hanye Xue 先生

职务：项目经理

机构：CIFAL 上海国际培训中心

电子邮箱：hanye.xue@cifalshanghai.org 

微信： Xur233

项目名称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计划

国家 / 地区 ：柬埔寨、中国、古巴、越南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a、9.3

支持方 ：佩雷斯 - 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CIFAL 上海国际培训中心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1sIf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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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减少不平等

挑战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制造、金融、服务和技术领域的经济部门不断壮大。该国

已逐渐转向采取更可持续的经济方法，从而减少对石油和原油的依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在过去五年中，中小企业 (SME) 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达到 48%。它们占据了 50% 

的工业工作岗位，90% 的制造业岗位，全国约有 1,740 万名企业家。向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转

变现在已成为该国政府的政策优先事项之一。由于有更大的经济潜力有待探索和优化，在

该国加强创业精神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经济差距，

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环境。

寻求解决方案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技术合作局和多边合作总局与印度尼西

亚驻阿布贾大使馆合作，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办了一个名为 “尼日利亚创业能力建设国际

研讨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能力建设计划。开展该计划是为了

履行印度尼西亚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所作的承诺。这

也是加强该国南南合作框架的一种手段。

来自尼日利亚各行业的 20 名企业家和商业从业者参加了培训，培训由印度尼西亚全球创业

网络 (GEN) 的外部顾问举办，他们以前曾参与技术合作局提供的众多培训计划。通过该计划，

参与者有望获得有关创业的知识和见解，从而支持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并与印度尼西亚

创造新的经济机遇。此外，该计划旨在通过基层的社区建设，使维持和平的努力与可持续

发展议程保持一致。

培训力求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创造力和创新对维持全球和国内市场可持续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其目的还包括建设以下方面的能力：设计具有高经济价值的产品原型、确定经济机会和潜

在市场、培养创业能力以优化自然和技术资源，以创新的方式满足市场，以及制定新的方

法以验证目标市场和受众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该计划是在为期三天的密集培育期间进行的，采用课堂活动、互动讨论、模拟、实地练习

和利用视听媒体增强学习体验等手段。

第一场培训侧重于建立创业心态。这种重要的模式让参与者能够评估企业家使用的商业流

程，以确定发挥增长潜力的正确商业模式。这次培训强调深入研究是经营战略取得成功的

尼日利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家
精神和经济增长

支持企业家成长以促进可持续的社区经济发展

©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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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还向参与者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创业生态系统，

以深入了解如何开展业务，并学习该国在整合该生态系

统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经验。

第二场培训的重点是将商业模式画布作为制定和引领经

营战略的工具。它可以用来了解新的业务概念，分析业

务风险，制定策略来克服商业生态系统面临的挑战。还

鼓励参与者接受其商业模式画布方面的技术进步，以改

善流程，促进更强劲的增长。例如，他们了解到，由于

技术进步，印度尼西亚的商业环境是如何被数字初创企

业主导的，这为新的商业参与者提供了多种创新战略，

以打破传统商业流程并扩大商业增长。

为了对培训进行补充，参与者还参加了营销和品牌推广

研讨会，获得了关于创造创新产品的诀窍和见解。人们

认为这些技能组合在保持产品可持续性的同时，对生产

可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中竞争的名贵产品十分重要。

培训结束时，尼日利亚外交部的代表对培训计划很满意，

认为中小企业对实现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此外，

他们还表示有兴趣提供并进一步加强有利于赋予创意产

业妇女和青年权能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他们还会集

中精力整合技术，以解决尼日利亚商界发展停滞的问题。

为了保持培训的连续性和实质，建立了由来自印度尼西

亚和尼日利亚的企业家和中小企业主组成的网络。采取

这一举措是为了确保这两国企业家之间有进一步合作。

它还是今后协商和探索两国之间互利伙伴关系的平台。

该举措帮助了实现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关

于减少不平等的 SDG 10 和关于性别平等的 SDG 5。

联系方式 ：

姓名：Mohammad Syarif Alatas 先生

职务：技术合作主任

机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syarif.alatas@kemlu.go.id

项目名称 ：尼日利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

国家 / 地区 ：印尼、尼日利亚

提名方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5.a、8.2、10.3

支持方 ：尼日利亚外交部 

执行实体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p0o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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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性别平等

挑战

苏里南中小企业 (SME) 的所有者具有扩大业务的巨大潜力，希望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更牢固

的关系。这些国家有着牢固的经济和文化纽带，以及良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经济潜力

尚未得到优化，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苏里南的许多中小企业主仍然依靠简单的商业规划

方法。如果不解决可能失去经济机会的问题，就可能影响实现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8 和关于减少不平等的 SDG 10 的努力。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一挑战，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苏里南政府的支持下，主办了一个名为 “增强中小企

业能力国际研讨会：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能力建设计划。该计划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苏里南帕拉马里博举行，有 35 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相关部委的政府官

员及中小企业主。该计划的顾问由一家外部公司指派，该公司是印度尼西亚合作社与中小

企业部的合作伙伴。开展该计划是为了履行印度尼西亚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所作的承诺。这也是加强该国南南合作框架的一种手段。

中小企业主是苏里南经济活动的核心，在生产、就业机会、出口贡献和社会收入公平分配

方面，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培训以三个主题为重点，即：发展必要的技能以提高扩大业务规模的能力和知识、利用商

业模式画布方法实施更加结构化和全面的业务规划，以及培养产品开发技能。

第一个主题侧重于教学参与者如何分析自己的业务。这包括制定适当的商业模式、确定其

议价价值，以及制定推动企业发展的战略。第二个主题侧重于让学员熟悉商业模式概念，

其中包括关于使用商业模式画布来分析风险和潜力、了解其组成部分以及改进现有业务模

式的培训。

为了让学员具备所需的全部技能，培训还包括有关产品开发的材料，例如营销、包装和品

牌推广。培训鼓励学员在头脑风暴会议期间使用思维导图技术来组织或简化想法和思维过

程。还向他们介绍了客户旅程地图，以分析业务流程。他们还参加了一个实用的研讨会，

了解如何制作或改进产品品牌和包装。

增强苏里南中小企业的能力

加强企业合作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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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计划结束时交回的调查问卷答复，培训获得的反

馈大部分是积极的。学员对互动式培训方法和每位主持

人提出的具体想法感到满意。此外，学员还要求今后也

进行类似的能力建设计划。

除了能力建设计划以外，培训还可用来加强苏里南和印

度尼西亚中小企业之间的网络。两国之间的知识交流对

建立信任很重要，鉴于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

挑战相似，这为未来各行业的潜在合作铺平了道路。

通过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学员增加了增强中小企业主

能力并将当地企业和中小企业纳入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

知识和技能。根据 SDG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SDG 

5 “性别平等” 以及 SDG 10 “减少不平等”，这将确保更加

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联系方式 ：

姓名：Mohammad Syarif Alatas 先生

职务：技术合作主任

机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syarif.alatas@kemlu.go.id

项目名称 ：增强苏里南中小企业的能力

国家 / 地区 ：印尼、苏里南

提名方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8.2、10.3

支持方 ：苏里南外交部

执行实体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lhAt45（印度尼西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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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

挑战

良好的治理和强大的机构能力是健康、正常运作的政府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为了能在负责

任的政府领导下支持经济增长，必须有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财政规划才能确保该领域

的所有政策都惠及整个国家。巴勒斯坦国目前正在提高其体制能力，以加强其作为主权国

家的独立性和信誉。由于资源有限和持续的冲突可能会阻碍进程，因此需要获得国际援助

才能确保政府体制发展的连续性。

寻求解决方案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技术合作局和多边合作总局与印度尼西亚驻约旦安曼大使馆合作，开展

了一项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和财政政策的能力建设计划，目的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经济增长。

该计划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安曼进行。开展该计划是为了履行印度尼西亚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所作的承诺。它符合在第三届东亚国家合

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会议期间商定的三年期活动计划，以及该国在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框架内加强南南合作的承诺。

该计划的参与者包括巴勒斯坦财政和规划部的 21 名官员和约旦财政部的 3 名官员。培训的

最终目标是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因为管理和规划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会影响经济增长。

培训力求向参与者提供必要的知识，以便在宏观经济管理和财政政策方面进行有效规划，

这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为期三天的培训由印度尼西亚财政部的专家进行，采用互动和参与性的方法，以及焦点小

组讨论和视听学习方法。

培训分为三场。在第一场培训中，学员参加了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和部门分析的讲座，讲座

以印度尼西亚最新的经济发展方法为例。在这部分培训中，学员了解到确定和促进对经济

增长至关重要的关键部门的重要性。还向他们介绍了政府的支出政策，特别是与发展一致

的社会支出。

在第二场培训中，学员了解到印度尼西亚管理采购融资（特别是外国采购）的策略。培训

还以财政风险管理为重点，特别是如何预测治理活动对国家支出动态的影响。

巴勒斯坦国的善治和机构能力

建立更强大的机构以改善治理

©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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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场培训中，学员掌握了衡量财政政策影响所需

的各种分析工具和模型。这场培训还引入了 “政府支出

审查”，作为评估包括社会、资本和员工支出在内的各种

支出的框架。

培训结束时，学员填写了调查问卷，大多数人的回复都

是积极的。通过公私伙伴关系筹资的主题最受关注，因

为它符合巴勒斯坦国当前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在闭幕式上，学员表示感谢并要求举办更多的后续培训，

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关于政府开发援助管

理方面的能力建设。后续培训计划的可能性很大，表明

该计划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因为可以应巴勒斯坦

政府的要求执行更多计划。

该培训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继续支持主权巴勒斯坦国独

立而组织的一系列能力建设计划的一部分。作为后续行

动，2020 年 2 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巴勒斯坦警察机关

组织了一个能力建设计划，以继续发展政府的机构能力。

该举措促进了实现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8 和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0，因为

它强调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管理和培训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善治。

联系方式 ：

姓名：Mohammad Syarif Alatas 先生

职务：技术合作主任

机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syarif.alatas@kemlu.go.id

项目名称 ：加强巴勒斯坦的善治和机构能力 

国家 / 地区 ：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勒斯坦国

提名方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1、8.3、8.10、10.1、10.4 

支持方 ：印度尼西亚驻安曼大使馆 

执行实体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F0Ef8（印度尼西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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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优质教育

挑战

计算机辅助 3D 设计和 3D 打印机技术已在许多发达国家积极用于教育、卫生、机械、建筑、

珠宝和科研项目。这些新技术诞生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缩短了许多产品的生产时间和研发

过程。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影响增长、生产力提高和人类发展的技术。这造成

了新的不平等形式，扩大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因此，国际社会必

须作出更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互连互通的差距。

走向解决方案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 (TIKA) 制定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支持就业增长和开发人力资本。该

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伙伴国家的教育能力。将在该计划的范围内为设备和材料提供补助，

同时对培训师进行培训，让知识得到具体落实。有关 3D 设计和 3D 打印机的培训已纳入该

计划的各个子模块，其中涵盖更广泛的培训和设备支持。

培训框架进行了调整，以满足当地需要。伙伴国家的专家培训师使用捐赠的 3D 打印机和耗

材在现场举办培训课程。合作伙伴根据伙伴国家官方机构的需求选择，参与者然后由伙伴

机构选择。为根据可持续发展 (SDG) 具体目标 4.c，确保该计划的可持续性和增加合格教师

的供应，对培训师培训模式进行了调整。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5，合格的培训

师继续在各自国家提供培训，从而增加熟练劳动力，促进创造体面工作的就业机会。根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把对设备的补助纳入该计划，以确保教育质量。培训分三

个层次进行。基本培训（100 小时）在伙伴国家举行，高级培训（50 小时）和工业解决方

案培训（50 小时）模块在土耳其进行。

自 2018 年以来，该计划已在 11 个国家执行，来自土耳其的教师为 328 名学员进行了 1,100 

小时的培训。这些参与者还在伙伴国家另外培训了 292 人。因此，该计划已让 620 人受益，

其中 30% 是妇女。2020 年，计划在阿富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约旦、黎巴嫩、黑山和

巴基斯坦举办培训；但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影响，这些培训已推迟。

在该计划的范围内，已向开展培训的国家的合作机构捐赠 102 台计算机、25 台三维打印机

和 102 公斤消耗品（细丝）。虽然这项创新的计划在短时间内为各国提供了新技术，但它也

帮助展现了参与者的潜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 (MESIP) ：3D 设计
和 3D 打印培训

通过 3D 设计软件在 3D 打印机培训中使用计算机和 G-code 提供产品设计培训

©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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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旨在开发人力资本的低预算计划是在考虑受援国财

政和行政能力的基础上设计的。因此，在能力建设完成

之后，尽管没有进一步的支持，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技

术的使用仍在继续，从而为该计划创造了可持续的环境。

学员的就业机会有所增加，成为培训师的参与者继续在

本国应用这些技术。

由于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该计划可在任何地区推广和

应用。但应对该国和地区的状况和需求进行分析，还应

提供设备和教员支持。培训内容也可以更新，但必须有

对该计划的需求。收到请求后，内部项目周期即开始，

并确定该计划的总体框架。实施阶段然后可以在机构战

略规划进程中迅速开始。

联系方式 ：

名称：战略发展部 

机构：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 (TIKA)

电子邮箱：sgdb@tika.gov.tr

电话： +90 312 939 70 00

项目名称 ：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3D 设计和 3D 打印培训

国家 / 地区：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约旦、吉尔吉斯 

斯坦、黎巴嫩、利比亚、蒙古、黑山、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 (TIK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c、8.2、8.5、8.6

支持方 ：TIKA

执行实体 ：TIK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rB4Ne 和 https://bit.ly/3llV4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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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水下生物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挑战

旅游业是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许多成员国的一个重要经济活动，也是外汇收入和就业的重

要来源。根据伊斯兰合作组织商务和经济合作常设委员会 (COMCEC)《2019 年旅游展望》的

报告，2018 年 OIC 国家的国际旅游抵达人数占 14.8%，而同期国际旅游收入份额为 11.4%。

影响 OIC 国家旅游业绩的挑战很多，包括投资和基础设施不足、旅游规划和产品开发不力、

缺乏旅行便利、安全保障问题、服务质量低、营销推广力度不够，以及形象建设和品牌推

广不到位等。尽管如此，OIC 成员国在发展可持续国际旅游业方面仍具有巨大潜力。考虑

到 OIC 成员国独特的自然、文化、社会和历史资产，需要认真注意充分发挥其旅游潜力，

增强该行业的南南合作。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些挑战，2015 年，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和培训中心 (SESRIC) 启动了

伊斯兰合作组织旅游能力建设计划 (Tr-CaB)，通过在南南合作框架范围内匹配各国的需求和

能力，发展和加强 OIC 成员国国家旅游机构的能力。该计划旨在加强国家旅游机构的能力，

同时在许多 OIC 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促进这一被忽视的部门。此

外，SESRIC 在其进行经济和社会研究的任务范围内，经常编制关于旅游业的报告和政策文件，

以促进 OIC 成员国在伊斯兰旅游部长会议期间的讨论和辩论。

OIC 成员国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并不一样。虽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一些国家

处于最佳旅游目的地之列，但大多数成员国却排在最后。这种差异源于缺乏与旅游业有关

的基础设施、政府的优先考虑和政策方向，以及冲突和政治不稳定。

SESRIC 的任务是就 OIC 成员国感兴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组织能力建设培训活动，并推

动经验和知识分享。在此范围内，它提供了大量能力建设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培训课程、

培训讲习班、研讨会和考察访问等不同的方式开展。这通常是通过匹配 OIC 成员国国家机

构的需求和能力来实现。为了匹配需求和能力，该中心定期分发有关主题的调查问卷，并

根据成员国相关机构的回复，对这些需求和能力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完全

是受到团结精神和南南合作的推动。他们还希望以行之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扩大有前

景的伙伴关系的影响。

自 2015 年以来，在 OIC 旅游能力建设计划的框架范围内，SESRIC 共举办了七次培训课、一

个培训讲习班和三次研讨会，还落实了两个项目。OIC 成员国以及相关的区域、国际和 OIC 

SESRIC OIC 旅游能力建设计划

通过南南合作发展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业的人员和机构能力

© SES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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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参加了这些活动。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冈比亚、

印度尼西亚、伊朗、约旦、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国、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和乌兹

别克斯坦等国从这些能力建设活动中受益，这些活动涵

盖旅游营销、可持续旅游发展和穆斯林友善旅游等主题。

此外，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旅游城市的框架内，2019 年还

在孟加拉国达卡组织了为期一天的纪念会计划。该计划

包括在达卡举办关于发展穆斯林友善旅游的国际研讨会

和最佳旅游公司颁奖仪式。三家旅游公司因其对城市旅

游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奖。

为了探索在旅游领域支持 OIC 成员国的新途径，通过项

目筹资计划，与 COMCEC 合作开展了许多以穆斯林友善

旅游业为重点的活动。在这方面，2017 年，在土耳其安

卡拉举办了关于发展和促进 OIC 成员国穆斯林友善旅游

业的培训课程。培训的目的是通过分享马来西亚、土耳

其和 OIC 其他先进国家在制定这方面成功政策、法规、

标准和营销策略的经验，推动知识转移。

OIC 旅游能力建设计划是 SESRIC 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

过去六年中，已有 20 多个 OIC 成员国从该倡议受益，反

映出各国对此越来越感兴趣。考虑到穆斯林友善旅游业

作为 OIC 各成员国利基市场的潜力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

模，马来西亚、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主要的伊

斯兰旅游目的地可以与 OIC 其他成员国分享知识和最佳

做法，从而为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繁荣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正在与利益相关方合作规划关于旅游业各个方面

的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包括穆斯林友善旅游业，以便

能够扩大和更广泛地传播从这些活动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最后，该计划通过南南合作以及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极

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源培训，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因

此，它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体目标 8.2、8.9、

12.b、14.7 和 17.9。该计划的方法和模式在不断更新，以

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满足国家旅游机构日益增长的 

需求。

联系方式 ：

姓名：Onur Caglar 先生

职务：培训和技术合作部代理主任

机构：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和培训中心 

(SESRIC)

电子邮箱：ocaglar@sesric.org

姓名：Alia Sharify Ortaq 女士

职务：培训和技术合作部项目干事

机构： SESRIC

电子邮箱：alia@sesric.org

姓名：Thierno Aliou Balde 先生

职务：培训和技术合作部助理项目干事

机构：SESRIC

电子邮箱：tabalde@sesric.org

项目名称 ：SESRIC OIC 旅游能力建设计划 (Tr-CaB)

国家 / 地区 ：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的 57 个成员国

提名方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和培训中心 (SESRI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2、8.9、12.b、14.7、17.9

支持方 ：OIC 成员国、OIC 总秘书处、伊斯兰合作组织商务和经济合作常设委员会 (COMCEC)

执行实体 ：SESRIC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5 年至今

实践网址 ：bit.ly/33cq4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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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无贫穷 零饥饿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挑战

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偏远农村地区，家庭农业创造了更高的收入并减轻了贫困。然而，在可

持续市场准入、长期产品供应保障和贫困家庭收入增长方面，仍然存在重大障碍。

家庭农业面临的最大市场准入挑战包括发展更广泛的销售渠道、长期土地使用权、技术援助、

信贷、能力建设、气候对生产质量的影响、产品标准、定价不充分以及供需失衡。

寻求解决方案

Semear 国际计划确定并展示了在促进市场准入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功经验。这种知识管理

的资金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与专门扩大农村小农耕作方法的全球性组织 Procasur 合作

提供。“学习区” 计划由 Procasur 牵头，与 Semear International 合作在南美洲获得资金。它

力求通过生产者、家庭、社区和农村协会的联想式学习来发展地方能力，从而帮助扩大创新。

如果某个社区或区域与发展有关的创新高度集中，就可以被定性为学习区。该计划投资于

提升当地人才自己汲取的经验教训，以便在当地提出培训方案，并为希望投资于农村发展

的公私营合作伙伴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案。“学习区” 计划鼓励承认农村技术服务市场的社区

成员是农村技术援助的有偿提供者。

Semear 国际计划选择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省的 Belén de Umbría 和 Nariño 学习区作为该交流

计划的起点。2019 年 8 月，对这些区域开展了为期六天的考察。考察小组的成员包括 6 名

项目技术人员、6 名政府官员和来自巴西的 6 名农民，以及哥伦比亚的 50 名当地农民。后

者分享了他们在农业生产链和营销方面的知识管理策略和成功经验。参与者分析了是否有

可能在农村发展情形下调整和扩大这些学习区的经验。

哥伦比亚的 “学习区” 计划得到了农发基金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目的是促进家庭农民协

会和合作社的集体能力建设，以发展成功的农村微型企业。例如，最近咖啡价格下跌造成

的市场挑战需要迅速实现生产多样化和结构调整，以此应对不断波动的需求和市场所需的

新的质量标准。因此，哥伦比亚的生产者成功地重组进行密集的能力建设，建立新商业单位，

实施管理和组织技巧。后者最终提高了产品质量，确保了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提高了销量，

引入了新的商业伙伴关系，保证了业务可持续性，从而帮助实现关于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SDG) 1 以及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

学习区 ：提高农村企业的实用技能

在巴西和哥伦比亚实施学习区和加强农村企业

© I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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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求农民组织自己实施新的培训策略和高度的直

接管理，为技术援助方案提出了创新的解决办法。各社

区开始管理和推销自己的知识，从而为农民提供广泛的

点对点咨询服务，还开始为农村企业组织学习途径，从

而创造新的收入机会（关于贫困的 SDG 1、关于体面工作

和经济增长的 SDG 8，以及关于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 SDG 

12）。在 Belén de Umbría，“学习区”计划让 10 个农民

协会受益，涵盖约 1,900 人。Nariño 学习区至少使 3 个

农业协会和约 500 人受益。该计划还让受益者能够通过

鼓励青年参与、培训年轻人成为企业经理和向其他家庭

农场提供技术援助的提供者来缩小代际知识差距，从而

确保农村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年轻人更持续地参与

该领域（关于贫困 SDG  1、关于优质教育的 SDG 4 和关

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在 Belén de Umbría 学

习区，到 2015 年至少已有 62 名年轻人参与其中。

由于此次对哥伦比亚的考察，巴西的发展领导人决定与

农发基金和 Procasur 协调，在 Paraíba 州、Piauí 州和 Bahia 

州的三个地区推广这种良好做法。来自卡廷加半干旱地

区的蜂蜜、山羊、绵羊和本土水果农户已登记成为参与者，

并为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知识管理设定了明确的目标。

该计划将能够让社区组织知识管理活动，加强长期能力，

以提高生产力、使生产多样化、增加市场准入的机会，

以及管理和推销自己的当地知识。预计这将有助于增加

家庭农业收入、减少贫困、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不平等以及建立战略联盟（关于贫

困的 SDG 1、关于饥饿的 SDG 2、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的 

SDG 8、关于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 SDG 12，以及关于气候

行动的 SDG 13）。该计划由 Semear 国际计划密切监测。

联系方式 ：

姓名：Leonardo Bichara Rocha 先生

职务：国家计划干事

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电子邮箱：l.bichararocha@ifad.org

项目名称 ：哥伦比亚的学习区：提高农村企业的实用技能

国家 / 地区 ：巴西、哥伦比亚

提名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巴西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2.1、2.3、2.a、8.3、12.2、12.6

支持方 ：巴西政府、哥伦比亚政府、IFAD

执行实体 ：Semear 国际计划（由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执行）、 Procasur 公司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be86PW ；https://bit.ly/3lrDvmw （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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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挑战

塞拉利昂的妇女，特别是女企业家，继续面临若干挑战，包括识字率低、缺乏商业和技术

技能，以及获得商业发展、金融服务和盈利市场的机会有限。她们难以通过与邻国的跨境

贸易进入外部市场，特别是科特迪瓦、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等领国，这些国家属于脆弱国家，

也是马诺河联盟 (MRU) 的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女企业家冒着过河谋生的危险。女人们每天

清晨就要从家里出发，去距离河流边界不远的市场赶集。她们可能不得不多次过河才能让

所有赶集的货物过境，然后装到卡车上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有时傍晚前都无法回到家里。

东非共同体 (EAC) 的女性跨境贸易商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但已经制定了简化版的关税和入境

手续指南，以便利跨境贸易并尽量减少挑战。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优良做法。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发展目标是通过推动 MRU 内的区域间贸易和经济合作，促进加强塞拉利昂妇女的

经济赋权和韧性。该项目建立在从东非共同体循证学习的基础上，旨在加快经济增长、社

会进程和文化进步。

为 MRU 官员和女性跨境贸易商组织了一次访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 EAC 秘书处和坦

桑尼亚与肯尼亚边境纳曼加一站式边境站的考察之旅。此次考察旨在促进 EAC 共同体内女

企业家之间关于脆弱国家间跨境贸易的同行学习和知识分享，并建立一个由两个区域经济

共同体的女性跨境贸易商组成的网络。MRU 小组会见了坦桑尼亚的女企业家，她们分享了

在管理跨境贸易和建立网络方面的经验。MRU 小组和 EAC 之间进行了进一步交流，探讨了

是否有可能制定一项共享跨境贸易相关信息的工具，特别是让女企业家分享信息，并从区

域和国家的角度确定有效实施该工具的良好做法。

在考察访问期间，参与者认识到 EAC 开发的沟通和培训工具取得的积极成果，特别是面向

女企业家的 “简化指南”。国际劳工组织 (ILO) 支持 MRU 推广该指南。MRU 与东非商业妇女

平台的专家合作，在一次技术合作访问期间进行了情况分析，此次分析审视了 MRU 次区域

内影响塞拉利昂妇女从事跨境贸易的法律、监管、机构和社会条件。“东非共同体内小型和

微型女性跨境贸易商和服务提供商简化指南” 根据 MRU 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已在塞拉利昂

试行。该指南加强了情况分析的结论，以考察访问期间汲取的经验教训为基础。

加强塞拉利昂妇女企业家在马诺河联盟
内跨境贸易中的能力和韧性
分享从东非共同体汲取的经验教训

©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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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提供了关于改进和正规化跨境贸易、能力建设

活动以及向女性跨境贸易商提供多样化和适应性金融服

务的信息，这对补充其他发展参与者的活动具有重大价

值。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技术和金融伙伴关系促进了跨境

贸易。项目结束时，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能够让

妇女以易于使用的简化格式从任何地方获得所有必要 

信息。

MRU 女性跨境贸易商现在对加强业务的方法有了更好的

了解。她们现在知道合适的价格、法律和关税，因此不

大可能被骗。该指南还帮助她们获得更广泛的金融服务，

这将促进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更多的技术和财务伙伴

关系。更具影响力的是，MRU 妇女贸易商与其在坦桑尼

亚和肯尼亚的同事之间的合作激励了更多国家参与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

该项目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是适应女性跨境贸易

商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这种形式使用起来比传统的印

刷小册子或情况介绍更容易。

可持续性通过东非商业妇女平台得到保障，平台支持继

续建立关于女商人良好做法的数据库。EAC 与 MRU 之间

的联系是区域间可持续性的另一个方面。

该项目鼓励通过与塞拉利昂、MRU 和 EAC 的利益相关方

接触，将更多国家纳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模式。它包

括关于妇女创新和容易获得的传播渠道的思考，例如可

能比印刷小册子更方便和有用的移动应用程序。与服务

提供商举行情况介绍会，讨论如何向女性跨境贸易商传

播贸易规则和法规相关信息。尽管这些贸易商在其他国

家面临相似的挑战，但推广该指南需要进行背景分析，

以便根据特定情况定制解决方案。通过鼓励女贸易商组

织和积极参与编写指南来确保社会对话，也是使指南适

应不同情况的关键步骤。

联系方式 ：

姓名：Dennis Zulu 先生

职务：尼日利亚、加纳、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国家办事

处主任

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电子邮箱：zulu@ilo.org

项目名称 ：加强塞拉利昂妇女企业家在马诺河联盟内跨境贸易中的能力和韧性

国家 / 地区 ：肯尼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国际劳工组织 (IL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8.8

支持方 ：ILO、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执行实体 ：ILO 塞拉利昂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QBvS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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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中非共和国、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重大挑战，包括高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分析系统

薄弱。它们缺乏能够制定准确政策解决方案的资料。这些国家以及马里也具有高度脆弱性

的特点。此外，持续的内战和不稳定也是该地区面临的一个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

这项倡议旨在加强中非共和国、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能力，并向它们提供建立本国就

业观察站的工具，特别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协作还汇集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CAS) 通过同行学习交流劳工信息系统方面的知识。

在南南合作的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 (ILO) 驻金沙萨国家办事处在 ILO 伙伴关系和发展合

作司 (PARDEV) 的财政支持下，为由 9 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提供了访问马里就业观察站 

Observatoire Rational de l’ Emploi et de la Formation (ONEF) 的机会。ONEF 的出现是西非经济

和货币联盟 (WAEMU) 首脑会议的成果，会议呼吁各国建立一个国家观察站，开展就业和培

训方面的研究。还将在 WAEMU 地区设立就业和培训次区域观察站，以促进就业和消除贫困。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在马里巴马科组织了一次考察访问。每个国家有三人参加，包括工

会、雇主组织和政府的代表。代表们了解到设立观察站的情况，其中包括了解进程的各个

阶段、获取关于遇到的困难和减少困难的措施的信息，以及与帮助建立这一进程的发展伙

伴对话。考察的重点是通过让 ECOWAS 和 ECCAS 参与进来，促进区域一体化。

根据这种参与性办法，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一级的三方协商小组和一名由就业与职业培

训部指定的官员。参与者还包括特别希望在中非共和国、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可靠

信息系统和综合数据库的发展伙伴。这些伙伴能够调动资源，在 PARDEV 进行南南干预后为

实施行动计划提供支持。

考察结束时，每个国家都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列出了返回马里、开始研究以设立观察站、

在 ONEF 的参与下验证研究以及向发展伙伴寻求资金的具体日期。这些研究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得到验证。考察访问还加强了 ECOWAS 与 ECCAS 之间的合作，前者

在设立观察站的过程中更超前，后者则获得了如何成功复制马里经验的建议。中非共和国、

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得以改进本国政策，找出并解决障碍，为观察站制定筹资策略，并

确立其在支持劳工信息系统方面的角色。

脆弱国家间的合作 ：建立关于脆弱国家
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信息系统

中非共和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里之间的经验分享

©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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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良做法旨在提高政策制定者的能力，以创建和管

理劳动力市场相关信息，定期更新数据以持续跟踪就业

状况。这将帮助各国更好地分析投资对就业和培训的影

响，建立劳动力市场数据库，确定有创造工作岗位潜力

的行业，改善危机时期的决策。该倡议加强了 ECCAS 之

间建立国家观察站的持续合作，这也是建立劳动力市场

区域观察站的第一步。

目前与 ECCAS 进行的讨论将扩大在次区域的经验。在中

非共和国、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发的模式可以在喀

麦隆、乍得、赤道几内亚、加蓬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推广。这需要有良好的透明体系、社会对话和健康的劳

动体制。

联系方式 ： 

姓名：Nteba Soumano 女士

职务：技能和就业能力干事

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驻金沙萨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soumano@ilo.org

项目名称 ：脆弱国家间的合作：建立脆弱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信息系统：中非共和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

国和马里之间的经验分享

国家 / 地区 ：中非共和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

提名方 ：伙伴关系和发展合作司 (PARDEV)、国际劳工组织 (ILO) 非洲区域办事处、ILO 驻金沙萨国家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3、16.6

支持方 ：PARDEV、ILO 发展和投资处、ILO 技能和就业能力司、ILO 驻阿比让国家办事处

执行实体 ：ILO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FYp5dh

232

https://bit.ly/2FYp5dh


体面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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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巴基斯坦的工伤赔偿制度由每个省政府根据各自的《雇员社会保障法案》管理，四个省份

中只有三个省实行该法案。该制度在覆盖范围、质量、充分性和符合国际标准（如 1964 年

《工伤事故津贴公约》（第 121 号））方面受许多限制因素的挑战。此外，它只涵盖了一小部

分正式经济工人。巴基斯坦的雇员社会保障机构 (ESSI) 根据亚洲一些最先进的立法提供工伤

保险，并遵守《公约》的最低要求。尽管如此，ESSI 在促进全面遵守相关规定以覆盖所有

经济部门全部工人、提供优质且及时的健康福利以及提供足够的现金福利来弥补收入损失

方面仍面临大量挑战。主要障碍的根源在于可用来投资 ESSI 的人力和信息技术能力以及善

治管理系统的资源有限。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重点是通过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交流，加强巴基斯坦的工伤赔偿制度。它促进了

这些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非工作相关伤亡方面的能力建设。在这方面，与马来西亚的

南南合作有助于分享社会保障问题方面的经验和加强同行学习。

在此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 (ILO) 驻伊斯兰堡国家办事处主办了一次关于知识分享和探讨如

何制定路线图的磋商会议，以支持负责工伤保险事宜的巴基斯坦 ESSI 的省级改革。2018 年 

7 月 16 日，四个 ESSI 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审查他们现有的缴款收集和登记制度，审视总体

社会保障和福利计划，处理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工人的需求。他们分享了一些实际经验以及

治理和实施工作面临的挑战。他们还确定了需要纳入路线图以升级 ESSI 的领域。劳工部、

海外巴基斯坦人和人力资源开发部、巴基斯坦雇主联合会、巴基斯坦工人联合会和技术专

家也参加了磋商。继此次磋商后，2018 年 9 月进行了一次同行学习南南考察，访问马来西

亚和泰国的社会保障机构，进一步交流了知识和良好做法，以解决巴基斯坦 ESSI 的能力差

距问题。

该项目的成果为所有工人（包括目前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中小企业 (SME) 和自营职业者）提

供有效的工伤赔偿奠定了坚实和可持续的基础。可持续性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家机构是否有能力根据两国的良好做法，接管对所有工人社会保障福利的监督和实施工作。

劳工组织促进了各国之间持续的交流，从马来西亚和泰国带来了顾问，并建立了 WhatsApp 

群等网络。

根据从马来西亚和泰国汲取的经验教
训，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加强巴
基斯坦的工伤赔偿制度

促进关于提高工伤赔偿的同行学习

©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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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该项目发展了工伤保险事宜

现行负责机构的能力。它改善了治理，使管理系统计算

机化，扩大了覆盖面，改善了福利的提供，最终产生了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

访问以及劳工组织设在都灵的国际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

讲习班，巴基斯坦社会保障机构的知识和组织技能得到

加强。为促进采用良好做法，开发了案例研究、信息、

教育和沟通材料等知识产品供巴基斯坦 ESSI 使用。

该计划由一个综合服务网络进行补充，包括职业安全与

健康促进方案和健康生活方式运动，以及防止事故和促

进受伤工人重返劳动队伍的康复中心。2017 年，马来西

亚社会保障体系为自营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了保障。它还

为自谋职业参保人员提供保护，包括在工作相关活动期

间出现的疾病和事故。

泰国、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的同伴学习推动着

这三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变革。通过南南交流，

它还使其他南亚国家受益。

泰国社会保障局覆盖了最小的企业，甚至是只有一名员

工的企业。尽管实际实施问题很小，但如何逐步将覆盖

范围扩大到这些企业，还有很多东西要了解。泰国还有

一套成熟的针对不同行业的缴款率体系，以及用以根据

事故率调整缴款率的考绩制度。巴基斯坦政府与缅甸分

享了在改善社会保障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

联系方式 ：

姓名：Ingrid Christensen 女士

职务：主任

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驻伊斯兰堡办事处

电子邮箱：christensen@ilo.org 

项目名称 ：根据从马来西亚和泰国汲取的经验教训，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加强巴基斯坦的工伤赔偿制度

国家 / 地区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

提名方 ：国际劳工组织 (IL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8

支持方 ：ILO 企业司；ILO 德里体面工作小组；泰国、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伙伴

执行实体 ：ILO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bit.ly/2QewV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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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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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柬埔寨将农业确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向木薯部门的技术援助很少，尽管就收入、

就业、出口和耕种的公顷面积而言，木薯已成为第二大农业作物。缺乏利用木薯生产的技

术支持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因为木薯种植可能会耗尽养分，并对土壤产生其他生

态影响。

寻求解决方案

201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开始与中国商务部 (MOFCOM) 和柬埔寨农业部合作，帮

助木薯的小生产者、加工商和出口商向价值链上升，增加收入和出口，创造就业机会。该

项目还努力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对柬埔寨商品的要求，同时考虑柬埔寨与中国享

有的优惠市场准入待遇。

该项目第一阶段（2011-2012 年）的目的是充分利用中国和 UNDP 共同参与带来的附加值。

在中国海南举办了为期 21 天的培训班，各方通过培训得以增加实质性价值，制作成功的知

识产品，制定关于木薯生产和出口的培训活动。第一阶段于 2012 年 1 月结束，中国和柬埔

寨都宣布该阶段取得成功，还要求扩大合同以开展进一步研究、培训和测试，以便与加工

商和买家建立直接联系。总的反馈表明，培训风格、内容和实践活动都对改善柬埔寨的木

薯种植有利。

根据在初步阶段取得成功和汲取的经验教训，MOFCOM 同意支持第二阶段，并建立了新的

供资窗口，作为分摊费用捐助。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一个三方项目提供以赠款为基础的财

政支持。第二阶段于 2013 年 5 月启动，2015 年 3 月完成。在此阶段，举办了六次培训，并

组织了一次到中国广西南宁的考察访问。此外，还准备了一些知识产品，以便利用环保的

可持续方法促进扩大木薯生产。

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围绕三个主要产出展开：知识和研究、提高收益和增加贸易。在知识和

研究方面，产生了两个有影响力的重要知识产品。首先，进行了一项全面的需求评估研究，

以确定柬埔寨木薯行业的具体生产和加工需求，以及中国市场的供需差距。第二，柬埔寨

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估，以减轻木薯种植技术不良造成的环境损害，这引发了一些令人

惊讶但又关键的发现。

中国 - 柬埔寨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
木薯合作

通过首个三方木薯合作项目加强可持续生产

© UNDP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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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产量方面，为加工商、出口商、农民和政府官员

开发了定制的培训材料和有针对性的培训。学员然后有

能力自已也成为培训师。在增加贸易方面，通过商业对

接访问团（柬埔寨主要利益相关方代表团 2014 年 9 月访

问了南宁市），为加强柬埔寨向中国的出口提供了有针

对性的支持。成员们碰到了潜在的中国买家、当地贸易

和商务官员以及中国木薯行业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事实

证明，访问团和后续活动对了解市场要求和切入点十分 

重要。

为确保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还为柬埔寨的政府培训师

制作了 2,500 份培训手册，以培养农民、加工商和出口商

的能力。估计有 20 万农民已从培训手册中受益。

总体而言，该项目通过提供来自中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

以及与中国市场建立直接联系，为柬埔寨实现扶贫增长

的创新解决方案做出了贡献。

该项目是 2010 年签署《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谅解备

忘录》之后，中国商务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的首

个三方合作项目，目的是扩大在南南合作中的共同努力。

该项目表明，三方合作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创造协

同效应，促进相互学习，比三方中任何一方单独行动都

更有力。它还证明了这种发展援助办法在提高发展实效

和支持全球消除贫团方面的潜力。

合作模式和活动将在今后的项目中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

家，但前提是：这些国家有着类似的需求（就有限的生

产专业知识以及与潜在出口市场的联系而言），这些需求

与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可持续生产的目标一致；该项目

的技术和成果适用于当地条件；以及有足够的资金和人

力资源来提供支持。

联系方式 ：

姓名：Sujuan Zhang 女士

职务：全球伙伴关系集群中国南南融资机制小组负责人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中国代表处

电子邮箱：sujuan.zhang@undp.org

项目名称 ：通过中国 - 柬埔寨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合作加强可持续木薯生产

国家 / 地区 ：柬埔寨、中国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中国代表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2、8.3、12.2、12.a、17.9、17.15、17.16

支持方 ：中国商务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UNDP

执行实体 ：柬埔寨农林水产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1-2015 年

实践网址 ：bit.ly/2CMgJ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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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无贫穷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由于贫困度仍然很高，阿富汗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挑战。虽然促进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对于应对

这些挑战至关重要，但正式私营部门却受到极大限制。持续的冲突导致私营部门信贷、公司注

册和私人投资急剧收缩。

阿富汗政府和世界银行集团 (WBG) 认识到，需要进行监管改革才能建立有利的商业环境、恢复

私营部门的信心和创造就业机会。为了应对发展和贫穷挑战，该国必须找到新的私营部门增长

来源，以帮助减少对国际援助的依赖以及经济对不稳定农业部门的依赖。解决私营部门的制约

因素将是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

为了支持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对企业更有利的监管环境，政府必须加强专门用于设计、协调、

执行和监测投资环境改革方案的体制结构。

寻求解决方案

为帮助应对该国的发展挑战，阿富汗政府采取了多项干预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和支持私营部门

主导的增长。2017 年 4 月，为领导营商环境改革，成立了私营部门发展部际委员会 (PRISEC)。

PRISEC 由工商业部、行政长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集团共同主持。委员会成员包括主要的公共和

私营利益相关方。

为增强 PRISEC 的机构能力，与摩洛哥组织了一次知识交流。摩洛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继续提

高其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出版物中的排名 1。交流的目的是加强机构能力，以设计、协调、

执行和监测可促进阿富汗私营部门发展的成功营商环境改革方案。

在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5 月进行的交流期间，阿富汗代表团与领导改善该国商业和投资环境的

摩洛哥机构的主要代表举行会谈。国家商业环境委员会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Environnement 

des Affaires, CNEA)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成功地实施了许多商业改革。这些改革改善了摩洛哥在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出版物中的地位。CNEA 通过制定行动计划和有效的改革策略，促进

了关于设计、实施和监测投资环境改革方案的学习会。他们还讨论了学术界的作用、利益相关

方和区域参与的包容性办法，以及建立部门特定对话框架的技术和方法。

阿富汗代表团还与摩洛哥政府秘书长会面，讨论改善企业家监管环境的改革和制定法律的过程。

商务和海关部就摩洛哥出口流程、PortNet 数字门户和出口许可证的新流程作了介绍并主持了讨

论。卡萨布兰卡市政府分享了关于最近为精简施工许可证制度而进行的改革的情况。卡萨布兰

卡区域投资中心 (Centre Régional d’ Investissement de Casablanca, CRI) 也介绍了公司注册的一站式

办法，并讨论了其提高区域竞争力的举措。CRI 还开发了支持投资者的资源，如投资者指南、行

业特定手册和一个多语种网站。来自梅克内斯的摩洛哥经济开发区 (MEDZ) 农业综合企业园区的

代表讨论了其体制结构、融资及其在摩洛哥 12 个地区建立工业、农业、近海和旅游园区方面的

作用。

1  www.doingbusiness.org

阿富汗营商环境改革的治理结构 ：
与摩洛哥的知识交流
帮助阿富汗加强设计由改革战略和路线图支持的投资环境改革方案的能力

©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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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企业总联合会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Entreprises 

du Maroc, CGEM) 是该国的主要企业协会，它促进了关于开

展有效公私对话的创新办法的学习会。代表们讨论了 CGEM 

如何是在议会中获得八个席位的，这使其能够战略性地进

行改革游说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他们还强调了妇女在公司

和国有企业 (SOE) 董事会中的作用和参与。此外，他们还分

享了以下信息：CGEM 如何收集反馈意见和促进私营部门能

力建设；它如何根据政治运动承诺中倡导的发展路线图确

定改革的优先次序；以及它如何接触国际商业界、跨国公司、

中小企业和工会。

阿富汗代表团获得了关于如何设计和实施企业改革流程的

新知识。代表们从与 CNEA 进行的坦诚对话中受益，这些对

话涉及摩洛哥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体制和政治挑战。还向

他们介绍了 PortNet 电子平台以及企业注册和证照发放的无

纸化流程的效率和透明性。希望阿富汗将要通过的电子政

务法有助于加快数字化进程。摩洛哥还提供了通过领导角

色和将妇女纳入公司和国有企业董事会，支持妇女高级别

参与商业的良好做法的实例。

考察访问结束时，半天的会议让阿富汗代表团和 WBG 小组

能够思考从知识交流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具体如下：

• 清楚地了解明确定义的改革过程。

• 改良用以界定引领改革过程的机构的角色和职责的方法。

• 使用当地语言传达政府的决定、建议和改革，以提升居

住在该国各地区民众的意识。

• 加强负责改革各个方面的职能部委的自主权和问责制的

方式。

• 加强阿富汗公私部门对话的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代表团

同意探讨如何加强私营部门在执行机构中的代表性以及

使私营部门正式参与政策讨论。

• 关键决定、行动和后续步骤。分配了角色，并设定了后

续时间表。

 

PRISEC 代表学习了 CNEA 采用的高效和多层管理办法，讨论

了简化协调和政策单位现有结构以提高效率和高级别政治

支持的可能性。

在高级经济理事会批准阿富汗妇女工商会之后，阿富汗代

表团确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以帮助增加妇女在阿富汗执

行委员会的代表性和参与度。

由于数据和基线有限，在阿富汗仍然很难作出决定和衡量

与投资有关的目标。因此，该代表团提名了两名官员领导

创建必要商业调查的过程，以提高数据质量和建立更可靠

的基线。

向 PRISEC 执行委员会介绍知识交流、经验、良好做法和后

续措施的活动定于 2019 财年底举行。工商部的小组代表承

诺编写关于拟议电子政务法的最新资料，并在交流访问结

束后将其分发给代表团和世界银行小组的其他成员。

联系方式 ：

姓名：Laurent Porte 先生

职务：南南融资机制项目经理

机构：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lporte@worldbank.org

项目名称 ：阿富汗营商环境改革的治理结构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摩洛哥

提名方 ：世界银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2、8.1、8.2、8.3、8.5、8.6、17.9

支持方 ：世界银行南南融资机制

执行实体 ：阿富汗：阿富汗政府、私营部门发展执行委员会、商业和工业部

摩洛哥 ：国家商业环境委员会 (CNEA) ；卡萨布兰卡市商务和海关部；卡萨布兰卡区域投资中心 (CRI) ；摩洛哥企

业总联合会 (CGEM) ；摩洛哥经济开发区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MaB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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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性别平等

良好健康与
福祉

无贫穷

挑战

边境集市倡议是一项成功的政府对政府举措，彻底改变了边境村庄居民的生活。2010 年，

孟加拉国和印度政府签订了一项涵盖一系列问题的综合框架协议，其中一项协议旨在通过

建立边境定期集市来促进跨境贸易和合作。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印度 - 孟加拉边境沿线

开放了四个边境集市。这些集市成功地减少了两国之间的非正式贸易，创造了可增加收入

和人均医疗保健及教育支出的生计机会。虽然边境集市可帮助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改

善各种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妇女的经济赋权，但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此

的认识不足。因此，需要努力提升该模式。

寻求解决方案

该倡议的总体目标是记录边境集市如何助益和彻底改变偏远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它寻求

与相关政策制定者和非国家参与者接触，倡导在印度 - 孟加拉边境沿线，特别是印度东北

部地区开放更多的边境集市。该倡议有助于实现关于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关于

健康和福祉的 SDG 3、关于性别平等的 SDG 5、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以及关

于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 SDG 9。

边境集市让居住在偏远边境地区的人们能够销售当地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和水果。消费者

然后可以以比本国市场更便宜的价格获得基本商品，从而使边缘化的消费者能够节省一部

分月收入。

例如，巴拉特边境哈集市就位于印度梅加拉亚邦的东卡希山县。较大的市场都距离很远：

Shillong（100 公里）、Silchar（300 公里）和 Guwahati（200 公里）。这些市场向附近的村庄

供应基本粮食、加工食品、药品和消费品。但是，由于运费的缘故，居住在偏远边境地区

的村民一般更愿意在巴拉特边境集市购买蔬菜和其他用品。据一位受访者称，来自孟加拉

国的蔬菜的价格不到印度蔬菜价格的一半。此外，来自孟加拉国的快速消费品，例如水果

饮料、薯片和饼干，在印度消费者中也有很大的需求。这些商品的销量很大，但价格更便宜。

因此，边境集市是穷人和边缘化社区的福音，让他们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基本商品。

对于孟加拉国居民来说，巴拉特边境集市有助于获得 Jeera（小茴香子）等物品和床单等奢

侈品，这些商品在印度一侧要便宜得多。例如，Jeera 在孟加拉国的价格约为 450 塔卡（约 5.30 

美元），但消费者在集市上只要 280 塔卡（约 3.30 美元）就能买到。

边境集市作为改善印度 - 孟加拉边境沿
线偏远村庄居民生活和生计的工具
利用循证政策宣传来指导知情的方针决策和改善基层社区的生活质量

© CUT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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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采用的方法而言，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 (CUTS 

International)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

法和循证宣传，提议开放更多的边境集市。还与基层利

益相关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一系列焦点小组讨论，了

解并记录四个运作的边境集市对当地社区的影响。研究

发现，边境集市在三个方面对边境两侧社区的福利产生

了确定性的积极影响，即：创造生计机会，改善跨境关

系，减少非正式贸易以及非法和颠覆活动。轶事证据还

表明边境集市产生了总体积极的影响。例如，印度特里

普拉邦 Srinagar 集市一个供应商每月的收入增加了 9,500 

卢比。

在所有地点，许多参与集市的人通过额外收入增加了基

本服务的开支，包括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和儿童的教育。

此外，通过购买电视和移动互联网等各种耐用消费品，

村民还能让自己和家人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该研究还表

明需要加强妇女在边境集市方面的参与度。

研究有效地向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政策制定者表明有必要

设立更多的边境集市。干预活动使得在 2016 年批准了六

个新的边境集市 1。此外，考虑到在该研究中提出的建议，

2017 年 4 月 8 日，修订了关于设立边境集市的谅解备忘

录 (MoU)。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期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

1  www.pib.gov.in/PressReleseDetail.aspx?PRID=1498189

每个国家的供应商数量从 25 个增加到 50 个，买家可以

购买价值 200 美元的农产品，比原来的 100 美元有所提

高。批准在边境集市交易的物品清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扩大，以满足当地需求和条件。

印度和孟加拉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在印度 - 孟加拉国边

境沿线设立更多的边境集市。边境安全部队和州政府都

提出了 73 个地点的清单。

这项创新的举措采用了定量和定性方法来记录来自基层

的证据。此外，该举措还获取了可核实的轶事证据。事

实证明，这种办法在建立信任方面，最重要的是促进政

治意愿方面是有效的。它还巩固了基层居民之间的关系

和善意。这种办法是可持续的，可以进行推广，以解决

一系列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联系方式 ：

姓名：Bipul Chatterjee 先生

职务：执行主任

机构：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 (CUTS International)

电子邮箱：bc@cuts.org

Skype ID ：bc_cuts

项目名称 ：孟加拉国 - 印度边境集市及其对减贫的影响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印度

提名方 ：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 (CUTS International)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1.b、3.8、5.1、5.5、5.c、8.3、9.1

支持方 ：世界银行

执行实体 ：CUTS International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 年 8 月 15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实践网址 ：bit.ly/2v8sQ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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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挑战

塑料按用途可分为常规塑料和特种塑料。常规塑料包括通用塑料和工程塑料，特种塑料即

功能塑料材料。这些都是高科技材料，使用通用和工程塑料作为基础，然后进行填充、混

合或增强以用于特定性能目的或提高阻燃性、强度、抗冲击性和韧性。例如磁导性材料、

医用聚合物、光敏材料和珠光材料。

功能塑料材料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的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对功能塑料的研发，大部分依

靠从国外进口，导致功能塑料产品价格昂贵，大规模推广应用不成功。

功能塑料材料因其独特的性能和优点，使用方便，但不当使用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该项目

依靠技术来弥补通用塑料的不足。该项目寻求提高产品性能，探索简单的回收方法，分析

环境可降解性能，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专注于功能塑料材料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和加工技术。该项目的目标是改善功能塑

料的应用范围，并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这些技术。最终目标是改善功能塑料产业，从而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出和工人收入。该项目还有助于实现能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

工业化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该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官方机构、私营企业、大学和科研机

构。其中包括中国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福州市福塑科学技术研究所；马来西亚塑

料制造商协会、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Dragonpak Industries (M) Sdn Bhd、PT. ABPS 

Technology Batam、克里达瓦卡纳基督教大学、PT. Stellarway Indonesia，以及 PT. Arya Wiraraja 

Plastikindo。

来自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共同分析了马来西亚和印尼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中国的技术人员主要负责解决相关问题，并指导企业实际应用解决方案。相关问

题包括试点性扩大生产测试以生产用于塑料薄膜的功能塑料母粒，以及开发可以用作螺杆

清洗料的高效节能材料。

功能塑料材料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
推广

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的创新型功能塑料材料

© FS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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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三方还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

该项目的主体设在中国福州市福塑科学技术研究所，研

发分支部门设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工程学院，实

践分支部门设在 Dragonpak Industries (M) Sdn Bhd 和印尼

的 PT. ABPS Technology Batam。该项目积极开展了相关的

南南合作：在德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各地

组织了 6 场展会，展示和推广了 34 个项目，举办了 12

场研讨会和现场培训。此外，中国专家还为来自马来西亚、

印尼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提供了培训。至少有 205 名

学员参加，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

这种模式积极推动功能塑料行业的不断创新，实现低能

耗和可持续发展。大力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将科研成果

转化为实际应用，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

该项目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需求为动力，致力于解决工

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满足他们的发展需

求。该项目促进了私营部门对南南合作的参与，有助于

实现 SDG，特别是在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等领域。参

与该项目的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相互借鉴。该项目促

进了知识和技术的跨国转让，实现了互利共赢。与此同 

时，积极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参与项目活动，从而促

进妇女参与社会发展、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

该项目的发展是可持续的，福州市福塑科学技术研究所

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合作伙伴保持着联系和

合作关系。合作伙伴之间继续分享塑料行业的前沿信息，

交流技术人才和新产品开发成果，在新型环保塑料的研

发方面加强合作。

该项目可以在对功能塑料材料有市场需求的发展中国家

和能够测试研究结果的公司进行复制。如果拥有具有科

研能力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为项目开发培养人才，将会更

加有利。

联系方式 ：

姓名：Yingfeng Huang 先生

职务：项目部副部长

机构：中国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FSTEC）

电子邮箱：fjstec@126.com

微信：tiago18

项目名称 ：功能塑料材料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推广

国家 / 地区 ：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1、8.2、9.b

支持方 ：佩雷斯 - 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77 国集团

执行实体 ：中国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FSTEC）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9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td1yN（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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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

挑战

信息技术的采用为促进经济发展、振兴传统产业、发展信息新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

机遇和条件。它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创新方法。

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信息化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有利于城市管理。信息

技术水平越高，城市的效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导致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缺

乏获取最新信息技术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机会。

通过援助，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实施发展信息技术的优秀实践方法，探索利用信息技术促进

城市发展的切实方法。

寻求解决方案

上海亚太地区经济和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CIFAL Shanghai）一直以来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可以汇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更新他们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在信息化

和工业化中保持与时俱进。该中心已经为 127 个国家的 1229 名受益者举办了关于信息技术

以及相关经济增长和发展方法的研修班。相关主题包括电子政务、地理信息系统、城市信

息化和管理，以及中国最新的信息技术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CIFAL Shanghai 分别为萨摩亚以及发展中国家举办了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研修班。还为北马其

顿组织了一场关于电子政务和城市信息化的研修班。学员学习了智能城市的定义以及如何

打造智能城市。通过理解智能互联社区模式，他们应该能够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城市管理

当中。此外，学员还被要求为自己的城市或地区设计一个智能城市方案，包括硬件安装和

软件开发。讲师评估了他们的方案可行性，学员们讨论了各种想法。在研修班之后，学员

们可以利用这些建议来发展相关领域。

通过专题讲座、特别课程、公开讨论、案例研究和现场调查等形式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向

学员们介绍了中国和上海的信息技术发展实践和成果。这些活动在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合作的同时，也促进了信息化和城市发展方面的知识转移。2019 年 8 月至 11 月，研修班每

月举行一期，每期持续 21 天。学员包括来自萨摩亚的 20 名政府官员；来自孟加拉国、古

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苏里南、东帝汶、

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与城市发展

促进城镇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方法的交流

© 上海亚太地区经济和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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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和津巴布韦的 34 名政府官员和学者；以及来自北

马其顿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的 17 名官员。

根据收到的反馈，学员们全面、客观地了解了中国在信

息技术和城市发展方面的成就，并积累了相关经验。他

们还获取了有关信息技术的未来应用的科学、实用观点。

目标国家可以进一步探索与中国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

改善他们的信息基础设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

国家表示强烈愿意派代表参加今后的研习班。

近年来，在 CIFAL Shanghai 的协助下，萨摩亚派出了 100

多名人员参加信息技术研习班。参与的人员包括教师、

农民、医生、护士、媒体记者、私营企业主、公益组织

和政府官员。这些研习班帮助促进了萨摩亚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在各领域

的合作。2018 年，萨摩亚代表参加了由 CIFAL Shanghai

组办的在中国上海举行的首届进口博览会。他们带来了

传统的萨摩亚手工制品和手工酒。2019 年，萨摩亚有 10

家企业参加第二届进口博览会。这些研修班得到了中国

驻萨摩亚大使馆和萨摩亚驻北京大使馆的一致好评。

CIFAL Shanghai 希望扩大这方面的培训，为欠发达国家

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研修班和

培训课程结束时，所有学员都会收到一个包含所有课程

材料的 U 盘。他们可以与他们的同事分享，或者作为参

考，在他们的国家设计类似的培训。学员回国后，CIFAL 

Shanghai 的代表会与他们保持联系，以确定他们的培训

需求，并为他们设计未来的研修班。因此，这些研修班

可以在学员所在国和中国持续开展下去。然而，许多国

家目前仍然缺乏提供这些培训所需的技术和学术专业知

识。

今后几年，CIFAL Shanghai 将继续提高人们的信息化建设

意识，分享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制定城市发展解决方案，

进一步造福来自 77 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企业、金融机

构、医院和私营企业的人才。

联系方式 ：

姓名：Hanye Xue 先生

职务：项目经理

机构：中国上海亚太地区经济和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

电子邮箱：hanye.xue@cifalshanghai.org 

微信：Xur233

项目名称 ：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与城市发展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中国、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北马其顿、巴基斯坦、

巴拿马、萨摩亚、苏里南、东帝汶、乌拉圭、津巴布韦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1、11.c

支持方 ：佩雷斯 - 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中国上海亚太地区经济和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bdBK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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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埃塞俄比亚人口超过 1 亿，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主要在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带动下，

该国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该国还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进程，积压的住房需求估计有 120 万

套。这一预期需求远远超过了每年的住房供应。因此，经济性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问

题。大多数家庭收入太低，无法负担正式的住房解决方案，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住房

解决方案。高昂的建筑材料和高到不合理的土地价格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城市居民所面临

的挑战。鉴于全球工业结构调整，埃塞俄比亚在吸引外国资本以及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方面

具有巨大的潜力。该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 

施。然而，当地工业基础薄弱，零部件和原材料依靠进口，建筑技术和专业人才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

寻求解决方案

为帮助改善住房条件和投资环境，中非民间商会及其合作伙伴华建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

旨在在埃塞俄比亚培训建筑业人才和推广低成本木制住房技术。作为实施方，华建集团拥

有多年的环保木结构施工经验，并且致力于探索预制建筑的研究技术。该公司还提供建筑

设计、建筑材料生产、集中采购、物流运输以及现场技术培训等一系列服务。华建集团已

安排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当地工人提供培训。根据该项目，已经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以确

定在埃塞俄比亚建造预制建筑的可行技术。还在埃塞俄比亚的华建产业园进行了现场演示

和施工，收集了相关反馈意见，并进行了改善木结构的调整和改进。最后，为了促进中方

专家、埃方技术专家和埃方华建项目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和技术交流，还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另外，为此项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有关领域的 5 名埃塞俄比亚专家和 7 名中国专家

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会议。中国专家介绍了木结构建筑的原理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来自

埃塞俄比亚的专家讨论了他们国家使用的建筑类型和施工技术以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

讨论在埃塞俄比亚使用木质结构，还举行了很多的小型研讨会。最后，该委员会为项目指

定了地点，选择了该国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该项目还为 4 名埃塞俄比亚熟练建筑工人提供了到华建集团位于中国广东省的总部进行学

习的机会。在一个月的培训中，埃塞俄比亚工人掌握了木结构建筑的理论概念，并能进行

一些简单的实际操作。回国后，这四名工人和来自埃塞俄比亚华建产业园的核心团队对埃

塞俄比亚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他们与整个团队分享了在中国学到的木结构技术。来

自埃塞俄比亚华建产业园的核心团队还邀请了来自建设和住房发展局和工业部的三名官员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建筑技术

促进低成本预制建筑技术，改善埃塞俄比亚的住房条件和投资环境

© 中非民间商会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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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中国，并讨论了快速制造技术和低成本木质房屋技

术。该项目突出了经济型装配式建筑在建设速度、舒适度、

安全性、经济性、实用性和环保等方面的优势。这种新

的木材建筑技术系统适合埃塞俄比亚，能满足该国和非

洲邻国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在建设期间，该项目为

建筑、零售、餐饮和服务行业的当地工人创造了数百个

就业机会，并将他们的工资提高了 30% 至 50%。这不仅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帮助了非洲基层人民了解中

国，提高了中非合作的民意。

与非洲现有的传统建筑技术相比，快速制造的低成本木

质房屋技术在确保建筑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作

条件、降低操作人员和生产成本要求、实施环境保护等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多次研讨会期间都向相关政府机

构介绍了这项技术。该项目帮助改善了华建产业园的生

活条件，并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和中国企业的认

可。该项目培训了预制建筑行业的工人，并推广了快速

制造和低成本的木质房屋技术。该项目可以从埃塞俄比

亚推广到具有类似条件的非洲邻国。

联系方式 ：

姓名：白啸峰先生

职务：常务副秘书长 

机构：中非民间商会 

电子邮箱：baixiaofeng@cabc.org.cn 

项目名称 ：在埃塞俄比亚推广工业建筑技术

国家 / 地区 ：中国、埃塞俄比亚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1、9.a、11.1、17.6

支持方 ：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执行实体 ：中非民间商会、埃塞俄比亚华建产业园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1 月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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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在整个非洲，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接入宽带。到 2030 年实现普遍的、经济的、高

质量的互联网接入，估计需要投资 1000 亿美元。在许多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固定的基础设

施，互联网连接服务主要通过移动技术提供。这对毛里求斯来说也是一项挑战。

过去几年间，光纤宽带连接已经在非洲的许多市场被广泛讨论。在商业和住宅市场上，此

项服务已被公认为新一代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此项服务将被整个非洲大陆的中小型企

业、电子政务服务和家庭娱乐所使用。然而，除了少数国家之外，由于光纤基础设施部署

和维护的高昂成本，非洲的光纤接入网络的增长仍然非常有限。这也导致了目标市场很小。

此外，光纤基础设施提供商的布局往往是分散的，存在着大量较小的光纤网络运营商。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毛里求斯总理兼前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长在关于 2016/2017 年预算的讲

话中宣布要加快实施光纤入户（FTTH）计划。根据该计划，毛里求斯电信的服务将在 2017

年之前覆盖岛上的每个城镇和村庄，确保每个人都能上网。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宽带基础设

施的质量和部署，让每个家庭都能连接到光纤网络。

实施 FTTH 计划的主要挑战是为项目的部署确定资金与合作伙伴。政府要求当地电信运营商

合作起来，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部署 FTTH 连接。毛里求斯电信是一家大型电信运营商，为了

确保投资回报，该公司要求通过投入自己的资本来换取在 2021 年之前在本地环路中独家使

用其网络，政府同意了这一点。

毛里求斯电信投资了超过 50 亿卢比（约 7500 万美元）在岛上铺设光纤线缆。该项目预计

于 2020年完工，但已提前于 2019年完工。毛里求斯是世界上第六个拥有 100% FTTH的国家，

其公民可以以经济的价格享受高达 100Mb/s 的宽带速度。此外，毛里求斯还实现了 100%

的移动通信覆盖，这意味着毛里求斯所有地区都实现了光纤和移动通信连接。

由于项目的成功，49 分的毛里求斯获得了非洲最优秀电信成熟度指数（TMI）评分。这是政

府大力投资改善岛上网络连接的结果。为了在此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跟上电信业巨大

变革的步伐，该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政策，来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监管架构，以

充分利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

光纤入户（FTTH）项目

改善宽带基础设施的部署和质量，使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光纤连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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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从成功部署 FTTH 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必要提供一

个监管框架，使私营企业能够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规

划创新和投资。毛里求斯政府认识到，现代化的电信系

统是该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电信的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

对于吸引实现必要目标所需的资本至关重要。

联系方式 ：

姓名：Rajnish Hawabhay 先生

职务：首席技术官

机构：毛里求斯信息技术、通信和创新部；毛里求斯 

政府

电子邮箱：rhawabhay@govmu.org

WhatsApp ：+ 230 5 254 6192

项目名称 ：光纤入户（FTTH）项目

国家 / 地区 ：毛里求斯

提名方 ：毛里求斯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a、9.b、9.c、17.6、17.8、17.16

支持方 ：毛里求斯政府

执行实体 ：毛里求斯政府、毛里求斯电信、CEB FibreNet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6-2017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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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21 世纪的信息技术和电信发展迅猛，特别是在计算硬件和软件方面。因此，组织、企业和
个人都可以获取更小、更便宜、更高效的设备。然而，在互联网上广泛使用电子设备进行
商业、社交和个人活动，引发了许多隐私和安全问题。网络攻击频率已经大幅上升，安全
风险的性质还在不断演变。恶意网络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金额达数十亿美元。
在传统和新兴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中确保数据传输服务安全的需求日益增加，具体举
措包括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误用、修改或拒绝信息和信息系统等。通过采取一致的政策
和实践方法，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就可以确保互联网和信息安全。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南方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伊斯兰教育科学与文化
组织（ISESCO），以及伊斯兰国家间信息技术网络（INIT）组织了一系列的八个培训班，以
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国）的网络和信息安全意识。

这些培训班的目的是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提供一个论坛，让他们了
解互联网安全方面的最新进展；推广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以保护网络以及网络上的资源免
受恶意攻击；以及为公众、政府组织和商业企业确定有效的互联网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这些项目可以帮助实现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有关优质教育的 SDG 4，有关体面工
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有关产业、创新及基础设施的 SDG 9，以及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
伴关系的 SDG 17。

举办培训班的国家包括约旦、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卡塔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
土耳其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针对每场培训班，COMSATS 挑选了五到六名互联网和信息
安全领域的专家组成小组，这些专家原籍在巴基斯坦，但目前在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和商业组织工作。来自主办国的参
与者包括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学者、行政人员、系统管理员、系统程序员，以及从事互
联网和信息安全和密码学领域工作的学生。还有约 10 至 15 名属于 ISESCO 和 INIT 成员国的
外国人士也参加了每场培训班。因此，这些活动促进了信息、知识和优秀实践方法的系统
性跨国转移。

每场培训班都包含由指定专题专家提供的技术演示、教程和实践训练课程，内容涵盖互联
网和信息安全的主要方面，包括对密码算法的理论理解、网络系统的实际精妙之处，以及
相关的管理和技术问题。此外，还演示了网络安全工具，让参与者有机会更新他们的知识库，
并与专家进行互动，促进未来进行进一步合作。

COMSATS 挑选并资助了指定的主题专家提供每场培训班的具体培训。本地参与者由主办机
构挑选并提供支持。ISESCO 和 INIT 从各自成员国挑选并赞助了其他的外国参与者。每场活
动的技术方案和培训手册均由指定的专家编写，并由合作伙伴核准。

培训班涵盖的主题包括：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及管理；有关现代攻击、规避和防御技术的网
络安全；恶意代码分析与检测；测量安全；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的伦理问题；组织安全标准、

互联网安全国际研讨会 ：加强信息交流
保障措施
确保网络空间信息交流安全，促进南方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 COMS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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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互联网安全国际系列研讨会：加强信息交流保障措施

国家 / 地区 ：约旦、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卡塔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提名方 ：南方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4、8.2、9.1、9.c、17.6、17.8

支持方 ：COMSATS ；伊斯兰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ISESCO）；伊斯兰国家间信息技术网络（INIT）

执行实体 ：COMSATS、ISESCO 和 INIT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1-2021 年（如成员国有需要，可延期）

实践网址 ：comsats.org/?p=5265 ；comsats.org/?p=203 ；comsats.org/?p=1935 ；comsats.org/?p=3044 ； 

comsats.org/?p=3489 ；comsats.org/?p=2063 ；comsats.org/?p=4222 ；comsats.org/?p=4363

政策和准则；网络安全的密码技术；网络安全；社会网
络安全；云计算安全；以及数字取证程序和工具。

到目前为止，这项倡议已经惠及大约 350 名来自不同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年轻研究人员、学者、系统
管理员和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受益者还包括大量的女性
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确保了性别平衡。参与者来自以下
国家：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科特
迪瓦、埃及、冈比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约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巴勒斯坦国、
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互联网和信息安全方面的课程和认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一般都很昂贵，负担不起。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必须前
往其他城市或国家参加培训。COMSATS、ISESCO 和 INIT

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重点关注其共
同成员国的能力建设。因此，在该系列活动下举办的培
训班是免费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来
说非常方便并且容易获取。

这些培训班通过培训很多培训师傅来产生连锁反应，他
们将在活动期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自己国家专业
组织和大学的同行、下属和学生，从而确保了该倡议的
可持续性。受益者正在利用所获得的知识对其各自的组
织和国家做出有效的贡献。2011 年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举行的首场培训班有已经在其他七个发展中国家进行
了复制。列表如下：
• 2011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马
士革举办首场国际培训班；

• 2012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在约旦安曼举办第二场国际
培训班；

• 2013 年 12 月 9 日至 13 日在突尼斯纳布尔举办第三场
国际培训班；

• 2014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
办第四场国际培训班；

• 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第五场
国际培训班；

•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摩洛哥拉巴特举办第六场
国际培训班；

• 2017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办
第七场国际培训班；

• 2018 年 12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第八场国
际培训班。

课程内容已定期更新，与不断变化的全球场景保持同步。
此方案可以很容易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Tajammul Hussain 先生
职务：项目顾问 

机构：南方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SATS）
总部
电子邮箱：tajammul@comsats.org

电话：+92-51-9204892

姓名：Farhan Ansari 先生
职务：方案高级助理主任 

机构：COMSATS 总部
电子邮箱：farhan@comsats.org

电话： +92 51 921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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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PSIDS）是世界上最小、最偏远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加起来只有

1000 万，分布在占地球表面 15% 的区域。他们面临的突出挑战包括地处偏远、易受外部冲

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过度依赖国际贸易、环境脆弱和资源有限等。民用航空对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互联互通、社会经济发展和救灾方面。许多 PSIDS 依靠旅游业，

大多数游客乘飞机抵达。虽然大部分岛屿之间的旅行只能通过飞机进行，但航空连接并不

理想。

寻求解决方案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第 39 届大会认识到了 PSIDS 所面临的航空连通性挑战，建议开

展相关研究，以确定和应对 PSIDS 当前在航空安全、航空导航和航空安保方面的挑战和需求。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航空需求分析（PSIDS 研究）还找出了能帮助解决这些民航挑战的

可能选项和机会。其主要目标是加强 PSIDS 的能力，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提高其对气候

相关灾害的恢复能力。除了 ICAO 提供的资源外，PSIDS 研究还得到澳大利亚、智利、中国、

斐济、新加坡、英国和美国慷慨的资金和实物捐助。

此项分析是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速行动模式（萨摩亚）途径》

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背景下开展的。该研究列出了该区域内航空运

输的脆弱性，并评估了民航如何能够缓解 PSIDS 所面临的挑战并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支持。还包括对各种形式的国家监管、监督和援助机制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PSIDS 研究还包括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航空安全组织（PASO）、太平洋岛屿论坛（PIF）

秘书处、联合国驻苏瓦和斐济办事处、南太平洋航空公司协会、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进行的几次磋商。研究团队在对 11 个国家进行实地访问期间会见了各部委和民航局（CAA）

的高级官员。萨摩亚和瓦努阿图 CAA 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些现场访问。未访问

的国家被邀请与 PSIDS 研究的高级顾问会面，提供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这些活动都得益

于各方向该项目提供的资金和实物捐助。

根据所收集的信息以及在研究的时间和资源限制内所进行的分析，总共拟定了 30 项建议，

在适用情况下将由 PSIDS、PIF 和 ICAO 向前推进。向 ICAO 提出的一些建议旨在鼓励援助

捐助者、培训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支持 PSIDS。这些建议支持以全面的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
航空需求分析

支持航空安全与安保，提高航空导航能力与效率 无贫穷 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
福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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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制定和实施太平洋航空路线图，以便在该地区建立

有效、可持续和有恢复力的航空监管系统。

为了确保该项目的可持续性，ICAO 正在考虑为太平洋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指定一名 ICAO 联络官。该职位将支

持 PSIDS 提供安全、可靠和可持续的国际民用航空。联

络官的任务是促进协调与合作，并加强 ICAO 与 PSIDS、

PASO、PIF 和其他联合国实体之间的交流和知识分享。联

络官还将协助实施来自 PSIDS 研究的建议，以期促进和

维持这些国家有效地实施各种安全和安保标准以及推荐

的实践方法。

安全、可靠、经济、环保的航空运输对于实现 17 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都至关重要。为了说明航空业对实

现 SDG 的助力有多么重要，ICAO 将其工作与这些目标进

行了对比，发现其战略目标可以为 17 项 SDG 中的 15 项

提供支持。ICAO 致力于与各国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密切

合作，以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系方式 ：

姓名：Thilly De Bodt 女士

职务：战略规划、协调与伙伴关系处代理主任 

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电子邮箱：tdebodt@icao.int 

姓名：Nicolas Rallo 先生

职务：安全和航空导航审查组主任

机构： ICAO

电子邮箱：nrallo@icao.int 

项目名称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航空需求分析 

国家 / 地区 ：14 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瑙鲁、纽埃（非缔约国）、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提名方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1.5、1.a、2.4、2.c、3.d、8.1、8.2、8.3、8.9、9.1、9.4、9.5、9.a、10.2、10.6、

10.b、17.3、17.6、17.9 

支持方 ：澳大利亚、智利、中国、斐济、新加坡、英国和美国

执行实体 ：ICAO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3 月至 9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Gmt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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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埃塞俄比亚正在追求以轻工制造为重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并且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高

速经济增长。然而，该国正面临着很多重要的挑战，包括政府执行机构的能力有限、缺乏

能提供支持的政府机构间协调、工业投入短缺、私人投资者的参与有限、低效的物流系统、

有限的生产力，以及制造业缺乏技术和管理能力。

为了深化和多样化其工业基础，使其经济在 2025 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埃塞俄比亚迫切需

要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制造业，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工业区更加可持续，同时在区

域和全球层面上实现更好的工业一体化。

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的参与和融资为缩小伙伴国家的发展差距和在全球层面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提供了机会，同时将具体的实施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实践结合

在一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符合伙伴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旨在加强伙伴国家的能力，同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投资促进网络（SIP），以帮助引

导投资产生全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结果。

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加强试点国家的体制框架，打造他们的发展能力，从而充分利用可持

续性投资。其目标是改善总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和维持符合该国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和当地

需求的所有外国投资。

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战略，SIP 计划旨在维持制造业对工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工业

区发展，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并将埃塞俄比亚工业融入区域和全球市场。

在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支持下，SIP 计划旨在为提高投资的可持续性提供一个可扩展的

蓝图。短期内，该计划将在埃塞俄比亚开发一个试点项目，以便为可持续投资制定有关和

有效的模式。该计划还将提供有关实现积极发展影响的具体教训和建议。还将讨论在国家

层面上哪些方法、政策和机制适合该国的投资环境。在中期和长期，预计可以扩大这一办法，

作为促进可持续投资网络的一部分。

促进在伙伴国家的可持续投资 ：
埃塞俄比亚试点项目

加大可持续发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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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采用了创新型 3P 方法：平台搭建、政策参与和试

点项目。自 2019 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多个初步成果。在

平台搭建方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 UNDP 成功

地促进了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实践交流，从而提供

一个合作框架，以利用可持续投资的机会（有助于实现

有关伙伴关系的 SDG 17），发现并应对可持续投资的障

碍（有助于实现有关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 SDG 9 ；

有关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 SDG 11 ；以及有关气候行动的

SDG 13）。

2019 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共开展了两场高级别论坛、

一次考察活动和两场知识交流活动，来自政府、私营部

门、发展机构、智库以及其他机构的 150 多名埃塞俄比

亚利益攸关者和 200 多名中国利益攸关者参加了这些活

动。这些活动提供了就可持续投资进行深入讨论和知识

交流的机会。

在政策参与方面，针对埃塞俄比亚可持续投资的部门诊

断研究的结果将提交给相关政府当局，以改进政策框架

（有关和平、正义和强大机构的 SDG 16）。

在试点项目方面，该计划以对话和政策分析的结果为基

础，确定潜在的试点项目领域，包括提升能力来加强技

术和技能转移（有关贫困的 SDG 1，以及有关体面工作

和经济增长的 SDG 8）。该计划将进一步提供项目层级的

咨询和分析，为实际解决方案的测试和应用提供支持。

该计划将与其他伙伴国家分享可持续投资的最佳实践和

经验教训。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均表示将大力支

持试点项目。

有了埃塞俄比亚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SIP 方案可以进

一步复制和拓展到其他伙伴国家。要取得成功，至关重

要的一点是中国和东道国政府拥有合作的意愿，并且有

能力为具体实施提供支持。该计划将在更大范围内促进

和实现可持续投资，以推动实现 SDG，并将最终形成一

个相互学习、分享知识和经验、协调政策和能力发展的

可持续投资平台。

联系方式 ：

姓名：Yixuan Shao 女士

职务：全球伙伴关系组项目和伙伴关系协调员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中国代表处

电子邮箱：yixuan.shao@undp.org

项目名称 ：以埃塞俄比亚作为早期试点的可持续投资促进机制

国家 / 地区 ：中国、埃塞俄比亚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中国代表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1.5、1.a、1.b、8.2、8.3、8.a、9.2、9.a、9.b、11.a、13.b、16.6、16.b、17.3、

17.5、17.9、17.14、17.16、17.17

支持方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管理

执行实体 ：UNDP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xW7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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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塔吉克斯坦现有的纺织、地毯编织和刺绣业仍然受到生产潜力开发不足和当地生产者竞争

力下降的困扰。除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挑战外，这些部门还面临供应、销售、管理能力、获

取生产者、质量和标准、技术和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挑战。

通过技术现代化和管理能力建设来拓展传统纺织、地毯编织和刺绣企业的能力范围，将有

助于改善效率、生产力、贸易能力和工作环境。加强现有的营销方法，同时引进新工具将

有助于进入市场，并促进当地制造的产品在当地、区域和国际市场的销售，从而帮助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9。此外，这些部门的升级将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面向妇女的就

业机会，从而帮助实现 SDG 5 和 SDG 8。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旨在促进传统纺织、地毯编织和刺绣业的发展，提高塔吉克斯坦在制造业增值、制

成品出口和全球竞争力方面的国际地位。该项目还旨在提高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和发展特

定部门的技能，同时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高妇女在受益企业中的地位。因实施该项目而

在受益企业中确立的实践方法应该可以刺激制造业部门的其他企业也开展类似的活动。因

此，该项目将有助于实施该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 “2014-2020 年塔吉克斯坦地毯编织发展方

案”。该项目支持私营部门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升级现有产业，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助力实现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

2015 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同意在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框架内，结合塔吉克斯坦的国

家发展目标，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毯编织业发展目标。该项目的试

点阶段旨在提高塔吉克斯坦企业在地毯编织和刺绣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试点阶段确定了

区域和国际出口市场，改进了技术来实现工业现代化，采用了创新型销售工具，并加强了

该国的相关专业知识，从而可持续地向当地企业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该项目的第二阶段从 2019 年持续至 2022 年，将通过加强该国地毯编织、刺绣和传统纺织

部门的生产力、出口能力和创造就业的能力，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的机会。特别要指出的 

是，该项目将通过发现区域和国际市场机会，支持企业升级，实现技术现代化，引进创新

型营销工具，提升国内专家和企业支持机构的能力，从而提高塔吉克斯坦这些部门内企业

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并实现该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

塔吉克斯坦地毯编织业的产业升级和
现代化

促进塔吉克斯坦地毯编织、刺绣和传统纺织业的发展

© UNIDO

255



在第一阶段，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塔吉克

斯坦的多个区域组织了 40 多场能力建设活动，参加人数

达 535 人，其中 75% 是女性，其中有些还是来自阿富汗

的难民。这种提高认识的间接影响是深远的，在全国范

围内影响了多达 1000 名纺织业专家。专家培训活动涉及

生产和市场进入周期的各个方面，包括产品设计、人事

管理、企业财务管理和营销。

自第二阶段（从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开始以来，已经

举办了超过 25 场纺织业专家能力建设活动，参与人员包

括设计师、手工艺人、纺织艺术家、纺织业专家、学生

和大学教授等 250 多名各类专业人士。

在 UNIDO 的技术支持下，试点项目受益者在 LA’ AL 纺

织品品牌下创造了三个新品系列，包括手工和机器制

造的两个家用纺织品和配饰系列，以及一个地毯系列。

LA’ AL 纺织品在该国年度品牌大赛中荣获了多个奖项，

包括 2017 年 “名声之巅”、2018 年 “可持续发展贡献最

佳国家品牌”，以及 2019 年 “金奖”。这表明，通过坚持

国际质量标准和环保生产领域的最先进实践方法，该品

牌已经成为该国纺织业创新的旗舰品牌。

自 2016 年以来，受 UNIDO 项目的直接影响，受益试点

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140%。年营业额增长了 68%，

出口和本地市场销售额分别增长了 106% 和 66%。

该项目旨在支持在塔吉克斯坦保留相关知识，以确保该

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凭借通过 UNIDO 的干预活动获得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当地的相关机构和受益者将能够在

其他工业部门复制这些经验和实践方法。在成功实施此

项目的过程中获取的经验教训有潜力在其他处于转型期

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中进行复制，尤其是正在寻求实

现传统纺织业现代化的国家。

联系方式 ：

姓名：Farrukhbek Alimdjanov 先生

职务：工业发展官

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电子邮箱：f.alimdjanov@unido.org

项目名称 ：塔吉克斯坦地毯编织、刺绣和传统纺织业的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国家 / 地区 ：中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

提名方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4、5.5、8.1、8.2、8.3、8.4、8.5、9.2、9.3、9.4、9.a、9.b

支持方 ：第一阶段：中国、俄罗斯联邦；第二阶段：俄罗斯联邦

执行实体 ：UNIDO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第一阶段（2015-2017 年），第二阶段（2019-2022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Fhw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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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努力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生产足够的食物。未来农业生产的增长必须依靠

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来提高每公顷的作物产量。目前使用这些化学物质的方法往往会导

致土壤、水和食品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因此，需要提供援助，以支持推广使用具有成本效益、对环境友好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农药的替代品，并促进提升这些替代品的生产能力，尤其是非化学替代品。

寻求解决方案

2007 年 11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组织的一个专家组会议上介绍并讨论了亚太地区农药协

作网（RENPAP）苦楝衍生农药技术的印度模式，该模式使用的是苦楝种仁的水提取物。建

议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将印度开发的这种低成本技术和农民培训模式在西非国家进行复制和

转让。

因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南南工业合作中心（UCSSIC）和 RENPAP 向加纳、

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派出了筹备特派团。所有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意识到化学农药对土壤、

水和空气污染的影响。这些国家大量种植苦楝树，以防止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农民也知道

苦楝树具有其他的农业效益。

在筹备阶段，该项目针对的是资源贫乏的农户以及村级小型农商企业和微型产业。该项目

还特别面向妇女和失业的农村青年。参与该项目的技术机构也从技术转让和机构交流中受

益匪浅。与此同时，还减少了土壤、水和粮食污染。

该项目旨在提升源自苦楝种仁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生态友好型农药的生产能力，并进行推广

使用，重点关注的是苦楝厂棚开发、技术转让、南南机构联系、技能提高、能促进农村发

展的乡村培训活动、能促进农商企业和微型工业的活动、减贫和创造就业机会。该项目还

旨在通过提供一种低成本、生物效率高的产品来替代有毒的 POP 和化学农药，从而加强环

境保护，消除相关危害。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项目借鉴了名为 “为开发和生产环境友好型苦楝农药产品提供技术

支持” 和 “作为化学农药的环境友好型可生物降解替代品生产和推广基于苦楝的农药” 的

UNIDO/ 印度项目的成功成果。该项目依赖于项目伙伴之间强有力的协作与合作：UNIDO、

UCSSIC、RENPAP 和参与国的有关部委。

苦楝（Azadirachta indica）是一种常青树，原产于印度次大陆，几乎可以在所有类型的土壤

和农业气候条件下生长。苦楝现在已经在许多非洲国家广泛生长。1989 年，美国国家研究

委员会把这种树列为一种 “能解决全球问题的树”，因为它所含的化学物质可以用作对环境

在西非推广苦楝衍生生物农药
在三个西非国家推广使用和开发从苦楝种仁中提取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生态友好
型农药

© UN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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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的农药。苦楝树的其他潜在用途还包括可以为农村

地区带来额外收入和就业机会。

根据 UCSSIC 和 RENPAP 开展的初步研究，UNIDO 决定对

这个项目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该项目与每个国家的一

家技术机构合作，开展生物功效和植物毒性研究以及田

间试验。该项目还与一家合适的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以

提高人们对该项目的认识，并在苦楝厂棚地区建立生产

和分销中心。

该项目的方法还包括建立国家协调安排机制，为利益攸

关方提供培训，并向三个国家的技术合作伙伴转让技术。

该项目还进行了田间试验和植物毒性研究，产生了特定

作物的生物功效数据，并建立了三个包含生产示范工厂

的苦楝中心。此外，还推广了种子采集和苦楝衍生生物

农药生产的标准化技术。该项目还为复制和扩大规模提

供了支持。

该项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该项目开展了一次苦楝普

查，以评估苦楝厂棚地区的种子潜力，并确定了用于未

来扩大规模的重点地区。采集了苦楝种子，并成功种植

了苦楝苗圃。在塞拉利昂，苦楝被作为农业和再造林方

案的一项新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种植。以苦楝为基础的低

成本农药生产技术已转让给这三个国家的国家技术合作

伙伴 ：加纳大学、塞拉利昂的恩加拉大学和尼日利亚的

联邦环境部。

在每个参与国，通过在不同农业气候条件下进行科学田

间试验，对苦楝种仁水提取物技术进行了生物评价。对

豇豆、黄瓜、秋葵、玉米和辣椒作物进行了试验。在尼

日利亚，数据显示，经过苦楝方法处理的作物产量比其

他各种处理方法都要高 1.5%，包括合成农药。这些试验

证明了苦楝衍生农药的有效性。

为了提供实际操作经验，还在农民田间的各种作物上对

苦楝衍生农药进行了演示。该项目还提供了培训农民和

推广苦楝衍生农药所需的设备、材料和苦楝中心。还为

农业社区开展了培训和提高认识的方案，并进行了实地

演示。此外，还建立了机械化示范工厂，用于生产苦楝

衍生农药。还采购、安装并测试了相关机器，包括果肉

分离机、脱壳机、破碎机和储存设备。此外，还对机器

操作员进行了培训。

该项目已经被作为 UNIDO 和全球环境基金在东南非共同

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区域项目的一个样板。这

些项目旨在根据《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加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当地能力，并为这些国

家的实施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该项目还制定了一

项区域战略，以生产和应用基于苦楝的生物农药和其他

生物农药。

联系方式 ：

姓名：Erlinda Galvan 女士

职务：工业发展主任 / 项目经理

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电子邮箱：e.galvan@unido.org 

Skype ：e.galvan_4

姓名：Rajeev Vijh 先生

职务：主任

机构：UNIDO 南南工业合作中心

电子邮箱：r.vijh@unido.org

项目名称 ：在西非推广苦楝衍生生物农药 

国家 / 地区 ：加纳、印度、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提名方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3.9、5.4、5.5、9.2、9.4、9.b、12.2、12.4、12.a、17.6、17.7、17.17

支持方 ：印度政府

执行实体 ：UNIDO 南南工业合作中心（印度）；亚太地区农药协作网（印度）；粮食和农业部（加纳）；联邦环境

部（尼日利亚）；农业、林业和粮食安全部（塞拉利昂）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4-2017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BRv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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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世界上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都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这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大

气中的碳含量增加，国际社会正在寻求清洁能源和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通过南南合作在

全球层面扩大小水电（SHP）可以帮助减少碳排放。这是一项卓越的、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

术，可以在世界许多地区提供经济的发电解决方案；然而，其全球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

得到开发。

小水电通常被定义为发电量低于 10兆瓦的水力发电厂，小水电目前的总发电量仅为 78吉瓦，

而全球估计的总潜力为 229 吉瓦。虽然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小水电潜力，但许多国家对

此尚未予以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小水电资源方面进行互动和经验交流的南南方法可以

带来相关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从而利用小水电来生产清洁能源。

寻求解决方案

作为小水电技术的先行者，中国在全国各地安装了近 5 万套水电机组。中国正在与世界其

他国家分享其丰富的经验。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支持和指导下，位于中国

杭州的国际小水电中心（IC-SHP）正在引领全球小水电的拓展。为加快落实这一倡议，中

国政府与 UNIDO 合作启动了该项目，该项目于 2013 年启动，并于 2019 年顺利完成。该项

目的目的是提供有关小水电所有方面的发展信息，造福有需要的国家。

《2016 年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以 2013 年首份报告为基础，汇聚了 UNIDO、国际小水电中

心和世界各地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成果。来自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大学、学院和水电公

司的 230 多名专家和学者为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报告做出了贡献。对每个国家小水电发展状

况的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电力部门概述、小水电能力和潜力、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及

小水电的发展障碍。国别报告涉及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有关电网结构、电价和未来短期项目

的信息，以及有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奖励、政策和计划。

在制作 2016 年报告的过程中，与各国专业人士和政府代表的互动引发了人们对小水电项目

的兴趣，并且已经在南南合作下增加了多个项目。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访问国际小水

电中心期间，对该项目的影响力表示了赞赏。启动仪式之后，在东南非共同市场秘书处的

领导下，一批非洲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来扩大小水电的规模，促进非洲大陆的小水电发展。

同样，还提议在哥伦比亚设立一个新的小水电促进中心。

推广小水电资源
更新和传播《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并制定试点项目倡议

© UN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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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三年发布一次的《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UNIDO

和中国的国际小水电中心分享并传播有关世界各地小水

电发展状况的最新信息。UNIDO 的这一旗舰倡议预计将

促进生产力、工业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份报告汇集

了有关全球小水电的宝贵信息，是决策者和投资者的重

要指南。2013 年首次发布，2016 年发布第二版，2019 年

发布第三版，UNIDO 和国际小水电中心一直在支持全球

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层面看到的进展、益处和

优秀实践方法可以使许多国家建立信心，同时使他们有

能力采取适当的战略和政策来探索这一技术。包括利比

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将

小水电列入了他们的优先计划。

利用小水电促进工业发展本身就是解决发展挑战的一种

创新方法。该项目投资很少，而且可以传播关于小水电

的信息，并且能够使众多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为能

源生产提供可管理的技术解决方案，从而使各国受益。

因此，小水电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还能通过向许

多家庭提供能源来支持减少贫困。小水电的使用也有利

于环境、妇女和儿童，并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经济机会。

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该项目促进了中国与发展小水电

技术的国家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2020 年，中

国和以下五个受援国发起了一项旨在促进小水电发展的

南南倡议：埃塞俄比亚、吉尔吉斯斯坦、缅甸、尼日利

亚和秘鲁。中国还为加纳和赞比亚的小水电项目提供了 

支持。

在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工业发展的框架内，UNIDO

和国际小水电中心的同行们旨在扩大感兴趣的国家对小

水电的可持续开发，以供生产使用。各种类型的设备和

配件采购至多个地方；大多数是基本设备，几乎在每个

国家都可以买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从附近国家直接

采购。通过在资源评估、可行性研究以及制定技术和业

务方案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就可以达成此项目的目标。

小水电技术具有环境友好、操作简单的特点，而且事实

证明在不同的当地场景下都能有效使用。因此，很多发

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小水电项目。最近，中国在

南南合作框架内为这些项目提供了支持。包括哥伦比亚、

海地、蒙古、菲律宾和苏丹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目前正

在寻求在此领域与 UNIDO 开展合作。

联系方式 ：

姓名：Rana Pratap Singh 博士

职务：能源部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司工业发展官

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电子邮箱：r.p.singh@unido.org 

Skype ：rana.pratap.singh6

项目名称 ：《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和试点项目倡议

国家 / 地区 ：大约 170 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提名方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7.1、7.2、8.3、9.2、13.2、17.5

支持方 ：UNIDO、中国政府

执行实体 ：UNIDO、中国国际小水电中心（ICSHP）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3–2019 年

实践网址 ：www.smallhydroworld.org ；www.icsh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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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工业化对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是提高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非洲有着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人口优势，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地。虽然南非期望实现高水平

的工业发展，但一些工业仍处于早期阶段，特别是制造业。他们存在基础设施不足、技术

和能力不足、失业率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家电行业，南非以

及其他非洲国家一直依赖出口，面临着购买和准入障碍、价格高企、售后服务不完善等障碍。

寻求解决方案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积累了技术、资本和人

才优势。中国和非洲之间的伙伴关系重点关注能力建设，能帮助满足非洲的发展需求，为

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3 年 3 月，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

投资合作协议，支持建设南非海信家电工业园（海信南非），以提升当地的制造业水平，满

足南非的制造业需求。此项协议总投资 1.5 亿美元，年产冰箱 54 万台，电视机 39 万台。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出席了协议签约仪式。

海信南非在不增加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将资金用于工厂建设，从而促进当地制造业的可持

续发展。该项目实施了本地化管理，增加了就业机会，为当地带来了外汇和税收，并基于

其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提供相关支持，有效地改善了当地制造业。海信南非在当地雇佣了

700 名员工，占其当地员工总数的 90%。很多当地雇员通过一项指导计划在该国接受了培训，

目前占据了 40% 的管理职位。通过带动上下游产品和服务需求，该园区间接创造了 2000

个就业岗位。2019 年，海信南非培训了约 1000 名 18 岁至 25 岁的农村失业青年。海信南非

还与亚特兰蒂斯中学合作建设了海信南非技术研发培训基地，已经对 1400 名学员进行了产

品、技术研发和技术培训，帮助学员掌握了使用电子技术、软件和电气设备所需的技能。

该项目根据当前情况来调整相关活动，并且与当地的发展规划保持一致。计划分阶段进行

的发展工作将包括品牌、运营、制造、研发、物流、售后和销售渠道等方面。该项目旨在

打造一个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家电产业平台，以贸易带动投资，同时扩大贸易范围，将

工厂建设和生产纳入进来，从而帮助非洲优化和升级生产力。海信南非采用先进技术来提

升品牌的市场认可度。海信南非主要生产节能环保冰箱、智能 3D 高清电视等高端绿色产品，

有效满足当地家庭日益增长的需求。此外，园区还致力于促进节能、环保和能力升级。从

原材料的选择到生产加工的各个阶段，海信南非都严格秉承这些原则。海信南非还积极响

海信家电工业园项目

通过南南投资合作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

© 中非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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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南非政府节约用电和解决能源供需不平衡的呼吁。海

信南非已经成为南非首家生产低功耗节能产品的家电企

业。

南非海信荣获 2017 年南非最佳产品奖。海信南非生产的

家电产品在当地市场销量最大，并出口到非洲 10 多个国

家。该项目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南非的就业和出口，而且

提升了该国的制造和技术能力。通过 “非洲制造” 项目，

该公司还改善了当地的管理、物流和售后服务；促进了

相关产业发展；赢得了南非领导人和公民的赞誉；成为

了南非的知名品牌。该项目所采用的创新产业园方式可

以在其他基础设施充足、市场规模较大的非洲国家进行

推广。该项目需要通过贸易推动投资，并拓展至包括工

厂建设和生产在内的更大领域，从而帮助优化和提升区

域生产力。

联系方式 ：

机构：中非发展基金

电子邮箱：shichangbu@cadfund.com

项目名称 ：海信家电工业园项目 

国家 / 地区 ：中国、南非

提名方 ：中非发展基金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8.6、9.2、11.c

支持方 ：中非发展基金、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实体 ：Hisense SA Manufacturing (Pty) Ltd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3 年至今 

实践网址 ：无资料

262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尼泊尔运输部门在其首个桥梁改善和维修方案（BIMP I）中实现了加强机构和物理基础设施

的目标，包括维修、修复以及新桥梁建造。该项目是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的，采用了 “成

果方案”（PforR）贷款工具。

在 BIMP II 期间，尼泊尔将引入网状吊杆拱桥；但是，项目实施团队还没有设计此类结构的

经验。因此，必须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技能，使用先进的创新技术来设计此类桥梁，这些

技术能够更好地抵御灾害风险，包括与天气和气候有关的冲击，如地震和洪水。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南南基金支持了该国与孟加拉国开展知识交流。

寻求解决方案

BIMP I 的实施是为了支持尼泊尔政府，帮助在该国战略道路网上维护并提供安全的、具有

韧性和成本效益的桥梁。BIMP II 是在之后实施的第二期方案，以进一步支持政府改善桥梁

的韧性，将采用先进技术设计的非机动交通方式也纳入了进来。其目标是为尼泊尔的大约

475 座桥梁提供支持。包括对约 90 座桥梁进行维修，改善约 180 座现有桥梁的道路安全措

施，从而帮助减少事故和伤亡。该方案还旨在支持建造、修复或替换约 80 座双车道桥梁和

35 座四车道桥梁。

为了解决经验不足的问题，该国与孟加拉国开展了知识交流。孟加拉国在设计和建造大跨

度桥梁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包括网状吊杆拱桥。孟加拉国还为交通和建筑业的专

业人员提供在职培训和认证项目。与此同时，孟加拉国地方政府工程部（LGED）的官员也

非常希望了解尼泊尔使用世界银行 PforR 贷款工具的经验，因为 LGED 正准备启动一个使用

PforR 的类似项目。此外，孟加拉国交通部门的政府官员希望学习如何开发桥梁管理系统。

对尼泊尔来说，此项交流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关于桥梁建造先进技术的相关知识，并学习孟

加拉国政府官员和参与高级桥梁建造的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的经验和实践方法。来自尼泊

尔的代表还与负责建造由 PforR 资助的一座桥梁的孟加拉国对口人员分享了他们在桥梁评估

方面的经验。

此项交流是在与位于达卡的孟加拉国工程技术大学（BUET）的密切合作下开展的。此项交

流包括技术会议、同行学习和现场访问。交流活动采用了以参与者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参

与者在整个会议和实地考察期间都可以积极参与其中。此项交流调动了广泛的人才资源，

包括 BUET、LGED 和孟加拉国路政署（RHD）的高级别专业人士，以及采购方面的国家认证

培训师。

为尼泊尔提供先进的、经济的、具有气
候韧性的桥梁建造技术 ：与孟加拉国进
行知识交流
帮助尼泊尔从孟加拉国的经验中学习先进的桥梁建造技术

©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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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交流围绕四项主要内容进行：技术会议、知识分享

和同行学习会议、现场访问和可行性研究。

技术会议涵盖了网状吊杆拱桥设计和施工的演变和基本

原理；网状吊杆拱桥的几何学；SAP 2000 软件建模；荷

载和预应力的应用；荷载组合；以及分析、结果和设计。

在与孟加拉国建筑业协会和孟加拉国 LGED 代表的讨论

和会议中，举行了知识分享和同行学习会议。讨论的主

题包括桥梁施工质量的定义，特别是高价值合同；良好

的招标实践方法；培训和监督现场工程师；LGED 和 RHD

的角色和机构责任；发展桥梁管理系统的进度和反馈；

以及 LGED 用于设计大中型桥梁的资源。

现场访问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从而为技术会议提供

补充。为了研究网状吊杆拱桥，参与者们参观了多处地点，

包 括 Dhanmondi、Sanssad Bhaban、Rayerbazar Graveyard

和 Jamuna 的桥梁。针对每一处地点都向所有参与者分发

了技术调查表，以便应用在技术会议上获取的知识，了

解每一座特定桥梁的技术特点，并帮助参与者更好地了

解桥梁应如何融入城市和农村环境。

世界银行的交通团队进行了一项单独的可行性研究，探

讨并提出了多项备选方案，以帮助加强尼泊尔建筑业的

技术能力和认证。拟议的备选方案包括与本地区桥梁建

设部门中拥有国际公认的优秀实践方法、信誉良好、财

务状况稳定的实体建立一种对口安排。此项研究就承包

商员工技能提升计划的规划、设计和实施提供了建议。

这些项目将包括桥梁建设、修复、维护和气候韧性方面

的先进技术，并将根据相关建议在稍后阶段实施。

孟加拉国分享的知识和技术技能对尼泊尔代表团具有非

常高的价值，特别是考虑到两国在治理、经济、气候、

地理和地形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尼泊尔代表团成员在

很多技术方面都获得了相关知识并提高了他们的技能，

包括网状吊杆拱桥的结构要求、其效益和韧性、风险和

失效原因、桥梁装载和施工的优秀实践方法、使用先进

技术来实施桥梁项目、实际使用 SAP 2000 软件结合该国

的岩土工程条件来设计桥梁，以及钢管板桩基础的应用。

他们还了解了优质招标、桥梁选择和施工、采购和投标

管理的优秀实践方法。

孟加拉国团队也从尼泊尔的经验中学习并获得了桥梁资

产管理、桥梁管理系统以及如何利用 PforR 资金实施桥梁

项目方面的新知识。

联系方式 ：

姓名：Laurent Porte 先生

职务：南南融资机制方案主管

机构：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 lporte@worldbank.org

项目名称 ：为尼泊尔提供先进的、经济的、具有气候韧性的桥梁建造技术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尼泊尔

提名方 ：世界银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1、17.9

支持方 ：世界银行南南融资机制

执行实体：尼泊尔政府路政署桥梁改善和维修方案 - 第二期；尼泊尔承包商协会联合会；孟加拉国工程技术大学；

孟加拉国建筑业协会；地方政府工程部（孟加拉国）；路政署（孟加拉国）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D8od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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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通过跨境的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连接在一起。印度和孟加拉国之

间的内河过境和贸易议定书（PIWTT）规定了国家间和过境货物运输的具体河流航道。从不

丹运来的货物经由印度的陆路运输路线到达孟加拉国的纳拉扬甘吉，大约需要 7 至 10 天。

造成延误的原因包括道路基础设施不足、海关程序、边界点的国内骚乱和孟加拉国边界的

转运。这些延迟都会耗费时间和金钱。对不丹这样的内陆国家来说，通过孟加拉国海港进

入海上航线可以扩大其贸易前景；然而，不断上升的物流成本限制了其贸易范围。因此，

不丹将大大受益于通过跨境布拉马普特拉河与孟加拉国开展的过境贸易，运输模式从公路

改为水路，然后从公路改为海运。

寻求解决方案

这一倡议的重点是可持续地利用选定的内陆水道进行过境货物和跨境贸易。总体目标是通

过政策、法律和法规来改善内河航道的治理机构，重点关注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和尼泊

尔（BBIN）次区域的跨境贸易、过境贸易、运输连接和生计。内河航运，包括跨境贸易、过境、

运输和旅游，可以直接帮助实现有关可持续和具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具体目标 9.1。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倡议在决策者、民间团体组织（CSO）和地方社区之间创造了一种

替代性政策论述，以制定改革措施和改善内河航道治理。该倡议还在政府和民间团体组织

之间分享了关于内河航道治理的知识。

该倡议包括文献综述、现有来源的二手数据分析，以及在印度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孟

加拉国奇尔马里和选定的毗邻地区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包括采访利益攸关方，

特别是贸易商、船夫、海关官员和运输商，以及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和孟加拉国边境警卫队

的代表。还同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政府官员进行了磋商。总体

来说，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CUTS）的团队与大约 100 位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互动，以更好

地了解贸易前景、商品的供求、跨境贸易的障碍，以及特定产品通过内河航道的运输状况。

这项探索性研究的一项关键建议是采用吃水浅的船只进行作业，以便在国际边界附近较短

的内河航道上进行贸易。

为了获得支持这一建议的证据，该倡议对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杜布里（印度阿萨姆邦）和

奇尔马里（孟加拉国库里格拉姆邦）之间的一段航道进行了案例研究。杜布里的内河航道

靠近印度和不丹边界，从不丹通过公路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杜布里。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不

丹主要通过经由印度的陆路与孟加拉国进行贸易。在孟加拉国，人们对矿物、石块、石头

孟加拉国和不丹之间经印度通过跨境水
路开展过境贸易
打造印度和孟加拉国的跨境内河航道，采用可持续的运输方式，降低物流成本

© CUTS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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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果（主要是苹果和橙子）的需求量很大。道路基础

设施不足和边境检查站的程序延误都大大增加了物流的

成本和时间。内陆水路每吨公里的运费（1.06 卢比）比

铁路（1.41 卢比）和公路（2.58 卢比）要低得多。例如，

一艘 200 吨的货船可以取代 20 辆 10 吨运力的卡车，还

能减少燃料费用，从而减少碳排放。

在研究期间，CUTS 探索了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国际贸易

的潜在货物，以及不丹和孟加拉国之间通过印度内河跨

境的过境贸易。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开展的一系列次

国家、国家、次区域级别的对话中以及 1.5 轨对话中，分

享了这些研究成果。

由于 CUTS 的大力倡导，杜布里和奇尔马里被宣布为印度

和孟加拉国之间 PIWTT 航道的沿线停靠港。2019 年 7 月

18 日，第一艘载有 1000 吨石料的印度货船从不丹抵达

孟加拉国纳拉扬甘吉。这些石料由卡车从不丹运到杜布

里，然后装船，经水路运到纳拉扬甘吉。运输货物所需

的时间减少了 8 天，运输成本减少了 30%，从而降低了

物流成本。

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之间的三边跨境合作为跨境和过

境贸易开辟了新的渠道。印度和不丹的多家小型贸易商

表示有兴趣转向内陆水道与孟加拉国进行贸易。

作为由乐施会管理的、瑞典政府支持的南亚跨境河流

（TROSA）区域方案的一部分，CUTS 会继续努力促进具有

包容性的跨境和过境贸易。随着在 PIWTT 航道上采用吃

水浅的机械化船只，与边界另一边市场有联系的当地贸

易商和生产商也可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

新宣布的停靠港 Jogigopha、杜布里和奇尔马里将在多式

联运贸易和过境贸易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将重新定义

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的运输方式。可以在其他国际河

流中探索沿较短的跨境水道进行跨境贸易的类似机会。

凭借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监管支持，经由内河水路的跨境

贸易可以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廉价的环境友好型运输方

式，吸引私营部门、商界和当地的参与者参与进来。

该倡议对微观层面涉及当地妇女、农民和贸易商的问题进

行了同心协力的倡导，帮助这些国家在海关、贸易和边界

管理的宏观政策上做出了改变。该倡议发展前景良好，为

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之间进一步在其他内河航道上开展

跨境贸易和过境货物运输开辟了新途径。因此，该倡议可

以在具有类似的跨境河流地貌的其他次区域进行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Bipul Chatterjee 先生

职务：执行主任

机构：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CUTS 国际）

电子邮箱：bc@cuts.org

姓名：Veena Vidyadharan 博士

职务：国际贸易、经济及环境中心（CITEE）高级研究员

及中心主任

机构：CUTS 国际

电子邮箱：vv@cuts.org

姓名：Saurabh Kumar 博士

职务：高级研究员

机构：CUTS 国际

电子邮箱：sbk@cuts.org

项目名称 ：提升跨境水道的贸易效益：促进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内河航道的航行用途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 

提名方 ：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CUTS 国际）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3、9.1

支持方 ：亚洲基金会

执行实体 ：CUTS 国际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6-2018 年

实践网址 ：cuts-citee.org/iw-about-the-project/

266

http://cuts-citee.org/iw-about-the-project/


减少不平等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获取政府服务通常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有几个步骤必须由人工完成。由于有些

基本服务是集中提供的，公民必须长途跋涉才能获取这些服务。此外，各部门超负荷工作，

也会导致延误。人工流程的成本高昂，包括采购、政府的时间和预算，以及公民的宝贵时间。

此外，在紧急情况下，公民还难以立即得到所需的服务。通过人工流程还很难确保服务提

供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因此，为了实现 “2021 年数字孟加拉愿景”，所有政府服务必须实

现数字化和简化，并在公民家门口提供服务。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缓解这些挑战，立志创新（a2i）计划的 “数字服务加速器” 倡议发挥了协调作用，利

用其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政府机构提供支持。2017 年，a2i 推出了 “2021 年数字服务实

施计划”，以及一种被称为 “数字服务设计实验室”（DSDL）的独特创新方法，从而在规定

时间内落实该计划。这种快速方法可以将采购前时间从12-14个月压缩到6-7天。在部委层级，

所有计划的数字服务、功能和现有软件都将集成到一个平台内。这种方法节省了采购工作、

时间和政府预算。政府官员和当地信息技术资源参与了快速设计和开发，结果证明此举非

常有效。

如果这一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成功实施并在国际上得到推广，将可以帮助实现有关减少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DSDL 的目标是通过实现数字化来简化政府服务，并确保这些服务能在市民家门口提供。具

体目标如下：

• 到 2021 年实现快速高效的数字服务

• 演示对数字服务的需求，简化设计和整体规划

• 确保所有国家系统之间的标准化、互操作性和相互集成

• 节省采购工作、时间和预算

 

DSDL 是与各部委或政府机构合作实施的。会预先分析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然后根据分析结

果来创建分组。召开研讨会，给出切实的建议，其中可能包括对现有服务交付流程的分析、

识别数字系统的模块和功能、受益人和服务提供者界面、功能流程图、数字服务模块设计、

试点实施方案、效率分析（时间、成本、访问）、用户管理计划、软件开发预算、试点实施

预算、集成管理计划或设计规范。作为研讨会的成果，成功为相关部委当前提供的所有相

加快孟加拉国各部委的数字化转型

促进迅速设计和实施实现孟加拉国所有部委和下属政府机构数字化的计划

© a2i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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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服务设计了一个综合服务提供平台。此方法的独特之

处在于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都参与了这一流程。

在第一阶段，根据 “2021 年数字服务实施计划” 举办了

多场研讨会。与会者被分成 49 个小组，包括 56 个部委、

349 个组织和 1792 名政府官员。在已经确定的系统中，

其中 1856 个是必需的，597 个正在使用，273 个正在开

发中。4 位部长、45 位秘书和 353 位董事总经理出席了

闭幕式。第二阶段始于 2019 年，涉及 24 个部委。到目

前为止，已经建立了 26 个 DSDL，涵盖了 915 项服务，

10 项服务正在采购中。

通过这套方法的实施，已经通过一个综合服务平台成功

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可互操作的特色数字系统。此项

目大大节省了政府资源，大大减少了提供服务所需的时

间、费用和访问次数。通过 DSDL，孟加拉国的软件业获

得了大量的新工作机会。通过数字化，确保了提供服务

过程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从而提升了社会精神面貌。

最后，公民也更加了解自己的权利、信息和法规。

DSDL 方法在知识分享、响应和合作方面非常有效。这种

创新型方法目前在孟加拉国很受欢迎，并且也逐渐在其

他国家获得青睐。在斐济，已经开始实施这一倡议的调

整后版本，菲律宾政府也表示有兴趣在邦萨莫罗省实施

这一倡议。

DSDL 模式是可持续的，因为部委官员和公务员直接参与

了这一流程，还参与了服务的设计和实施。因此，可以

确保所有权及其责任。

每个部委和理事会都需要实现他们人工服务的数字化，

以达成 2021 年愿景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在 a2i 数字服

务加速器部门的帮助下，已经有 24 个部委完成了这项工

作，最终所有部委都将完成这项工作。因此，这一倡议

可以在孟加拉国内复制。该倡议还可以进行调整，以满

足全球南方国家的需要。

联系方式 ：

姓名：Forhad Zahid Shaikh 先生 

职务：首席电子政务战略师

机构：孟加拉国立志创新（a2i）计划

电子邮箱：forhadzahid@a2i.gov.bd

电话：+8801711618368

项目名称 ：加快孟加拉国各部委的数字化转型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斐济、菲律宾

提名方 ：孟加拉国政府 “立志创新 (a2i) 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1、9.a、9.b、10.2、10.3、10.5、10.6

支持方 ：孟加拉国邮政、电信和信息技术部信息和通信技术司；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政府 a2i 计划；UNDP 驻孟加拉国代表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1 年

实践网址 ：dsa.a2i.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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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平等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在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听力受损人士有着特殊的交流需求。他们需要人们开发和实施相关

的技术工具，来行使他们的信息和沟通权利。提供这些沟通工具能帮助防止歧视，支持实

现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对他们的包容性。

寻求解决方案

在哥伦比亚，信息和通信技术部与哥伦比亚国家聋人联合会（FENASCOL）合作，共同打造

了 “中继中心”。中继中心是一个旨在实现社会对聋人包容性的交互式在线平台，支持他们

轻松地与听力正常人士进行独立的、定期的沟通和交流信息。

聋人通过互联网从电脑或智能手机访问该平台，并与手语译员交流，手语译员会将手语信

息翻译成口头语言给电话上的听力正常人士，然后将电话上听力正常人士的语言再翻译成

手语给聋人用户。这项服务对用户是免费的，而且每天运行。

这一解决方案使聋人能够与朋友和亲属交流、使用政府服务、预约医疗就诊、协调会议和

获取信息。因此，该解决方案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建立联系，建立他们的独立

之路。该解决方案还支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对他们的包容性，从而防止不平等。

在哥伦比亚，中继中心于 2001 年开始运作，当时覆盖范围仅限于波哥大市。刚开始依靠的

是文字电话，由 FENASCOL 负责领导。2003 年，通过与波哥大市长办公室的合作，建立了

一条求助热线；然而，此服务只覆盖首都地区。2006 年，得益于与私营电信公司 Telefonica 

Telecom 签署的一项协议，实现了全国覆盖。2009 年，哥伦比亚信息和通信技术部承诺全

力支持免费提供此项服务，并为其扩展了视频聊天功能。截至 2020 年 7 月，该中心共转

接了超过 340 万人次的双向电话，并提供了超过 83,000 次网上口译服务。每月大约会接到

35,000 个电话，活跃用户超过 53,700 名。

在哥伦比亚国际合作机构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APC-Colombia）以及巴拉圭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技术秘书处的支持下，该中继中心已在巴拉圭进行复制。通过相互交流知识

和经验，哥伦比亚全国聋人联合会向巴拉圭聋人协会提供了建立和实施类似系统的建议。

哥伦比亚方面为设计中心的业务系统提供了技术援助，并为专业团队和手语译员提供了培

训，其中还包括在两国开展的技术访问活动。

中继中心

通过网站和手机应用，为听力受损人士提供在线口译服务，提高他们的沟通能
力

© 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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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拉圭于 2013 年 4 月成立了聋人无障碍沟通中继

中心，这是巴拉圭聋人获取信息和开展沟通方面的一个

历史性里程碑。该中心目前只提供中转呼叫（聋人 - 听

力正常人士）服务，并且只能通过电脑进入平台。

目前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合作（2018-2020 年），以改善

该中心的服务。其目的是实现双向（聋人 - 听力正常人

士和听力正常人士 - 聋人）沟通，并且可以通过手机访

问该平台。合作和知识交流包括对新平台实施的技术诊

断、对安装新服务的支持以及对手语译员技术团队的 

培训。

该项目对改善和增加向公民提供服务的承诺是非常了不

起的。2019 年，巴拉圭中继中心拥有 522 名注册用户，

每月呼叫近 1000 次。2018 年，该中心参与制作了包含

约 2500 个手势的数字手语词典（Signario）。巴拉圭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技术秘书处表示，该词典得到了与巴

拉圭全国聋人联合会有关的国家组织的认可。巴拉圭中

继中心目前已经与巴拉圭公共电视频道达成协议，为新

闻节目提供现场解说，并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提供现

场解说，从而促进聋人的参与。

成功地复制该中继中心需要政治意愿，具体表现为致力

于保障残疾人权利的相关法律。代表聋人群体的团体与

国家政府之间还必须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从而为可持

续发展提供动力。必须与私营部门公司发展战略伙伴关

系，这些公司可以在其服务组合内帮助促进该中心并为

其提供支持。此外，手语译员必须能获取相关教育和培训。

此外，互联网和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等设备也是

必不可少的。

联系方式 ：

姓名：Luis Roa 先生

职务：三方合作协调员

机构：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APC-Colombia）

电子邮箱： luisroa@apccolombia.gov.co 

姓名：Mauricio Franco De Armas 先生

职务：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协调员

机构：哥伦比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 mauricio.franco@cancilleria.gov.co

项目名称 ：中继中心

国家 / 地区 ：哥伦比亚、巴拉圭

提名方 ：哥伦比亚外交部、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APC-Colombi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c、10.2、10.3

支持方 ：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巴拉圭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技术秘书处

执行实体 ：哥伦比亚全国聋人联合会（FENASCOL）；巴拉圭聋人协会；巴拉圭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技术秘书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第一阶段（2012-2013 年）；第二阶段（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aWynSt（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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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平等

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挑战

根据官方数据，乌克兰有 260 万残疾人，约占人口的 6%。然而，乌克兰大多数城市和村庄

对残疾人并不友好，而且因为缺乏政治意愿和财政资源、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以及对

残疾人所面临的问题存在误解，都导致促进残疾人包容性的相关进展缓慢。有关残疾人的

主要问题包括残疾人的行动能力、获取教育和康复的机会，以及为应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

倡导。此外，自 2014 年以来，由于乌克兰的东部冲突，超过 14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其

中在身体、感觉和 / 或智力方面存在残疾的人口超过 37.2 万人。与妇女和儿童一样，这些

人也是最脆弱的受害者，在收容社区寻找栖身之所更加困难。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GEF）小额赠款

项目 (SGP) 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方社区和民间团体组织（CSO）开展南南交流，以找

到应对残疾人需求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这次交流的主题是 “没有我们一切都没有意义”。

2019 年 10 月，在白俄罗斯开展了首场知识交流活动，科学家、社会保障部门代表、康复

中心负责人、民间团体组织和 SGP 工作人员分享了 SGP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优秀实践和经验

教训。

其中分享的许多想法和方法目前都在乌克兰进行复制，包括创建无障碍的基础设施。例如，

正在拉多梅什利心理神经康复中心安装太阳能光伏组件，从而向洗衣房提供经济的电力供

应，并且在地面上安装了户外 LED 灯。这些措施每年可节省能源 9,550 千瓦时，从而减少

该中心的能源开支。该项目得到了地方当局、社区、教育机构和媒体的支持，他们都是向

社区和私人用户推广太阳能益处的良好渠道。

白俄罗斯政府（特别是地方当局）大力支持和促进残疾人参与环境和社会企业，如传统的

面包店、陶器和蜂蜡产品生产企业。在乌克兰，社会企业模式只在大城市有用，在农村地

区还不存在。在此方面，南南交流帮助乌克兰代表了解了适用于偏远社区的良好模式。

携手为残疾人推出创新计划 ：全球环境
基金（GEF）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小
额赠款项目之间的合作
通过环境活动改善残疾人的生活

© GEF S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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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该项目的一家非政府组织已经推出了一份在线调查

问卷 1，针对的是地方社区以及与残疾人合作的基于社区

的组织，以确定可能的试点项目，以便建立由这些人领

导的社会企业。乌克兰也正在实施其他的社会企业家示

范项目。

该倡议还创建了一个网络，并建立了一个从业者社区，

以确保交流的影响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例如，参与者定

期举行后续数字研讨会和同行活动。科学家和该网络的

其他成员开展了研究并制定了一些准则，这些准则被用

作关于社会包容性的数字公开课程的基础，2 还制定了关

于社区环境友好型社会企业的方法准则，3 以及关于社会

包容性和旅游业的准则。4

此外，小组成员通过当地民间团体组织网络传播知识、

最佳实践和相关材料，以促进社会变革。2020 年底或

2021 年初，将在乌克兰增设南南合作交流特派团，继续

加强在促进残疾人包容性和主流化方面的合作。

1 www.zelena.org.ua/news/merezha-shukaye-uchasnykivpartneriv-

zadlya-zaprovadzhennya-pilotnoyi-iniciatyvy-dlya-pidtrymky 

2 www.ecoacademy.org.ua/book/socialna-inklyuziya

3 http : //www.ecoacademy.org .ua/publ icat ion/ekologo-

oriyentovane-socialne-pidpryyemnyctvo-u-gromadi

4 w w w . e c o a c a d e m y . o r g . u a / p u b l i c a t i o n / i n k l y u z y v n o -

reabilitaciynyy-turyzm 

每个国家都必须确保其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并在考虑

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制定具有残疾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

因此，该项目拥有在具有类似社会、文化和行政背景的

国家进行推广的巨大潜力。

联系方式 ：

姓名：Svitlana Nigorodova 女士

职务：国家协调员

机构：全球环境基金（GEF）小额赠款项目（SGP）乌克

兰项目

电子邮箱：svitlanan@unops.org 

Skype ：svitlana.nigorodova

项目名称 ：利用现代社会包容性和妇女赋权工具来发展残疾人的能力

国家 / 地区 ：白俄罗斯、乌克兰

提名方 ：全球环境基金（GEF）小额赠款项目（SG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5、4.a、8.5、10.2、11.2、11.7、17.9、17.18

支持方 ：GEF SGP、Zelena Zhytomyrshchyna（非政府组织）、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乌克兰）

执行实体 ：Zelena Zhytomyrshchyn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O3H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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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经济增长使得车辆数量迅速增加，导致城市里社会和环境条件逐步恶化，造成诸多问题，

如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非传染性疾病、家庭核心地位的下降、攻击性态度以及暴力等。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拉巴斯自治市政府确定，全体人口中大约只有 22% 会进行一些身体锻炼

或体育活动。然而，98 % 的人都承认体育锻炼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压力。

此项目旨在通过加强民众的体育锻炼，鼓励发展体育文化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应对此类

挑战。

寻求解决方案

在此项目中，波哥大区休闲和体育研究所 (IDRD) 在哥伦比亚国际合作署 (APC Colombia) 的

支持下，与玻利维亚拉巴斯自治市政府分享了其在 “无车日（Ciclovía）” 方案中所收获的知

识和经验。此项目从 2017 年持续到 2019 年，目标是增加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的使用

频率，并鼓励拉巴斯居民通过体育锻炼接受体育文化，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波哥大，“无车日” 方案已经存在了 40 多年。根据这一方案，在星期日和节假日，某些

道路上将禁止车辆通行，鼓励大家骑自行车和进行其他锻炼活动，如慢跑或轮滑。在 “无

车日”，道路成为了所有人免费的休闲空间，有助于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

该方案也帮助改善了城市流动性、促进了社会转型，让居民能够更好地进入安全而包容的

公共空间。方案还专注于增加自行车骑行，减少交通事故和尾气排放，为健康生活做出贡献。

在波哥大，该项目已经：

• 使 121 公里的道路成为了 “无车日” 公路 (40 年前推出之后一共增加了 116 公里 )

• 在无车日当天，平均大约有 145 万人在进行运动

• 改造了 2000 多个自行车停车场，并将其纳入到城市的大众交通系统中

• 制定并实施了官方方案，促进了自行车在日常交通中的使用

• 实施了 IDRD 移动应用，用于了解沿途的天气预报和活动安排

 

根据 “拉巴斯 Activa - Vía Activa” 项目，对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进行了技术访问，在拉巴斯

自治市政府、玻利维亚体育部和波哥大区休闲和体育研究所之间进行了经验和知识交流。

波哥大和拉巴斯的健康车道

以波哥大模式为基础，通过促进各年龄段人群在公共空间进行身体锻炼和体育
活动，提高玻利维亚拉巴斯自治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 APC-Colo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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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斯自治市政府表示，该项目旨在实现 “拉巴斯 2040” 

市政发展计划的目标之一，该计划强调了以促进休闲活

动改善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项目组织者探讨了与当地组织和机构可能建立的关系，

以促进开展体育活动，包括儿童精神运动游戏、舞蹈疗

法和有氧运动，以及柔道、空手道、卡波伊拉舞和太极

等其他运动。

在波哥大区休闲和体育研究所的支持下，拉巴斯自治政

府的专家们访问了波哥大，了解了夏季艺术节的设计和

实施。

此外，为政府工作人员举办了各种关于管理运动医疗设

备和激励老年人和年轻人进行体育活动的培训讲习班。

还为体育教师培训学院和圣安德烈斯市长大学的学生举

办了关于努力管理的讲习班。

在 “拉巴斯 Activa - Vía Activa” 项目下，在打造自行车道

方面，拉巴斯模式考虑了美洲休闲自行车网络成员波哥

大区休闲和体育研究所提出的所有建议。2017 年，波哥

大区休闲和体育研究所和拉巴斯市自治政府参加了在巴

拿马城举行的第十二届美洲休闲自行车网络大会。该网

络包括十多个城市，支持在各地创建自行车道。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分享 “无车日” 倡议，将其作为

一项创新方案，促进社会空间的创造，提供免费休闲活动，

促进身心健康，并通过降低噪音和改善空气质量来改善

环境。

在实施这一方案时，主要的挑战是在所有年龄的人口中

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这需要与当地社区进行大量的合

作。此外，该方案的实施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也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以增加 “无车日” 公路的

长度。

为了产生影响，该项目应去适应目标地区和目标人群，

加强团结，尊重地方原则，鼓励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参与，

考虑活动所需的设备，并在地方一级实施。

联系方式 ：

姓名：Luis Roa 先生

职务：三方合作协调员

机构：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 (APC-Colombia)

电子邮箱：luisroa@apccolombia.gov.co

姓名：Mauricio Franco De Armas 先生

职务：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协调员

机构：哥伦比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mauricio.franco@cancilleria.gov.co

项目名称 ：波哥大和拉巴斯的健康车道

国家 / 地区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

提名方 ：哥伦比亚外交部、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 (APC-Colombi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4、4.4、11.2、11.6

支持方 ：哥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哥伦比亚公共投资和外部融资部

执行实体 ：波哥大区娱乐和体育研究所、拉巴斯自治市政府、玻利维亚体育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9 年

实践网址 ：www.idrd.gov.co/ciclovia-bogotana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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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在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的成员国中，大部分的增长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由城市中心推动的。

到 2030 年，预计将另有 9000 万人迁移到城市地区。居民数量在 20 万至 200 万之间的中型

城市，预计将推动该地区实现 40% 的增长。但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并非不会遭遇挑战。快

速城市化会影响到很多方面，如造成城市拥堵、降低水和空气质量、制造新的贫困、加剧

不平等现象、拉大城乡差距以及影响公民安全和保障等。东盟国家的城市渴望应对这些紧

迫的挑战；然而，它们缺乏利用技术去实施智能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专长、工具和资金。

寻求解决方案

东盟成员国已经认识到，需要找到能够缓解快速城市化压力、提供综合公共服务和改善生

活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由新加坡举办的 2018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就

是与 26 个试点城市建立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

虽然许多东盟成员国已经将某些地区指定为智慧城市或已启动智慧城市发展项目，但 ASCN

是一个包容性的合作平台，将协同这些努力，将这些智慧城市聚集在一起，从而为建设东

盟共同体做出贡献。

ASCN 承认东盟共同体内部的多样性，不寻求强行实施单一体系。相反，它是一套适当考虑

了每个国家发展目标的国家制度。

合作是这一倡议的核心，ASCN 旨在促进与东盟外部伙伴、私营部门解决方案提供者和多边

金融机构在智慧城市发展和网络方面展开合作。为此，新加坡于 2018 年 5 月主办了智慧城

市治理研讨会，并于 2018 年 7 月举办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首届会议。为指导其活动，ASCN

协商并批准了无约束力的东盟智慧城市框架，并制定了智慧城市行动计划。

这些联系有助于促成与私营部门的银行可担保项目。试点城市已将目光投向本地区以外，

并与私营企业建立起了前途光明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 ASCN 快速扩张的全球影响力。

例如，印度尼西亚巴纽旺宜县与出版商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 (John Wiley and Sons) 之间达

成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巴纽旺宜 25 个学区学生的数字化学习。在泰国春武里，横滨城

市解决方案联盟正在支持开发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国际金融公司和 IBM 亚太区公司已承诺

在 TechEmerge 智慧城市项目上展开更广泛的合作，该项目旨在通过将科技公司与城市服务

提供商和城市政府相匹配，来改善东盟内部的城市服务。与私营部门建成的伙伴关系类型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

努力实现智能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以改善民众生活

©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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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表明东盟城市具有不同需求。

ASCN 也是成员城市与外部伙伴建立互利伙伴关系的平

台，将通过三方合作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例如，在美

国 - 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框架下，美国于 2019 年 7 月

开展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智慧城市项目，其中包括美

国 - 东盟智慧城市专题讨论会。新加坡和美国还于 2019

年 12 月联合举办了关于智慧城市的新加坡 - 美国第三国

培训方案研讨会。日本于 2019 年 10 月在东京召开了东

盟智慧城市网络高级别会议，韩国则于 2019 年 9 月组织

了东盟 - 韩国基础设施问题高级别对话和东盟 - 韩国智慧

城市论坛。在东盟 - 韩国纪念峰会期间，韩国还于 2019

年 11 月组织了首届东盟 - 韩国智慧城市部长级会议。韩

国国土、基础设施和交通部还邀请 ASCN 成员向 2020

年 K-City 网络全球合作项目提交申请，该项目已向各国

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实体开放。此项目旨在为海外

智慧城市项目提供项目计划制定培训和支持。澳大利亚

宣布了东盟 - 澳大利亚智慧城市计划， 2018 年 3 月为该

计划投入了 3000 万澳元。作为后续行动，澳大利亚与亚

洲开发银行建立了智慧城市信托基金。此外，东盟与中

国领导人在 2019 年 11 月举行的第 22 届东盟 - 中国峰会

上通过了《智慧城市合作声明》。

ASCN 建立的伙伴关系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外部

合作伙伴或私营部门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参与类型可能不

同，但他们都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增长、建设弹性基础设

施以及与城市合作实现包容性发展等。这种包容性的方

法是 ASCN 的标志。它在城乡结合部创造机会，不让任

何人掉队，并改善东盟公民的生活。

展望未来，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将邀请外部合作伙伴，如

非东盟智慧城市、多边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解决方案提

供者，与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和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城市合

作，探索互利伙伴关系，促进智慧城市发展合作，以改

善民众生活。

联系方式 ：

姓名：Joy Boo 女士

职务：副主任 

机构：东盟秘书处、新加坡外交部 

电子邮箱：joy_boo@mfa.gov.sg

电话：+65 9636 9125

项目名称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

国家 / 地区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越南

提名方 ：新加坡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9.4、9.5、9.b、9.c、11.3、17.6、17.7、17.17 

支持方 ：东盟秘书处东南亚国家联盟 ( 东盟 ) 互联司

执行实体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主席国（越南）、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牵头国（新加坡）、各东盟成员国负责监督智

能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别代表、各成员城市的首席智慧城市官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5

实践的网址 ：https://bit.ly/32w55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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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并正在融入信息社会。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电

气电子设备的获取和使用不断增加，产品生命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且许多产品的设计不

支持产品维修或重复使用。

因此，电子垃圾正在迅速增加。电话、笔记本电脑、传感器、电视和电池等旧的、损坏的

或过时的设备含有一些物质，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环境和健康构成较大风险。大多数电子

垃圾并没有予以适当登记，也没有使用适当的回收链或方法予以处理。

电子垃圾管理是阿根廷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考虑到环境、社会和经

济影响，电子产品在其使用寿命结束时必须可持续地管理。重要的是须知道不同类型的电

子垃圾是各式各样的，并且具有具体的特征。因此，必须负责任地对电子垃圾进行管理、

处理和处置。

寻求解决方案

作为联合国信息与通信技术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ITU) 致力于帮助会员国利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这也有助于解决电子垃圾问题。其活动包括确定指导方针、

提高认识、建设能力、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实施项目和向会员国提供直接援助等。

国际电联与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合作，于 2017 年建立了一个试点电子垃圾处理厂，旨

在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城市面临的电子垃圾问题提供具体对策。该项目采用多方利益

攸关方办法，让私营、公共和学术部门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共同努力提高对负责任地处

理电子垃圾和回收信息通信产品垃圾的必要性的认识。试点工厂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翻新电

脑，将其捐赠给弱势群体，包括拉普拉塔市的农村学校、当地社区和监狱等。该工厂与拉

普拉塔大学各专业的学生合作，包括工程和科学专业的学生以及负责工厂活动的其他人 

员等。

对项目进行了需求评估、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设计，以便在拉普拉塔大学和国际电联之间建

立费用分摊机制，由国际电联提供必要的设备并担任项目执行机构。拉普拉塔大学为项目

提供设施、技术人员，以及对项目实施和随后的运作地点进行日常监督。

试点电子垃圾处理厂

支持建设试点电子垃圾处理厂

©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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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拉塔大学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并在工厂的运营中

发挥各种作用。此外，还为学生以及对电子垃圾管理感

兴趣的其他人员组织了能力建设活动和培训。

在项目实施期间，开展了以下活动：

• 确定了试点电子垃圾处理工厂的场址

• 设计了工厂和流程

• 布置好了场地，包括配备了设备、电信、电力和其他

公用设施等

• 确定了所需设备的范围和技术规格 

• 采购了设备

• 制定了指导方针并建立了应遵循的流程和程序

• 招聘了相关人员

• 安装并调试了购买的设备

• 工厂已开始运营（ 2018 年 9 月 6 日举行了落成仪式）

 

该项目完成后，即建立起了一个全面运行的电子垃圾处

理试点工厂。为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分

享了这一优秀实践。通过信息共享和技术转让跟踪了有

关该项目技术方面的查询情况以及其他国家和学术机构

建立类似电子垃圾处理厂的方式等。

该工厂具有创新性；这是国际电联和拉普拉塔大学首次

就此类性质的项目开展合作。虽然该大学已经建立了一

个基础的电脑回收项目，但该项目未能解决 “减少” 和

“再利用” 的问题。新建的工厂囊括了电子垃圾处理中最

突出的三个 “R” 目标，即减少（reduce)、再利用 (reuse）

和回收（recycle）。

由于该项目的相关性和所取得的成功，该大学的电子垃

圾处理方案已得到加强。随着在处理电子设备以及修

复修理计算机设备和移动电话方面取得改进，该项目

已变得更加可持续。项目还引起了包括私营部门和学

术界在内的许多其他行为者的兴趣和参与热情，他们

希望在拉普拉塔大学的电子垃圾处理项目上进行合作。 

阿根廷政府也从一开始就支持该项目。

最后，该项目有助于创建和发起宣传运动，可提高当地

社区就电气和电子设备使用适当回收方法的重要性的 

认识。

联系方式 ：

姓名：Cosmas Zavazava 先生

职务：数字发展伙伴关系部临时主任

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电信发展局

电子邮箱：cosmas.zavazava@itu.int 

项目名称 ：试点电子垃圾处理厂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

提名方 ：国际电信联盟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9、3.d、11.5、11.6、11.b、12.4、12.5、12.a

支持方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执行实体 ：国际电信联盟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9L0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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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面临各种挑战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也面临着严重的预算限制和短缺

问题，新冠疫情爆发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

对城市开发项目而言更是如此。首先，公共预算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所有需求。其次，

很难确定资金的优先次序。鉴于公共预算不断缩减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地方当

局向智慧和可持续城市过渡以及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能力仍然有限。

寻求解决方案

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Habitat) 执行的 “可持续智

慧城市” 项目，旨在支持目标国家向智慧和可持续城市过渡，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和其他与城市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项目的目标是提高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黑山地方和国家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城市政策的能力。

此项目使用 “共建可持续智慧城市” (U4SSC) 关键绩效指标收集方法来评估一个城市的绩效，

并帮助为可持续智慧城市项目找到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

项目将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在城市居民的参与下，促进循证政策和各政府机构之间的纵向

与横向协调。由此，城市将更有能力解决城市特有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和缺乏负担得起的

节能住房等。

此项目部署了一个可从国家和地方两级决策者所使用的关键绩效指标 1 收集数据的综合框

架。关键绩效指标是一种自我评估工具，能够帮助城市确定自身优势和劣势，从而提高

绩效。制定这些关键绩效指标，是为了设定可用于评估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使城市变得更

加智慧和更可持续方面所做贡献的标准。一共设立了 91 项综合指标，涵盖城市生活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欧洲经委会的方法，贯穿了城市从项目评估到立法建议到具体

项目构想的整个过程。此项目还支持各城市组织与潜在投资者的研讨会，这些投资者可能

有兴趣提供必要的融资和投资。各城市利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估所产生的数据和证据确定可

持续城市发展的优先事项，并在实施建议时为做出投资决策提供基础。项目还进一步鼓

励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者利用关键绩效指标框架作为监测工具来评估该城市取得的进展。 

在欧洲经委会秘书处的领导下，正在接受关键绩效指标评估的各个城市为知识共享和同行 

 

1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可持续智慧城市关键绩效指标收集方法》（2017 年）

智慧城市 ：从城市绩效评估到创新的
融资解决方案
通过适用关键绩效指标并准备面向行动的计划与银行可担保融资项目，协助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的成员国向可持续智慧城市过渡

© UNECE

良好健康与
福祉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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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建立了一个宝贵的南南合作平台，这也有助于在城

市和国家之间转移相关知识和经验。

方法分为四步：

• 根据关键绩效指标编制《可持续智慧城市概况》

• 促进制定城市行动计划

• 支持从列表中准备至少两个优先发展项目概念，以向

投资者进行宣介

• 支持组织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研讨会，以确定对项目感

兴趣的投资者，从而进一步探索项目创新的项目融资

方案

项目涉及以下国家利益攸关方，其作用如下：

• 城市和 / 或国家政府，在城市设立一个工作组来收集

数据，为 91 个关键绩效指标提供信息，并帮助创建项

目想法清单

• 国家和地方统计局作为工作组的一部分，为关键绩效

指标提供数据

• 经济部和 / 或与投资者合作的城市部门，为城市制定

投资建议并吸引国际金融机构、风险资本公司等潜在

投资者的工作提供支持。

该项目的创新性体现在关键绩效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是一致的。因此，关键绩效指标的应用，使城市能

够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并评估其在地方层面所取

得的进展。此外，通过城市绩效评估，可以确定优先项目，

并将其与创新融资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PPP）模式 ( 以及改进立法等 ) 被认为是促进

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工具之一。最后，该方案鼓励居民和

主要利益攸关方参加并积极参与评估过程。

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加强地方当局评估城市绩效的能力来

评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通过将城市表现与关键绩效指标进行比较，可以更容易

地识别出哪些领域是对城市最重要的或城市在哪些领域

表现较好。评估结果会被纳入城市行动计划和规划文件，

由此确保了该过程的长期可持续性。

在可持续智慧城市的关键绩效指标评估基础上应用标准

化方法，为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开展进一步比较和基准

制定创造了机会。

因此，该方法可以作为对其他区域类似项目进行比较性

评价的方案。这种方法最初在亚美尼亚戈里斯 2 和乌克

兰沃兹涅先斯克 3 这两个城镇进行了测试。在沃兹涅先斯 

克，关键绩效指标评估被用于制定和通过一项到 2027 年

的城市发展战略，并实施在公共卫生、城市交通、能效

和其他领域的投资项目。

联系方式 ：

姓名：Gulnara Roll 女士

职务：城市发展、住房和土地管理委员会秘书

机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电子邮箱：gulnara.roll@un.org

2 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智慧城市概况：亚美尼亚戈里斯》

欧洲经委会 /HBP/192 

3 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智慧城市概况：乌克兰沃兹涅先 

斯克》欧洲经委会 /HBP/199 

项目名称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区域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下的可持续智慧城市

国家 / 地区 ：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黑山

提名方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6、3.9、6.1、6.2、6.3、9.1、9.4、11.1、11.3、11.5、11.7、11.a、11.c、13.1、13.2、13.3

支持方 ：联合国发展账户，第 12 批

执行实体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20-2023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nvh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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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污泥、有害垃圾、

粉煤灰和矿渣等废弃物方面面临着共同挑战。工业和城市废弃物不仅造成严重的污染，而

且影响环境和人类健康。

废弃物已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在越南，每年各种来源产生的废弃

物超过 1,500 万吨。废弃物的再利用、再循环、收集、处理和处置流程均可能对环境构成重

大风险。一些国家政府颁布了鼓励回收利用的政策，但大多数政府缺乏开发废弃物利用技

术的能力。就越南和泰国而言，两国国内获得先进废弃物利用技术的机会有限。

寻求解决方案 

由于燃烧温度高，用于生产水泥熟料的水泥窑也非常适合于高效利用各种废弃物。在中国，

水泥窑用于协同处置废弃物，以取代化石燃料和一些原材料。废弃物协同处置方式可以减

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回收能源，并有助于水泥厂长期节约成本。

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ICM）和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CBMA）与越南建材研究院

（VIBM）及泰国暹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SCG）合作，通过联合研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共同促进建筑材料行业的废弃物利用、节能和减排。该项目还致力于减少废弃物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造成的风险。

该倡议采用了下列方法来促进南南合作：

• 技术交流：举办了三场关于建筑材料行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讨会，来自中国的专家在

会上介绍了最先进的协同处置技术。

• 能力建设：在中国北京绿色建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泰安中联水泥厂和河北省北新

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涿州分公司等地，为越南和泰国两国人员安排了三次现场培训和

考察访问。活动以测试技术及清洁水泥和绿色建材生产为重点。

• 技术指导：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专家为越南水泥工业总公司水泥生产线的节能改造提

供了技术指导。

• 增强意识：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旨在通过分享先进的废弃物利用技术和经验，促进越南

建材领域的废弃物利用。8 名中国专家应邀发表演讲并分享各自的经验。来自越南建设部

建材局和 VIBM 的参与人员出席了研讨会。他们参加此次活动将有助于为越南建材行业制

定可持续发展政策。

“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建材行业废弃
物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促进建筑材料领域的废弃物利用、节能和减排

© ICM/C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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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迄今已取得长足进展，同时收获了以下重大成果：

• 近 820 名越南建材行业的参与人员获得关于废弃物利

用的技术信息。

• 大约 560 名泰国建材行业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和管理

人员掌握了与建材废弃物利用及清洁生产有关的技术，

这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创新和科研能力。

• 与 VIBM 及泰国 SCG 签署了两项关于未来可持续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从长远来看，这两项协议将促进更深入、

更广泛的南南合作。更多关于水泥、混凝土、耐火材

料及一些新材料的联合研发项目将启动。还将建立建

筑材料测试实验室。此外，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将

力求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程师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

机会。

• 该项目向越南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扶持，根据该

国下一个十年计划帮助建材行业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

和规范。这些政策和规范一旦得到实施，将显著改善

成千上万越南人民的环境和健康。

这两个受益国均强烈表示希望进一步与国际材料技术促

进中心及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开展合作。国际材

料技术促进中心、各组织机构以及越南和泰国政府正在

讨论扩大这项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倡议下的合作，以进

一步让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成为主流。

该项目采取的方法可以在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建材行业进

行推广，并适应《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涉及的其

他问题。

联系方式 ：

姓名：Juan Li 博士

职务：副主任 

机构：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ICM）/ 中国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总院（CBMA）

电子邮箱：lijuan@cbmamail.com.cn， lijuan_cbma@qq.com 

微信：lijuan273838

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 沿线亚洲国家建材行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 / 地区 ：中国、泰国、越南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4、17.9

支持方 ：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执行实体 ：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ICM）/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CBMA）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www.cbma.com.cn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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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气候行动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性别平等无贫穷

挑战

农业生产，特别是家庭经营，对于莫桑比克人民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福祉至关重要。虽

然生产潜力巨大，但该国目前的系统无法满足需求。莫桑比克国家减贫战略计划优先考虑

增加获得生产要素的机会，特别是妇女获得生产要素的机会，并强调适宜技术的提供。

与此同时，农产品商品化基础薄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限制家庭收入的增长。为

了改善市场准入，必须改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农产品收获后的处理、贮藏、保存和加工。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Gorongosa Café（戈龙戈萨咖啡馆）项目随之推出，旨在缓和森林砍伐

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促进农业综合企业发展，增加该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提高食品

安全。该项目以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与当地社区之间签署的一项协议为基础，将预留出 1,000 公

顷的土地用于种植蔽光生长的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这意味着将带来超过 5,000 公顷植被生态

得到恢复的受保护热带森林，并改善 2,500 多户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它还将确保 4 万公顷的

国家公园土地获得保护。

该项目的目标包括：

• 确定并改善咖啡生产系统（阿拉比卡咖啡）的环境可持续性，使用包括遮荫、间作以及

合理利用水资源和肥料等技术。

• 分析该地区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植物体的恢复力，并选择更适合区域条件的优良基因型。

• 评估引进罗布斯塔咖啡 ( 中果咖啡 / 科尼伦咖啡）的可能性，考虑到未来的全球变暖，这

种咖啡的植物体通常比阿拉比卡咖啡耐受更高的温度。

• 为整个咖啡价值链中的利益攸关方（农民及其社团、技术人员、交易商、学生、研究人

员和教师）提供培训。

 

通过培训生产、技术和科研方面的人力资源（农民、推广人员、技术人员、学生和研究人员），

该项目将：

• 通过引入或优化栽培技术，特别是在水资源和施肥方面，以及选择替代品种（阿拉比卡）

和 / 或互补品种（罗布斯塔），完善现有的咖啡生产系统。

• 起草一份作物管理优秀实践手册，重点聚焦决定性因素方面，例如全年保有植物体、收获、

加工和在当地贮藏咖啡的程序。

在戈龙戈萨国家公园实现可持续咖啡
生产

De Moçambique, com amor [来自莫桑比克，AMOR]

© Gorongosa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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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质量控制标准，调整质量认证体系，推广

Gorongosa Café 品牌。

 

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农学院植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生物多

样性实验室在咖啡研究，以及与莫桑比克和巴西的机构

在教学、高级培训和研究领域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些合作的重点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遗传基因分析和

选择，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巴西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拥有丰富的科研经验，提供

人力资源培训，以作物管理和植物改良为培训重点。由

于在咖啡种植领域有着悠久的研究、教学和推广历史，

这所大学能够通过最实际的方式作出贡献，为莫桑比克

的栽培管理（种植、施肥、修剪、收获等方面）和人力

资源培训提供指导。

莫桑比克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大力推广该项目，并在开

设生物多样性短期课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三名来自

戈龙戈萨国家公园的团队成员将直接参与该项目活动的

支持和监督工作。

卡蒙斯学院、巴西外交部合作署、里斯本大学、圣埃斯

皮里图联邦大学和戈龙戈萨国家公园都提供了财政支持。

该项目所得利润将百分之百用于资助戈龙戈萨国家公园

及其周边的环境保护和人类发展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三方合作考虑进行更大规模的结构性干预。它提供一种

方式，根据不同开发参与者（例如高校及民间社会组织

的传统捐助者和新兴捐助者）的相对优势和能够带来的

附加值，与他们建立多元化伙伴关系。该项目还将建立

超越传统南北合作方式的伙伴关系。

该项目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它联合其他合作机构发挥协

同作用，并成为分享和利用资源和专门知识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还提供相互学习活动，让所有有关各方都受

益匪浅。

凭借其针对特定背景的方法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该

项目成为拓展成功项目并取得主导权的典范。东道国认

可并受益于个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的附加值。

该项目以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为核心，所有活动都在其干

预逻辑范围内运作，确保改善主导权和领导能力，从而

提升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它还为拥有共同文化和

语言纽带的欧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和学术机构之间缔结伙

伴关系铺平了道路。最后，该项目力求通过与在专门知

识、技术和专业技能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满足东道国的需求并扩展发展合作倡议。

联系方式 ：

姓名：Nuno Vaz 先生

职务：专家

机构：卡蒙斯学院（葡萄牙外交部）

电子邮箱：nuno.vaz@camoes.mne.pt 

项目名称 ：在戈龙戈萨国家公园实现可持续咖啡生产

国家 / 地区 ：巴西、莫桑比克、葡萄牙 

提名方 ：土地、环境和农村发展部（莫桑比克政府）；戈龙戈萨国家公园（莫桑比克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5.a、12.2、12.8、12.a、13.1、13.3、13.b、17.6、17.9

支持方 ：里斯本大学农学院（葡萄牙）；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巴西）；戈龙戈萨国家公园（莫桑比克政府）； 

土地、环境和农村发展部（莫桑比克政府）；卡蒙斯学院（葡萄牙外交部发展署）；巴西合作署（巴西外交部发展署）

执行实体 ：里斯本大学农学院（葡萄牙）；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巴西）；戈龙戈萨国家公园（莫桑比克政府）；

土地、环境和农村发展部（莫桑比克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 至 2022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D2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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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挑战

纳米比亚的经济高度依赖采矿，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巨大。该国政府于 2017 年推出

的 “国家发展计划” 将旅游业和畜牧业确定为两大带头行业，以帮助不发达地区实现收入

来源多样化，降低对少量经济活动的高度依赖性。Otjozondu 地区的人口密度低，拥有丰富

多样的野生动物，大多数当地人以养殖绵羊为生。该地区也是每年成千上万游客趋之若鹜

观看猎豹的旅游胜地。然而，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猎豹袭击牲畜随处可见，经常被试图维

持生计的当地人猎杀。

寻求解决方案

在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和纳米比亚猎豹保护基金会的合作下，在纳米比亚

Otjozondu 农村地区实施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可持续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旅游援助计划，

以期改善当地社区的生计。还修建了奶酪和酸奶生产设施，并提供牛奶和奶制品加工培训。

对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该项目旨在加强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目标 12.2），

提高生产率和与自然生活协调（目标 8.4），通过创造当地产品来推广旅游业和促进就业（目

标 8.9），确保建立粮食可持续生产体系（目标 2.4），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目标 2.a），消除贫

困（目标 1.a）和通过保护自然生境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目标 15.5）。

致力于建造奶酪和酸奶生产设施的猎豹保护中心项目是长期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目旨

在根据纳米比亚国家目标，在当地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下，促进 Otjozondu 地区的发展。它

为该地区带来了奶酪和酸奶生产方面的知识和基础设施。该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不

仅创造收入，而且归由当地社区所有。

鉴于地方利益攸关方的需求需符合该国的国家发展计划，该项目全部采用补助金资助，用

作培训课程、设备和后勤费用。猎豹保护基金会发挥了推动作用，并确保该项目的创收活

动与野生动物保护挂钩。

在猎豹保护基金会项目中，TIKA 为奶酪和酸奶生产设施的建造和安装提供支持，这些设施

将充分利用当地生产的山羊奶。该设施的日加工能力为 300 升，建有设备齐全的奶牛场，

配有从土耳其采购的巴氏杀菌和标准化装置、白奶酪装置、酸奶装置和辅助装置。此外，

为第一批产品生产提供了 1.2 万套奶酪和酸奶容器。土耳其专家还针对当地生产者和猎豹

保护基金会成员举办了培训班。最终，牛奶加工能力得到提升，继而改善价值链（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4、12.2 和 2.a），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具体目标 8.9），鼓励粮食生产

纳米比亚猎豹保护中心乳制品设施安装
项目

在社区参与推动下促进自然生产和旅游业

© TIKA

无贫穷 零饥饿

体面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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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2.4）。这些活动将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具

体目标 1.a）；增加本地区的收入来源和建立适当的设施 ；

确保自然生活与当地生产之间的平衡（具体目标 2.a 和 

8.4）；以及为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具体目标 15.5) 的

地方举措提供支持，助力减少贫困。通过运用现代生产

技术，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限制追捕猎豹（是对绵羊

养殖的最大威胁之一）等野生食肉动物的狩猎行为。

该项目基于土耳其在牛奶生产方面的经验而开发，可在

所有发展中地区效仿推广。土耳其在牛奶加工领域的 

经验可作为在相关自然环境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发

展合作的基础。

联系方式 ：

名称：战略发展部

机构：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

电子邮箱：sgdb@tika.gov.tr

电话：+90 312 939 70 00

项目名称 ：纳米比亚猎豹保护中心乳制品设施安装项目

国家 / 地区 ：纳米比亚、土耳其

提名方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2.a、2.4、8.4、8.9、12.2、15.5

支持方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

执行实体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猎豹保护基金会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tr3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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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零饥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加勒比海地区饱受气候变化困扰，最近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今后仍将

延续。据一项研究估计，到 21 世纪八十年代，加勒比海地区的年平均温度将上升 1° 至 5° C。

加勒比海西北部地区（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和牙买加）的气候变暖预计将会更严重。

该地区气候条件的变化预计将对包括淡水资源和农业系统在内的多个关键资源和经济领域

产生不利影响。

寻求解决方案

牙买加的社区普遍认为养耕共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办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称：

养耕共生是将循环的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融合于单一生产体系中。在养耕共生装置中，

鱼缸中的水循环流动，先通过过滤器、植物生长床，然后向鱼流回。在过滤器中，将鱼

的排泄物从水中去除，首先使用机械过滤器去除固态废物，然后通过生物滤池处理溶解

的废物。生物滤池为细菌提供将对鱼有毒的氨转化为硝酸盐（更易于植物吸收的营养物质）

的场所。这一过程被称为硝化反应。随着水（含有硝酸盐及其他营养物质）流过植物生长床，

植物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物质，最后水流回到净化的鱼缸。这一过程使鱼类、植物和细菌

能够繁荣共生，并共同作用，为彼此创造健康的生长环境，前提是该体系达到适当平衡。1

 

同样地，鉴于土壤保持、水循环以及从鱼类向植物提供有机养分的优势，这项智能技术也

可以应对影响粮食生产和安全的气候变化挑战。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管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的支持下，牙买加参加了南南交流

活动，学习墨西哥在小规模和商业规模可持续养耕共生养殖方面的实践经验。这项举措直

接关乎牙买加农民如何利用技术来改善适应极端干旱和降雨条件等气候变化的能力。它还

有助于增加收入来源，整体提高农业生产力。

讨论、介绍展示和考察的重点是获取有关社区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伙伴关系的信息。

参与者还了解了建立并维持可行的养耕共生养殖场所涉及的过程，以及社区如何从各种不

同的养殖产品中获益。他们尤其了解到政府在制定必要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学术界

在开展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过与 Bobfish 养耕共生农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交流以

及向社区成员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咨询，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589号 

利用养耕共生技术实现可持续农业和
粮食安全

应对粮食生产挑战，同时利用养耕共生创造的环境效益

© GEF S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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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h 实施的良好做法和创新实践使得企业的业务大幅

增长和扩张。其中一些创新实践包括利用盐水增产和改

善粮食安全，以及将生物絮团技术与养耕共生技术融合，

以通过提高效率、增产和改善环境控制，创造更加可持

续的水产养殖方式。此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

结果表明，可以将斯努克鱼、鲳参鱼、黄鲷鱼、章鱼和

虾作为水产养殖的一部分进行培育，以供市场消费。还

有人建议，可以生产藻类和小型浮游生物，以喂养幼虫

期的鱼虾。

访问任务结束之后，根据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 Bofish 同意援助牙买加改进和拓

展养耕共生技术工作，并进一步提供农业政策制定指导。

自交流以来，牙买加环境健康基金会 (EHF) 已在克拉伦登

农村教区建起四个小规模养耕共生系统。EHF 是该国知

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在改善健康、环境和教育体系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6 年来，该基金会在牙买加管理的

重大项目超过 40 个，并取得重大成果，使儿童及弱势群

体和社区受益匪浅。

EarthStrong 是一个由女性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在牙买加

建立了首个商业化鱼菜共生系统。设计和施工均以减轻

灾害、促进农业活动为宗旨。该设施配备冷藏库，以减

少收获后留下的废弃物，不仅有助于粮食安全，而且完

全依靠太阳能运行。该系统最多需要占地 0.25 英亩，每

年可生产 11.9 万颗莴苣及其他绿叶蔬菜。

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组织均与不同的政府机构建立了伙

伴关系，包括农村农业发展局、牙买加农业协会和农业、

科学和教育学院（CASE）。这些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向农民

持续提供监督和技术支持。

养耕共生养殖从业人员和负责养耕共生政策制定的影响

力人士日益增加，使该国政府能够为农民适应和实施养

耕共生技术提供大力支持。EHF 和 EarthStrong 项目目前

都是示范点。他们将编写一份手册和技术资料，以帮助

目标受益者，特别是希望参与养耕共生养殖的当地农业

社区。手册将由墨西哥的团队审查。

联系方式 ：

姓名：Faradaine Forbes-Edwards 女士 

职务：项目经理

机构：牙买加环境健康基金会

电子邮箱： faradaineedwards@ehfjamaica.com ； 

ehf@cwjamaica.com

电话：+1 876-577-8829

姓名：Karla Black 女士

职务：执行理事

机构：EarthStrong

电子邮箱： karla1.black@gmail.com ；  

earthstrong.ja@gmail.com

电话：+1 876-546-0755

项目名称 ：通过养耕共生技术促进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

国家 / 地区 ：牙买加、墨西哥

提名方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4、9.a、12.2、12.8、12.a

支持方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执行实体 ：牙买加环境健康基金会

项目状态 ：已完成（将持续扩大）

项目周期 ：2018 至 2019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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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挑战

大米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大部分地区的主食，也是热带地区 20% 最贫穷人口的主要蛋白

质来源，人均可供应量高于豆类、牛肉和牛奶。虽然该地区的 23 个国家每年能生产 2,800

万吨大米，但仍然供不应求。整个美洲的水稻种植面积约为 720 万公顷，种植条件各异。

中美洲种植的水稻大部分用于维持生计。

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数百万以种水稻为生的人口而言，这两个地区的生产率普遍

低下，而且由于资源有限、气候多变，以及导致干旱频发、气温上升和水资源可利用量减

少的气候变化，农作物生产往往具有高风险。亟需解决方案来帮助提高水稻系统抵御气候

变化的能力，提高其生产力和竞争力，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寻求解决方案

水稻集约化系统可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现行常规生产方式带来的多种重大挑战，

包括生产力水平低、投入物使用量大 ( 种子、水和农用化学品 ) 和气候脆弱性。SRI 采用综

合方法，改变植株、土壤、水和养分的管理，可提高生产力和恢复力，同时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这一方法利用地方系统创新，助力降低水稻生产者易受气候变化产生的生物物理和

社会经济影响的程度。

2015 至 2019 年期间，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及其合作伙伴在整个美洲推广 SRI，包

括全国大米种植户协会 FEDEARROZ（哥伦比亚）、农业研究所（智利）、雀巢和 DANAC 基金

会（委内瑞拉）、农业部和农业研究所 （巴拿马）、农业多样化和社区发展协会（尼加拉瓜）

和康奈尔大学。目标是在生产者自有田间展示 SRI 的工作原理，并与他们合作，使相关实

践适应他们的生产条件。他们还在不同场所举办了由研究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咨询服务

提供人员参加的能力建设活动，以测验使 SRI 成为本地创新的可变因素，如种子品种、株

距和机械的使用。此外，该项目还将美洲水稻集约化系统网络中的利益相关团体和机构联

系在一起，然后该网络与其他区域网络及康奈尔大学水稻集约化系统国际网络与资源中心

建立的全球网络对接，以加快该地区的行动，并利用他人的知识和经验。

SRI 的生态农业方法基于四项原则，侧重于改变作物、水、土壤和养分管理。不论农民种植

水稻的地点或方法如何，这些原则均保持不变；不过，实施这些原则的做法可以根据当地

的条件和需要进行调整。

美洲可持续低碳农业创新模式——水稻
集约化系统

通过使水稻集约化系统（SRI）适应当地情况，促进粮食安全、竞争力和复原力

© I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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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项相互作用的原则是：

• 尽早仔细地确立健株

• 减少植株之间的排斥

• 通过添加有机物，提高土壤肥力和增强其生物相。

• 通过间歇性灌溉，避免水资源紧张，促进非淹水土壤

的有氧条件，实现高效的用水管理。

 

正在开展的水稻集约化系统工作主要针对农民和推广机

构，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当地条件开发和微调这一过程。

在每个不同的地方情况下，创新对于系统优化都是不可

或缺的。鉴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成

本高昂和匮乏，以符合 SRI 原则的方式实现其机械化成

为主要挑战之一。为了克服这一挑战，该项目从亚洲进

口了小型机械，并在农民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因地制宜，

对其进行了调整，以帮助插秧、除草和翻土。

与当今使用的大多数农业技术不同，SRI 并非基于物料投

入。相反，它主要涉及作物管理方面的社会文化变迁、

知识强化以及针对这种低投入体系的新思维方式。同样，

SRI 需要农民、技术人员和科学界齐心协力，共同确定并

完善能够产生最佳效果的做法。

该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生产者持续接受培训加以确保，

培训得到了 IICA 和不同合作伙伴组织的支持。为了展示

SRI 的益处和成果，举行的培训、双边交流、农民田间日

等活动已超过 30 场。区域讲习班也举办了两场，而第三

次讲习班计划于 2020 年举办，以确保在该地区致力于

SRI 的参与者之间相互交流知识。此外，每年还会举办

一系列网络研讨会，以惠及更多的受众。这些活动让逾

3,000 名技术人员、生产者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强化。

该项目还编写了技术手册、供生产者使用的小册子，以

及制作了用于支持数据记录和分析的工具。

利用 SRI，农民的产量增加了高达 40%，盈利率提高了

60%。他们节省了多达 90% 的种子使用量和 40% 的用

水量。他们还减少了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量。该系统还具

有其他优势，例如在强风暴期间减少倒伏，提高较大、

较长的根系对干旱的抵抗能力，植株和谷粒中的重金属

浓度下降。可将生物强化水稻品种纳入 SRI，以解决营养

问题。

SRI 技术是为了在各种水稻及其他作物系统中应用而开发

的，目前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部署。这种方法传播的主

要手段——通过实践及生产者之间的知识交流，使之能

够不断复制推广。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进展缓慢，但

IICA 及其伙伴仍不断致力于推进这一进程。

联系方式 ：

姓名：Kelly Witkowski 女士

职务：气候变化与自然资源项目经理

机构：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

电子邮箱：kelly.witkowski@iica.int

项目名称 ：美洲可持续低碳农业创新模式——水稻集约化系统

国家 / 地区 ：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巴拿马、苏里南、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提名方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2.2、12a

支持方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FEDEARROZ（哥伦比亚）、农业研究所（智利）、雀巢和 DANAC 基金会 

（委内瑞拉）、农业部和农业研究所（巴拿马）、农业多样化和社区发展协会（尼加拉瓜）、康奈尔大学（苏里南）

执行实体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FEDEARROZ（哥伦比亚）、农业研究所（智利）、雀巢和 DANAC 基金会

（委内瑞拉）、农业部和农业研究所（巴拿马）、农业多样化和社区发展协会（尼加拉瓜）、康奈尔大学（苏里南）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5 至 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xY7Hx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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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优质教育

挑战

气候变化已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中亚的半干旱和干旱气候可能会进一步干旱

化，从而影响粮食生产和水资源。据估计，自 1970 年以来，中亚的冰川已减少 25%，预计到 2040 年，

将消失同样数量的冰川。

在南高加索、南欧和东欧国家，气候模式的变化已经很明显，这些国家的气候模式变化越来越多地

伴随着严重的热浪和干旱。降水模式的变化和更为极端的天气事件，例如暴雨和罕见冰雹，也与气

候变化有关。

在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其影响以及减缓和适应策略方面，东欧、中亚和南高加索的公众仍然缺乏

教育和认识。大多数现有信息是为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而不是一般大众和年轻人撰写的。因此，迫

切需要缩小科学知识和社区认识之间的差距。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一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俄罗斯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信托基金，支持制定和实施

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创新互动式学习计划和工具包，名为 “气候箱”。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推动气

候教育和宣传、改变消费者行为以及向低排放和抗灾型社会转变，为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ECIS) 

地区的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作出贡献。

气候箱工具包和学校课程由俄罗斯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小组开发，对象是 7 至 16 岁的儿童。该工具

包包括一本供学生使用的插图教科书、“气候测验” 游戏卡、一张介绍气候变化可能影响的挂图，

以及一张带有如何减少碳足迹提示的海报。气候箱让学校老师能够与学生分享最新的气候变化知识，

并激励年轻人采取气候行动。课程很灵活，辅以小组活动、项目和实验。还有学生可以单独使用的

材料。工具包让教师和青年能够掌控气候变化教育，以互动的方式参与主题并在玩乐的同时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箱已经从一个互动式工具包发展为一个综合性气候教育计划，与教育部委、

学校和非正式教育活动互动。它得到了参与国国家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实现更加开放、综合、

更具吸引力和前瞻性的学习方法的更广泛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在气候箱试行的气候教育方法具有重

大意义。该计划在宣传和动员青年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同时支持教育机构、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

跨界合作与交流。该计划的当前阶段（2018-2020 年）建立在以往活动的基础上。气候箱教科书和

课程最初在俄罗斯开发和试行（2014-2015 年），然后进行了改编，以适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2016-2017 年）。该计划新阶段的对象是另外五个伙伴国家：亚美

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是在俄罗斯联邦政府、UNDP 

伊斯坦布尔区域中心 (IRH) 和相关 UNDP 国家办事处经过磋商后选定的。

该计划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在新的伙伴国家推广气候箱工具包，即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第二是提供支持和能力建设，将气候箱纳入八个受益国的

教育进程，即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第三是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和宣传，并加强基于气候箱平台的区域合作。

在每个国家，该计划都可帮助将学校、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组织、国际机构、

国家教育部和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部委召集在一起。在俄罗斯试点气候箱的俄罗斯专家通过主持培

气候箱 ：气候变化教育和意识项目

利用交互式学习工具包提高对气候变化可能对自然和人类产生的影响的认识

© UNDP 欧洲和独立国家 
联合体伊斯坦布尔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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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课程，针对工具包的本地化提供技术咨询，促进教师会议

和青年竞赛等国际活动，以及支持该计划的全球沟通和普及，

一直密切参与实施各项计划活动。

除了南北交流良好做法和知识之外，ECIS 地区参与国之间还

横向分享专门知识和做法。例如，来自中亚试点国家的代表

共同领导了在新的目标国家举办的气候箱相关培训和研讨会，

与同行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汲取的教训。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的专家帮助制定了气候箱用户指南（一种监测和

评估系统），还针对新参与国家目前采用的气候箱计划开发了

工具。

此外，所有八个受益国都有能力继续执行该项目，区域一级

所需的支持将减少。UNDP IRH 小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目

标国家的计划管理人员组织安排了一系列工作会，讨论该计

划的可持续性。该计划的发展已经有成功的例子。已与国家

教育计划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他倡议在俄罗斯 -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发展信托基金资助的活动范围之外也得到推动。所有

国家都在当地开展了后续活动，其中包括在没有国际专家参

与的情况下，为教师提供额外的培训课、与教育专家举行会

议以及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此外，在第三个组成部分下，为了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和宣传，

加强基于气候箱平台的区域合作，该计划正通过数字技术、

意识提升运动、区域和国际教师平台、学生竞赛、宣传活动

以及与政府部门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推广和分发气候箱，开

展广泛的全球和区域普及工作。

八个国家的学生受到气候箱的鼓励，在学校和社区实施了实

用的气候相关项目。每个国家的最佳项目分为两类在第一次

举办的国际学校竞赛中得到展示，即减少碳足迹以及气候变

化和水资源。2019 年 4 月，来自七个受益国每个国家的三名

获胜者、来自俄罗斯的三名获胜者和来自在莫斯科地区实施

的合作伙伴 “Ecopolis” 工具包项目的两名获胜者被选中参加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最后一轮国际竞赛。另有 16 

名学生为此次活动准备了项目海报。八名获胜者有机会参加 

2019 年 6 月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主题夏令营。夏令营的主题

以能源效率和个人参与自然保护为重点。还向来自 ECIS 地区

参加夏令营的 100 位年轻人介绍了气候箱教育计划。 

在该计划的这一阶段，为来自参与国的教师和教育专家举行

了两次关于气候教育的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与会者超过 55 人。第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与会者超过 80 人。

这两次会议均由国家教育部、俄罗斯联邦外交使团的代表和 

UNDP 国家办事处的代表宣布开幕。与会者建议为教师设立一

个新的教育气候模块，该模块目前由参与国的教育和气候问

题专家国际小组开发。

迄今为止，该计划已惠及 8 个受益国和俄罗斯的 5 万多名学

生和 3,000 多名教师。此外，还在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和俄

罗斯联邦莫斯科地区自筹资金开发了本地化工具包的特别版。

2020 年，塞尔维亚自愿加入该计划，ECIS 地区以外的国家已

表示有兴趣参与气候箱活动。气候箱有 13 种语言版本，包括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以及参与国家的

国家语言。它已在巴黎、波恩、卡托维兹和马德里举行的联

合国气候会议上作过介绍。

该项目的地理规模确保了它的可复制性。现有工具箱已被翻

译成多种语言，有助于更广泛地推广这一良好做法。

联系方式 ：

姓名：Natalia Olofinskaya 女士 

职务：减少气候和灾害风险小组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伊斯坦布尔区域中心

电子邮箱：nataly.olofinskaya@undp.org

WhatsApp ：+90 543 5323046

项目名称 ：气候变化教育和意识项目：气候箱 

国家 / 地区 ：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俄罗斯联邦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7、4.c、13.3

支持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俄罗斯信托基金（俄罗斯联邦政府）

执行实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伊斯坦布尔区域中心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D6Jjkc 和 https://climate-b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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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挑战

气候变化对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力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他们高度依

赖季节性作物，容易受到不可预测的快速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柬埔寨，小规模农户在产品

质量、病虫害损害和生产技术（特别是淡季技术、种子管理和收获后技术）方面面临的挑

战甚至更大。此外，所有商业生产中有一半依赖海外市场。

柬埔寨农民可以通过采用适当且相关的技术，例如温室、农业残余物制成的堆肥、虫害防治、

收获后技术和包装等，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寻求解决方案

为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启动了 “泰柬发展合作” 项目。其目的是分享泰

国在气候智能农业技术方面的最佳做法，以提高柬埔寨的环保果蔬作物生产力。该项目旨

在使农作系统适应气候变化，重点是马德望省的淡季水果生产以及柬埔寨暹粒省的蔬菜 

生产。

该项目为期三年，目标是提高农耕区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并通过在某些农业社区开

展有关研究和开发的强化能力建设计划加强合作。该项目的成果包括：气候变化抵御能力

和适应指南、各种利益相关方和相关机构的能力建设、选定省份的示范区以及柬埔寨的标

准化气候适应实践。

将开展考察访问，以收集和综合有关泰国和柬埔寨农作系统的数据。一旦收集到足够的数据，

就会举办一系列培训课程和研讨会。这些活动的制定适应柬埔寨农业实践的背景，目的是

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指南。

因此，为包括政府官员、智慧农户和农业社区负责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设计了能力建

设计划。利益相关方还参与开发内容和培训计划，以及为柬埔寨的目标社区开展培训师培

训活动和现场培训。

此外，马德望省和暹粒省还在建立示范区。专家被派去开展调查、选择农场，设立果蔬生

产示范区。泰国专家与柬埔寨利益相关方一道为示范区制定经营计划，监测其执行情况，

并综合在运用气候变化适应指南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利用这些指南，气候适应做法以及

监测和评估系统将扩大到柬埔寨其他社区。

泰国 ：促进柬埔寨农业社区的气候抵御
能力

提高柬埔寨具有气候抵御能力的果蔬作物的生产力

© TICA

无贫穷 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
福祉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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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专家分享的适合果蔬生产的气候智能农业技术采用

迷你喷水灌溉系统来节约水和劳动力，这有利于长期投

资。此外，专家们还采用了一种生防作用物（昆虫致病

性线虫）来防治有机蔬菜作物虫害，以环保的方式改善

健康和安全。在目标社区建立示范区和温室后，柬埔寨

农民得以利用当地材料降低有机蔬菜生产成本。泰国专

家还分享了收获后、加工和营销方法。此外，该项目还

帮助建立参与式担保制度，使产品能够打入有机蔬菜市

场并在柬埔寨的超级市场出售。

当地农业官员已经能够把为该项目下开发的水果和蔬菜

作物气候智能农业技术的良好做法运用于柬埔寨其他社

区。马德望省有三种水果作物的五个示范区，重点是提

高生产力和淡季水果生产。另外还建立了 25 个扩大示范

区，其中 6 个柑桔园示范区，14 个芒果园示范区和 5 个

龙眼园示范区。暹粒省和马德望省共有 7 个蔬菜示范区

和 30 多个扩大示范区。

由于该项目，柬埔寨的农业社区得以采用具有气候抗御

能力的农作方法。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3 所述，该

项目帮助加强了抗御力和促进各种机制，以提高柬埔寨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些活动加强了发展合作，

以实施旨在消除贫困 (SDG 1) 以及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健康 

(SDG 3) 的方案和政策。在该项目下，生产力提高了一倍，

成本得到降低，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 (SDG 2) 得到保证。

这些结果还通过与合作伙伴分享泰国制定的知识和最佳

做法，加强了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 (SDG 17)。

柬埔寨正在进行的项目计划于 2020 年完成。聪明的农民

计划根据气候变化适应指南，继续在其社区进行淡季农

业生产。该项目的关键成功在于社区农民的主人翁感。

该项目从原来的 12 名参与者扩大到 57 名农民，他们都

在运用在项目期间分享的可持续耕作技术和方法，从而

提高在柬埔寨各地其他社区推广这些技术的可能性。这

也为泰国和柬埔寨今后几年在粮食安全、价值链和气候

变化适应方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联系方式 ：

姓名：Pin Sridurongkatum 女士

职务：发展合作干事

机构：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署 (TICA)

电子邮箱：pinsridurong@gmail.com

姓名：Somchai Boonpradub 先生

职务：资深专家

机构：泰王国政府农业与合作社部农业司

电子邮箱：boonpradub@gmail.com

项目名称 ：促进柬埔寨农业社区的气候抵御能力

国家 / 地区 ：柬埔寨、泰国

提名方 ：泰国外交部国际合作署 (TIC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2.3、2.4、2.a、3.9、13.1、13.b、17.6、17.9、17.16、17.17

支持方 ：TICA

执行实体 ：TICA ；泰国农业与合作部农业司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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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挑战

巴基斯坦人口有 60% 以上（2.17 亿中的 1.3 亿）居住在农村地区，农村人口占该国穷人的 

80%。巴基斯坦非常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其经济高度依赖气候敏感、灌溉和雨水灌溉

农业以及畜牧业、渔业和林业活动。该国长期缺乏降雨，河水流量低，其间还有高强度的

山洪暴发。不断发生的干旱和暴洪都造成了国内居民流离失所。此外，巴基斯坦是该地区

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占陆地面积的 4%。自 20 世纪初以来，年平均地表温度和不稳定

的天气模式一直呈上升趋势。巴基斯坦目前在面临水资源短缺的 167 个国家中排第 23 位，

其中农业和家庭用水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该国的 2025 年愿景优先考虑以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式获得充足、可靠、清洁的水和食物。为实现这一目标，巴基斯坦需要根据可持

续发展目标 (SDG) 建设一个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部门。

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在生态安全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它还利用知识和技术提高抗

灾能力，解决气候变化适应适应和缓解问题。

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与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合作，交流知识和加

强经验分享。IFAD 巴基斯坦办事处、IFAD 中国办事处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SSTC 融资机制管

理者担任协调中心。采用了参与式方法来激发讨论和行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与中国和

巴基斯坦的国家农村支持计划署分别进行了讨论，以确定该项目的目标。已提议举办促进

农业发展合作的研讨会，讨论农村社区具有气候抵御能力的农业发展、森林采伐、荒漠化

和水安全。

2019 年，IFAD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举办了研讨会。9 月下旬确定了两个执行伙伴，以

接触项目受益者，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从业人员、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农村组织。中国

农业科学院下属的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负责分享中国的最佳做法，农发基金驻巴

基斯坦国家办事处则牵头评估当地需求。根据关于贫困的 SDG 1、关于饥饿的 SDG 2、关于

气候行动的 SDG 13、关于陆地生物的 SDG 15 和关于伙伴关系的 SDG 17，该倡议的具体目

标是展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最佳气候抵御能力农业实践，重点是森林采伐、 荒漠化和水管

理。该倡议还寻求在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相关从业人员、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农村组织之间

建立一个网络。

农发基金 ：促进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
气候抵御能力和农业合作

促进巴基斯坦具有气候抗御能力的农业和再造林

© I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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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 50 人参加了研讨会。除了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

特邀发言人以外，与会者还包括省和国家一级的高级政

府官员、专家、研究人员、私营部门参与者、非政府组织、

来自农发基金资助的项目和执行伙伴的代表、大学教授、

学生以及媒体代表。一位中国农业外交官强调了中巴经

济走廊 (CPEC) 的农业合作战略。来自巴基斯坦的与会者

增强了对中国广泛使用的气候适应型作物耕作制、农业

技术和塑料薄膜覆盖的了解。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与会

者了解了森林采伐和荒漠化的解决办法，包括社区参与、

意识提升、私营部门参与（例如 Chilgoza 坚果 1、药用植

物和牧场管理等领域）、适当的土地利用规划、生态旅游

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REDD+)。

特别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代表表示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包

括雨水窖在内的中国微灌技术。双方就如何让中国的农

业技术和经验适应巴基斯坦的情况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行动，以期在巴基斯坦农村社

区推广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农业技术。

1 Chilgoza 是巴基斯坦产的一种坚果。旁遮普省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 Chilgoza 松林纯林，面积 260 平方公里。Chilgoza 松林

在维持生态和环境平衡以及为当地社区提供收入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国际组织（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一直与私营部门参与者合作，鼓励当地人在 Chilgoza 坚

果的可持续价值链中发挥作用，以便可持续地使当地社区摆

脱贫困。

此次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是实现该倡议目标的第一步。根

据国家发展战略和 IFAD 巴基斯坦国家战略机会方案，将

采取进一步行动制定项目和政策，促进巴基斯坦具有气

候抵御能力的农业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IFAD 还将寻

求与其他发展举措（如 CPEC 农业合作倡议）的协同增效

作用，以最大程度提高巴基斯坦小农户的利益。

今后，IFAD 巴基斯坦办事处将牵头探索制定试点计划的

方法，特别是研讨会期间分享的技术。它还将通过正式

和非正式互动，包括专家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学生和

私营部门参与者的接触访问和交流，努力加强和推动南

南合作。技术培训将在两国试点开展，以支持投资。试

点计划完成后，该倡议将探讨这两个国家私营部门的参

与，以提供可持续的支持并促进技术转让。

联系方式 ：

姓名：Hubert Boirard 先生

职务：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国家主任

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电子邮箱：h.boirard@ifad.org

项目名称 ：农发基金南南技术合作倡议：巴基斯坦与中国建设气候抵御能力和可持续再造林经验分享研讨会

国家 / 地区 ：中国、巴基斯坦

提名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2.1、13.3、15.3、15.4、17.3、17.4 

支持方 ：中国政府、巴基斯坦政府、IFAD

执行实体 ：IFAD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Bur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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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挑战

马尔代夫由印度洋上 1,200 个岛屿组成，拥有近 40 万人口，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国家。大

多数岛屿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其中 80% 的岛屿仅超出海平面一米。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

马尔代夫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其他岛屿国家很快就会消失。海岸线已经在快速变化，科学家

预测，到 2050 年，海平面上升将淹没大部分岛屿。

马尔代夫还面临着不断受自然事件影响的风险，如热带气旋、风暴、雷暴、干旱、暴雨造

成的洪水、风暴潮、涌浪和海啸。马尔代夫群岛还面临与气候有关的危害，例如季风模式

的变化以及海平面和地表温度的上升。这些事件的后果显而易见，当地人已经感受到它们

的影响。

寻求解决方案

Dhiraagu Plc（马尔代夫一家电信公司）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马尔代夫办事处之间的

公私伙伴关系 “无人机增强抗灾能力” 项目旨在推广使用无人机技术进行马尔代夫社区抗

灾规划。

项目的重点是整合无人机，以绘制四个岛屿的详细实时地图，用于灾害风险评估。收集的

数据提高了地方当局的备灾和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地方和国家官员还使用这些地图进行土

地使用规划，以及用于确定群岛的高风险区域和安全区。

项目的目标是提高马尔代夫南部阿杜市进行风险知情规划和制定循证气候行动计划的能力。

尽管数据是规划具有抗灾能力的社区的先决条件，但在马尔代夫，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为

减少灾害风险 (DRR) 而收集数据是一项挑战。因此，该项目提供了关于整合现有测绘工作以

创建基于证据、数据驱动的灾害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收集的数据将同时提供给国家决策

者和当地社区。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来自阿杜市议会、马尔代夫红新月会 (MRC) 阿杜分会和 Dhiraagu 的

代表获取了阿杜市所有有人居住岛屿的无人机图像。图像处理完后，它们将在地理信息系

统 (GIS) 中使用。国家灾害管理局 (NDMA) 协助利用 MRC 收集的风险和危害信息对这些图像

进行分层。然后，阿杜市议会将这些地图用于考虑了灾害的循证规划。委员会还可以对更

多信息进行分层，以便在 DDR 范围以外的城市规划中使用。国家灾害管理局内部成立了一

个新的次级单位，作为综合灾害信息和协调的主要中心。

无人机增强抗灾能力

加强马尔代夫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的国家能力

© UNDP 马尔代夫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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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成立的次级单位的任务是缩小数据、数据整合、

测绘和灾害信息系统方面的差距，但该项目也加强了测

绘和后期分析的能力。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加强气候相关灾害和自然灾

害抗灾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具体目标 13.1，在阿杜市举办

了为期两天的关于使用无人机进行抗灾能力规划的研讨

会，有 20 人参加。研讨会在 Dhiraagu 和 UNDP 马尔代夫

办事处的伙伴关系下举办，介绍了无人机技术、关于操纵、

飞行规划和执行的实践课程、无人机测绘的风险和局限

性以及规管无人机技术的地方法规。

UNDP 与一名顾问一起帮助促进了培训。受过培训的志愿

者小组制作出图像后，顾问将处理原始数据以创建正射

马赛克地图，地图将连同新购买的无人机一起移交给委

员会，以供将来的规划使用。UNDP 通过当地供应商采购

无人机，Dhiraagu 则提供资金。

无人机技术可用于灾害风险测绘，无人机操作员需要的

培训也很少。使用无人机来改进地方灾害信息系统是增

强当地能力和收集可靠、实时、高质量数据以改进地方

灾害预防和行动计划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此外，

无人机培训在未来的风险评估阶段可能也有用，也可以

用于其他领域。最后，向当地社区提供培训鼓励了他们

参与寻找解决办法，并有助于提升环境意识。

这一创新项目将无人机测绘与捕获高质量图像的技术相

结合，目的是改进过去通过私营电信公司访问的地理信

息系统。参与者了解到当地关于无人机技术的法规，并

帮助调整这些法规。UNDP、MRC、地方社区、地方政府

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这种协作是地方一级成功公私伙伴关

系的一个例子。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创新可以用于其他

领域，例如住房规划、绿色项目、公用事业测绘和海岸

侵蚀监测，特别是，如果这些创新能够与卫星图像联系

起来的话。这种伙伴关系可以在马尔代夫的所有环礁上

推广扩大。

关于可持续性，马尔代夫正朝着财政分权的方向发展。

地方岛屿理事会将获得 40% 的地方收入和 5% 的国家预

算。他们将制定并管理自己的计划和预算。这种伙伴关

系可以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而纳入以社区为基础的减少

灾害风险计划，以确保这种培训和扩大的测绘能够融入

地方政策。

在可复制性方面，国防部下属的 NDMA 从一开始就参与

进来，最有条件确保将这些良好做法纳入其他领域和地

方预算。这种伙伴关系模式也可以在其他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推广。推广使用无人机以提高抗灾能力的潜力取决

于三个组成部分：成本效益、地方能力发展，以及当地

减少风险行动计划所需的可靠、高质量的信息。

联系方式 ：

姓名：Ahmed Shifaz 先生

职务：复原力和气候变化助理驻地代表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马尔代夫办事处

电子邮箱：ahmed.shifaz@undp.org

项目名称 ：无人机增强抗灾能力

国家 / 地区 ：马尔代夫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马尔代夫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b、13.1 

支持方 ：Dhiraagu Plc

执行实体 ：UNDP 马尔代夫、马尔代夫阿杜市议会、马尔代夫红新月会 (MRC) 阿杜分部、国家灾害管理局 (NDMA)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tinyurl.com/trklo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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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挑战

欧亚大陆腹地是典型的干旱气候，占世界干旱地区的三分之一。这个干旱地区容易发生一

系列灾害，特别是洪水、地震、山体滑坡、干旱和荒漠化。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社会委员会 2012 年公布的统计数字，过去十年，中亚发生了 16 次地震，经济损失共计 2,400 

万美元。洪水影响了 19% 的人口，每年平均造成 5,01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包括干旱和荒

漠化在内的气候灾害影响了 7.2% 的人口，造成了 1.07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包括荒漠化、洪水和滑坡在内的自然灾害方面卓有成效。为了在易

受灾地区建立减少灾害风险 (DRR) 和气候变化适应 (CCA) 机制，已经做出了大量努力。自 

2011 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一直在实施气候变化适应项目，旨在加强易受气候

风险影响的地方社区的机构能力和抗灾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东欧亚大陆，与五个中亚国家接壤，是中国旱地面积最大的省份，

气候条件类似。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自治区政府与中亚各国的学院和机构建立了

密切的伙伴关系和富有成果的科研合作关系。

为了加强区域国际合作，分享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机制，

促进中国与邻近中亚国家之间的知识共享。该项目的目标是提升公众的灾害预防意识，加

强中亚国家的减少灾害风险能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该项目借鉴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经验和技术，旨在提供一个指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中亚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

作为项目管理者，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XIEG) 负责项目运作，并为项目活动的实施和发

展提供技术支持。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 (RCEECA) 作为合作伙伴负责执行具体的项目活

动。作为政府代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与 UNDP 合作，监测项目执行情况，

确保项目的总体监督和质量保证。

关于所采用的方法，采取了以下步骤：

• 建立一个平台，创建了减少灾害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分中心、生态系统实地观测站

和研究网络以及信息分中心，以加强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 建立技术试验示范点，以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减少灾害风险技术和促进当地社区的知识

减少灾害风险，提升国家抗灾力

降低风险，提升抗灾力

© UNDP 中国办事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299



项目名称 ：中亚综合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

国家 / 地区 ：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中国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1、13.3、13.b、17.9、17.16、17.17

支持方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XIEG)、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 (RCEECA)

执行实体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c31u4

共享。

• 针对中亚的洪水和干旱灾害，收集历史信息并建立灾

害数据库。

• 针对中亚的洪水和干旱灾害制定风险图，并为萨雷斯

湖拟定了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 通过研讨会、实地考察、政策对话和其他交流举措进

行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制定减少灾害风险 / 适应

气候变化政策。

 

该项目取得了以下成果：

• 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和杜尚别设立了三个 RCEECA 

分中心。每个分中心有一个信息分中心、联合实验室、

实地观察站、研究站和农业技术示范基地。这些分中

心充当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科学、技术和教育合作的

重要平台。它们在促进生态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利用

资源、农业发展、矿物资源勘探、灾害监测和预警系

统领域的合作和人员培训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 为了观测和评估生态系统对中亚干旱地区气候变化的

反应，沿阿尔泰山脉、天山北坡、天山南坡和帕米尔

山建立了 12 个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和研究站。

• 在中亚国家升级或建立了五个试验示范点。重点是哈

萨克斯坦的农业节水和盐渍土改良、乌兹别克斯坦的

农业节水、塔吉克斯坦的高产农业、吉尔吉斯斯坦的

设施农业和安全饮用水。

• 为建立灾害以及中亚洪灾和旱灾相关历史资料的初步

数据库，对中亚各国的纸质记录进行收集、专业翻译、

登记和数字化。

• 针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洪灾和哈萨克斯坦

的旱灾，制定了风险图。

• 利用萨雷斯湖 Uoy 水坝的高精度无人机数据，结合地

震、地质和水文方面的历史数据，对水坝安全和洪水

防控进行了全面分析。编写了报告并提交给塔吉克斯

坦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

• 开展了大约 9 次减少灾害风险技术培训、4 次无人机和

遥感技术培训，以及 1 次关于撰写科学论文的培训。

• 成功组织了 10 多次国际研讨会和讲习班以及一个高级

别论坛。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7,500 多名参与者分享了

知识，交流了经验。

 

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很容易推广，在 RCEECA、

XIEG、CICETE、UNDP 中国办事处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学术机构的

支持下，已成功完成。该项目的合作模式和活动可以在

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后的项目中推广，只要这些国家有着

与该项目的目标和结果相符的相关需求。该国政府和地

方科研机构还必须愿意参与并提供支持。此外，该项目

的技术和成就必须适合当地情况，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

人力资源来支持项目的实施。

联系方式 ：

姓名：Sujuan Zhang 女士

职务：全球伙伴关系集群中国南南融资机制小组负责人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中国办事处

电子邮箱：sujuan.zhang@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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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挑战

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寻求相关解决办法的关键。很难确定在非洲法语国家及其他地区复制和推广的良好

做法。非洲农村社区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有限。此外，社区组织也未能有效地参与南南合作

努力。许多非洲法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脆弱。此外，还缺乏能力、资金和获得负担得

起的技术，公共当局的支持也很薄弱。

寻求解决方案

非政府组织 Initiatives Climat [气候倡议](IC) 的目标是通过非洲法语国家的南南合作应对气候

变化，并以下列方式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 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做法，并在国际活动期间和媒体平台上推广这些做法。

• 向非洲法语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 (CSO)、绿色和社会企业家传授现有的良好做法和技术。

• 让项目负责人参与执行具体的南南合作项目。

 

为社区、民间社会组织、绿色青年企业家和市政当局建立了学习平台和最佳做法数据库。

为推动平台上的参与度，IC 组织了一次年度竞赛，以确定最佳实践，获胜者获得了奖项。

结果，该平台目前有 230 项举措，已成为了解和分享良好做法、设计理念、学习他人经验

和实施项目的宝贵工具。

为了促进在 15 个法语非洲国家的项目负责人之间获取新知识和传播新做法（包括技术转

让），IC 组织了四次协同培训和两次关于太阳能、绿色炭和农业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研讨 

会班。

这些技术转让培训和研讨会让该计划能够确定受益者的当前需求，并实地采取具体行动。

它们还提供了传播信息、比较各国之间情况和共同应对常见问题的机会。因此，项目负责

人能够通过审查他人使用的方法找到解决他们所遇到困难的办法。例如，塞内加尔与几内

亚和摩洛哥分享了在太阳能方面的经验，目前有 10 个国家正在努力根据研究与开发研讨会

期间设计的原型生产绿色炭。此外，塞内加尔为种子储存开发的 “改进传统粮仓” 模式现

在也已在六个国家推广。

除了在线数据库外，新闻中心还建立了多个社区网络，包括由来自 13 个非洲国家的通讯员

组成的网络，他们识别良好做法和技术，并分析当地改进和提升这些做法和技术的需求。

非洲法语国家气候变化问题南南合作

通过加强非洲法语国家的南南合作防范气候变化的后果

© GEF 小额赠款计划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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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绿色炭集群是一个由来自 10 个国家的生产者组成的

网络，他们交流有关绿色炭生产和商业化的知识，包括

认证相关信息。致力于农业生态学的项目负责人网络建

立了一个非洲种子库，成员定期交流有关创新做法的知

识。由来自 15 个非洲国家的绿色企业家组成的网络每年

在年度非洲法语国家青年与绿色创业论坛期间相聚一次，

审查进展和挑战，设计新的共同解决方案，促进南南合作。

由于 IC，在数据库中确定的项目负责人（尤其是 IC 获奖

者）提高了他们在地方当局和政府中的声誉，让他们能

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联系方式 ：

姓名：Meriem Houzir 女士

职务：气候倡议非洲法语国家计划主席兼协调员

机构：Initiatives Climat 

电子邮箱：houzirmeriem@gmail.com 

WhatsApp ：+212 622 117 038

项目名称 ：非洲法语国家气候倡议

国家 / 地区 ：阿尔及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加蓬、几内亚、 

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突尼斯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全球环境基金 (GEF) 小额赠款计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1、7.1、7.2、13.3

支持方 ：瑞士发展合作组织、GEF 小额赠款计划、UNDP、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执行实体 ：Initiatives Climat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www.initiativesclima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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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Rio+20) 期间确定的优先事项和关切事项为建立一个国际实体提供

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平台，促进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广泛且更多地采用绿色

经济。这样的实体能担当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和知识共享的平台。

作为回应，世界绿色经济组织 (WGEO) 应势成立，以支持为广泛采用绿色经济模式而新出现

的全球行动。

作为向绿色经济过渡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伙伴，WGEO 将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潜力，

在全球范围内平衡增长与公平，以便与传统的南北合作模式形成互补。

寻求解决方案

为实现 WGEO 雄心勃勃的议程和长期愿景，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帮助围绕七个 

WGEO 伙伴关系平台进行了行动动员。UNOSSC 在该项目中的作用还包括展示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模式在进一步促进采用绿色经济办法以及加强其强度和活力方面的有效性。UNOSSC 

与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帮助将 WGEO 的价值观与其众多利益相关方的需要和愿望联系起来。

考虑到 WGEO 大多数利益相关方和受益者来自全球南方，UNOSSC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基金和计划合作，支持 WGEO 的伙伴关系动员和全球普及工作。

为此，UNOSSC 通过其支持的相关举措促进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分享，例如每年的全球南南

发展博览会、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和智库网络。

伙伴关系动员的重点是让利益相关方作为 WGEO 的潜在成员或合作伙伴参与其任务的执行。

WGEO 的成员资格对以下组织和机构开放：

• WGEO 成员国政府

• 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基金和计划，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等等

• 符合最高声誉标准的私营部门实体、金融机构、慈善组织及其他实体

• WGEO 成员国或潜在成员国的市镇（智能城市）和其他构成单位或政治分支机构，以及

市政当局和城市的协会或其他合作事业单位

• 领先的学术机构，包括其活动与 WGEO 相关的研究教育机构

• 在多个国家有经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是 WGEO 的成员国

• 由 WGEO 成员国或潜在成员国相关当局支持的青年协会或组织

 

推动绿色经济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促进绿色经济的全球行动建立国家间联系并促进伙伴关系

© UNO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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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普及工作主要侧重于促进广泛采用绿色经济模式的

总体宣传举措、推广本土制度和机制以实现包容性绿色

经济，以及扩大该领域的研究和知识共享。产生了一些

可交付成果，以便为进一步合作创造平台，构建世界各

地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发展议程中采用和推进绿色经济战

略的能力。

该倡议产生了一系列战略成果，包括：

• WGEO 高管培训是一个知名品牌，是通过接洽战略合

作伙伴创建的，其中包括国际太阳能联盟、全球绿色

增长研究所 (GGGI)、UNDP、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

• 共有 330 名高管和从业人员接受了培训，其中包括世

界各地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机构的

代表。

• 政策对话得到促进，而且，通过全球 91 个国家 535 名

官员在五次绿色经济区域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声

明，促成了广泛利益相关方拥有和分享的具体政策建

议。

• 关于绿色经济的政府和机构协调中心网络已经建立，

并保持着定期联系。

• 促进了与 GGGI、UNFCCC、联合国全球契约、国际太阳

能联盟、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巴西非洲研究所、

亚洲基金会和许多其他机构的伙伴关系。

2019 年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网络和知识交流论坛：

• 2019 年绿色经济亚太地区高级别论坛，6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泰国曼谷举行，95 名与会者来自 21 个国家

• 2019 年绿色经济非洲区域部长级会议，6 月 17 日至 19 

至在埃及开罗举行，100 名与会者来自 22 个国家

• 2019 年绿色经济美洲区域部长级会议，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巴西福塔雷萨举行，80 多名与会者来自 11 个国家

• 2019 年绿色经济中东和北非区域部长级会议，7 月  

2 日至 4 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130 名与会者来自 20 多

个国家

• 2019 年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绿色经济区域部长级会

议，7 月 8 日至 10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130 

多名与会者来自 17 个国家

• 2019 年全球绿色经济高级别部长级会议，10 月 20 日

和 21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是 2019 年世

界绿色经济峰会的一部分，其中部长级与会者以及国

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高级成员有 130 名

 

区域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表达了推动绿色经济的集体

愿望和意向。该倡议期间产生的成果基于各国和机构对

气候行动和绿色经济合作的责任感和强烈需求，证明所

取得的成果将是可持续的。该倡议可以与打算在各个领

域发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潜力的其他全球发展伙伴一

起推广。

联系方式 ：

姓名：Edem Bakhshish 先生

职务：UNOSSC-WGEO 联合项目全球主任

机构：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电子邮箱：edem.bakhshish@worldgreeneconomy.org

unossc-information@unossc.org

项目名称 ：WGEO-UNOSSC 关于世界绿色经济组织伙伴关系动员和全球推广支持的联合倡议

国家 / 地区 ：全球

提名方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1、13.2、17.13、17.16

支持方 ：世界绿色经济组织 (WGEO)

执行实体 ：UNOSSC

项目状态 ：第一阶段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FTKl3S

304

https://bit.ly/2FTKl3S


气候行动

挑战

非洲尤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世界上受影响最严重的 10 个国家中有 6 个在非洲，65% 的非洲

人口已受到影响，非洲大陆已有 1,000 多万气候难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使非洲的国内生产总

值 (GDP) 减少约 1.4%，到 2030 年，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每年高达 GDP 的 3%。因此，适应气候

变化是非洲农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直接威胁到非洲大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粮食安全。

非洲的生产潜力仍然巨大。事实上，全球剩余未使用的可耕地有 60% 在非洲。根据专家的观点，

非洲农业是确保非洲人和全世界粮食安全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有充足的资源，非洲农业

就不仅能够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应对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寻求解决方案

AAA 倡议是在摩洛哥举办的 2016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2) 的上游发起的，旨在降低非洲

及其农业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该倡议目的是将 “非洲农业适应” 置于气候谈判及其财务方面的核心，并促进解决办法的执行，

特别是在《全球气候行动议程》框架内。它还力争促进非洲的粮食安全，提高脆弱农民的生活水平，

通过适应气候变化的做法、构建参与者的能力和向最脆弱的农民提供资金流，促进农村地区的

就业。

该倡议由 AAA 倡议基金会执行，为加强南南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它被列为摩洛哥与

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里、

尼日利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签署的协议框架中的合作轴线。

AAA 倡议旨在通过制定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以及促进技术和知识共享，使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成为非洲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机制。该倡议可帮助加强为南方国家服

务的协作和商业网络，帮助实施发展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7 年，AAA 倡议与当地非洲专家和国际伙伴合作，如世界银行、NDC 伙伴关系 - 联邦经济合

作与发展部 (BMZ)、法国开发署 (AFD) 集团基金、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CIAT) 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 (FAO)，准备为非洲国家制定可由银行担保的气候智能农业投资计划 (CSAIP)。CSAIPP 旨在支

持对农业系统的优先投资，以提高生产力、适应和 / 或缓解气候变化。它们还旨在找到知识或

执行准备情况方面的不足，并提出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行动。它们以各国的现行战略和方案为

基础，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体制和政策框架以及个别国家的能力限制范围内执行。

2018 年，已经为科特迪瓦、马里和摩洛哥制定了三个  CSAIP，2019 年还为布基纳法索、喀麦隆、

刚果和加纳推出了另外三个。

非洲农业适应倡议 (AAA)

推动关于土壤管理、农业用水管理和气候风险管理的具体项目，以帮助非洲国
家执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

© AAA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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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AAA 倡议

国家 / 地区 ：非洲国家

提名方 ：非洲部长年度会议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5、2.4、2.a、3.9、4.7、5.1、6.3、6.a、6.b、7.a、8.4、8.2、8.3、8.10、9.1、9.a、

10.6、10.b、11.b、12.2、12.3、12.a、13.1、13.2、13.3、13.a、13.b、15.9、15.a、16.8、16.b、17.1、17.3、17.6、

17.7、17.8、17.9、17.14、17.15、17.16、17.17   

支持方 ：36 个非洲国家、10 多个捐助者（法国开发署、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全球环境基金 (GEF)、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绿色气候基金 (GCF)、伊斯兰开发银行 (IsDB)、德国国际

合作局 (GIZ)、NDC 伙伴关系 - 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8 个科学团体（国家农艺研究所（摩洛哥）、麻省

理工学院、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 (CGIAR)、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心、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 (CIRAD)、格

兰瑟姆研究所、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ICARDA)、国际生物多样性联盟、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CIAT)、国际生

物盐农业中心 (ICBA)、哈桑二世兽医学和农艺学研究所 (IAV)、梅克内斯农业学院 (ENA)、全球伙伴关系、国际食

物政策研究所 (IFPRI)、9 个私营部门（OCP 集团、Credit Agricole du Maroc、土地退化中立基金、Natixis、东非交

易所、Mirova、全球机制、德国私营部门参与者，例如 Crop Trust、BASF 等） 

执行实体 ：AAA 基金会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 开始，仍在进行

实践网址 ：www.aaainitiative.org

气候智能农业 (CSA) 不是一套做法，而是选择和实施农业做

法、政策和服务的一种创新方法，这些做法、政策和服务

适合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具体情况，并被整合在一起共同起

作用，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并尽量减少折衷。它侧重于

加强粮食安全的三大支柱：(i) 以可持续方式增加产量，(ii) 

加强气候变化复原力（适应力），以及 (iii) 在可能且适当的

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情形下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农业生产系统必须同时应对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

即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收入，建立应对

气候变化影响的复原力，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减轻气

候变化的影响。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推广已经证明具有循证有效性记

录的气候无害管理做法，并在政策、机构和融资方面创造

有利的环境。

结果，CSAIP 产生了一系列由国家支持的、经过科学审查

的投资，这些投资最有可能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和气候目标。

CSAIP 的实际成果是一份综合性文件，其中概述了 (i) 为什么 

CSA 在国家背景下很重要；(ii) 哪些项目概念在获得财政支

持的情况下能够最好地取得预期的 CSA  影响；(iii) 与其他国

家监测框架相关的 CSA 监测和评估通用框架。

制定 CSAIP 的团队可以在国内选定，亦可以在国际范围内签

约，也可以是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所有 CSAIP 团队都需要一

个国内促进者来接触利益相关方，该小组包括来自多个部

门专门从事农业、农村发展、气候变化和规划的关键人士。

例如，利益相关方可包括政府机构和部委、私营部门、相

关非政府组织、农民组织以及潜在执行者和捐助者的高级

别代表。技术专家、推广人员、研究人员、农民和学者都

是确保投资在该背景下切实可行的关键。代表的这种多样

性可帮助确保投资与政策、组织目标和国家优先事项保持

一致，并为 CSAIP 的制定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联系方式 ：

姓名：Loubna Chamim 女士

职务：宣传主任

机构：AAA 倡议基金会

电子邮箱：loubna.chamim@aaainitiative.org

WhatsApp ：+212 657 83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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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生物

挑战

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加剧了珊瑚死亡率和白化事件，预计这些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会进一

步增加。在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珊瑚礁及其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受到沿海开发、渔业资源

过度开发、破坏性捕捞做法、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经常出现的珊瑚白化事件造成的生境

破坏和破碎化的威胁，特别是 1998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发生的白化事件。

近几十年来，由于海平面上升和珊瑚生态系统削弱，毛里求斯的海滩已经萎缩多达 20 米。

政府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由此造成的旅游损失到 2060 年每年可能超过 1 亿美元。在塞

舌尔，沿海建筑需求增加、海洋和沿海生境破坏、过度捕捞和其他影响造成的长期海岸侵

蚀对该国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冲击。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 年，毛里求斯海洋学研究所 (MOI) 制定了一项计划，以开发珊瑚养

殖和小规模珊瑚礁恢复技术。该试验阶段的成功实施促使 MOI 和其他当地合作伙伴以及塞

舌尔同行一起扩大该项目，将两国的大规模珊瑚礁恢复纳入其中。

为减少气候变化对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依赖珊瑚礁的当地社区和经济部门的不利影响，名为

“通过恢复珊瑚礁来恢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以迎接气候变化的未来” 的项目旨在发展可持续

的伙伴关系和基于社区的、商业驱动的珊瑚礁恢复方法。它还寻求建立珊瑚养殖和培育设

施，积极恢复退化的珊瑚礁。该项目将在区域和国际一级提高人们对利用珊瑚礁恢复作为

适应气候变化工具的了解，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提供模式，并构建长期恢复和

管理这些珍贵生境的能力。该项目直接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2（可持续地管理、

保护和恢复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和具体目标 14.5（保护至少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政府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适应基金获得了 1,000 万美元的新赠款，用于恢

复其珊瑚礁生态系统。这项为期六年的新项目将保护两国不断增长的旅游业，旅游业占其

国内生产总值的 30% 以上，雇用了两国约一半的人口。它还将降低强风暴带来的风险，并

确保依靠珊瑚礁养活家人的渔民的食物保障。

在毛里求斯，该项目的目标是发展可持续伙伴关系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珊瑚礁恢复方法，建

立珊瑚养殖和培育设施，积极恢复退化的珊瑚礁。在塞舌尔，该项目旨在发展可持续伙伴

关系和商业性珊瑚礁恢复方法，建立珊瑚养殖和培育设施，积极恢复退化的珊瑚礁，提高

珊瑚恢复项目
利用耐热珊瑚进行珊瑚礁恢复，以减少气候变化对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当地社区
和依赖珊瑚礁的经济部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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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用珊瑚礁恢复来适应气候变化的理解和知识管理，

分享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可持续恢复珊瑚礁的经验，并

提供培训以构建长期可持续的珊瑚礁恢复能力。

该项目还为两国之间的南南交流提供了机会，其中包括

关于珊瑚养殖技术的知识共享。MOI 将开展选址调查、

地理信息系统测绘和水分析，还将为塞舌尔的同行确定

耐热珊瑚遗传特征。作为回报，塞舌尔的专家将对毛里

求斯的同行开展关于珊瑚微碎片化和有性繁殖技术的 

培训。最后，还将在两国之间进行遗传连通性研究。项

目结束时还将出版《恢复工具包手册》，该手册可作为良

好做法手册，在西印度洋地区推广该项目。

联系方式 ：

姓名：Ruby Moothien Pillay 博士

职务：主任 

机构：毛里求斯海洋学研究所

电子邮箱：rubykm@moi.intnet.mu

项目名称 ：珊瑚恢复项目

国家 / 地区 ：毛里求斯、塞舌尔

提名方 ：毛里求斯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2、14.5、14.7、14.a

支持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适应基金委员会

执行实体 ：毛里求斯：蓝色经济、海洋资源、渔业和航运部 - 阿尔比恩渔业研究中心；毛里求斯海洋学研究所

塞舌尔 ：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部 - 国家公园管理局；塞舌尔海洋保护协会；Nature Seychelles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20-2025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E54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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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生物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零饥饿无贫穷

挑战

东部和南部非洲以及印度洋 (ESA-IO) 地区的内陆和海洋沿海渔业资源拥有约 500 亿欧元的自

然财富，很容易就能产生约 50 亿欧元的年总收入。然而，共享专属经济区和湖泊的挑战引

起了争端，导致对鱼类种群的管理不可持续，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助长了腐败行为。过度捕捞、

不道德的捕捞做法和环境退化损害了内陆湖和泻湖的生产力，而陆源污水和气候变化则使

这种损害更为严重。

为了打击该地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 (IUU) 捕捞活动并解决捕捞渔业不可持续性问题，

印度洋委员会 (IOC) 五个成员国和三个 ESA 国家（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通过了生态渔业计划。

寻求解决方案

生态渔业计划 (Ecofish Programme) 于 2019 年 7 月启动，是由第十一期欧洲发展基金资助的

多方面事业。这项跨区域倡议将在五年内获得 2,800 万欧元资金，旨在展示区域合作在实现

可持续渔业方面的附加值，以期解决捕捞后损失，最大程度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打击非法、

无管制和未报告的做法。

该计划由欧盟 (EU) 驻毛里求斯代表团和 IOC 秘书处与正式授权区域组织、区域渔业机构和

若干发展伙伴合作共同管理。该计划的最终受益者是位于该地区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

洋国家集团的 22 个国家。生态渔业计划借鉴了第十期欧洲发展基金资助的智慧渔业计划 

(SmartFish Programme) 的成就、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以及与旨在加强该地区内陆和海洋渔

业可持续管理的其他同期举措的无缝协作。该计划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环

境完整性。

生态渔业计划由欧盟驻毛里求斯办事处和区域执行伙伴直接或间接执行的五项工作计划组

成。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渔业构成了两个内陆共享渔业工作计划。IOC 秘书处负责执

行 ESA-IO 海洋渔业工作计划，并主持计划整合管理单位的工作。

生态渔业计划有望通过在各级实行适当的政策、体制和治理，解决过度捕捞和不可持续捕

捞做法以及渔业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和问题，从而使区域渔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还特别

注意执行和遵守、监测、控制和监督方面，以打击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的捕捞活动以

及加剧最贫穷社区之间不平等的渔业相关犯罪。

生态渔业计划

通过推动东部和南部非洲以及印度洋的可持续渔业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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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呼吁提出倡导示范项目的方案，在该地区各地当

地社区展示可持续的、包容的和气候智能型鱼类价值链，

以促进小规模渔业的可持续的包容性恢复和现代化，作

为增长的引擎。

在 ESA-IO 地区的野生渔业中，小规模渔业占内陆渔业资

源的 100%，占海洋渔业资源的 90%。这些渔业主要是监

管不善，市场准入开放，属于非正规经济。其余 10% 的

海洋渔业构成工业部门，由于与跨国商业公司的盈利能

力有直接关系，因此管理得相对较好。如果管理得当，

这些渔业资源可帮助改善当地社区和更多人口的生计、

福祉和文化多样性。

该计划建立了一个综合治理架构，使地方、国家和地区

一级的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使用解决问题的宏观到

微观法和微观到宏观法。

已经开发一个积极的区域协调平台，以加强捐助者、发

展机构以及海洋渔业和相关环境部门其他主要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协同作用。该计划还将启动蓝色经济渔业卫星

账户，以开展数据驱动的意识提升运动，宣传该部门对

国民经济作出的实际经济贡献。

尽管 ESA-IO 地区有许多渔业政策和战略，但缺乏有效执

行这些政策和战略的能力。政策宣言与行动之间出现差

距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治理结构薄弱、渔业社区缺乏基

本社会服务、缺乏渔业基础设施和缺少市场后勤服务。

该地区必须确保承诺得到行动的支持。它必须通过促进

适当的政治经济来扭转这种趋势，使经济增长和共同繁

荣与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气候风险造成的自然生境退

化脱钩。

该计划可推广用于可持续的内陆捕捞和公海捕捞，此时

邻国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联系方式 ：

姓名：Soobaschand Sweenarain 博士

职务：组长 / 技术协调员

机构：生态渔业计划、第十一期欧洲发展基金 

电子邮箱：sweenmru@gmail.com

Skype ：sween2609

项目名称 ：生态渔业计划 

国家 / 地区 ：东部和南部非洲以及印度洋地区：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舌尔、索马里

提名方 ：毛里求斯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b、2.1、5.a、8.b、14.7

支持方 ：欧盟、第十一期欧洲发展基金跨区域倡议

执行实体 ：印度洋委员会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4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CehYJ（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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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陆地生物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无贫穷

挑战

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能提供真正的粮食生产替代方案，也可以部分替代完全来自渔业的

产品。从长远来看，这将使得渔业活动更加可持续。

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海岸非常适合开发软体动物和大型藻类以及鱼类的水产养殖项目。除了

为国内消费和出口收入提供替代食物来源外，软体动物养殖和海藻种植也为创造就业机会

和限制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从而促进资源的可持续性。

考虑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沿海特点、现有市场和出口目标，以及产品和副产品价值，海

洋水产养殖的发展将主要通过养殖软体动物和种植大型藻类的方式进行。未来还将采用大

规模海水鱼养殖的方式。

因此，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正在寻求技术解决办法，以发展水产养殖，并使养殖的物种和采

用的生产系统多样化。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是 2016 年底一次科学任务的成果，智利北方天主教大学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Norte) 的代表在那期间前往莫桑比克参加了在国家渔业与水产养殖发展研究所举办的为期

一周的培训。该倡议还源于 2016 年 4 月访问智利期间与莫桑比克相关部门的讨论，确定了

圣地亚哥和马普托之间的部门合作领域。当时，水产养殖被列为优先事项。

2016 年 5 月 19 日，智利国际发展合作署 (Agencia Chilena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el 

Desarrollo, AGCID) 与葡萄牙卡蒙斯合作与语言学院签署了关于发展三方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

录。葡萄牙以两名培训师的形式向名为“非洲软体动物和大型藻类可持续水产养殖国际课程”

的强化水产养殖课程模块提供了技术援助，该课程向莫桑比克渔业部和安哥拉渔业部的官

员以及其他专家提供。培训在智利科金博的北方天主教大学举行。

国际课程的重点是促进非洲的可持续水产养殖作为真正的粮食生产替代方案和创造就业的

机会，并限制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课程的目标是在各个阶段对专业和技术人员进行软

体动物养殖和大型藻类种植方面的培训，以改进这方面新的政府或社区项目的规划、执行

和实施。

为“非洲软体动物和大型藻类可持续
水产养殖国际课程”提供技术援助

跨越三大洲和三大洋来到一起

© Maurício Namora 
e Márcia Sa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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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在北方天主教大学为来自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学员

举办了培训班。AGCID 提供了财政支持，卡蒙斯学院则

提供了两名培训师。

葡萄牙培训师是与葡萄牙海洋部合作从私营部门挑选的。

他们能够分享在水产养殖领域的经验，加强了与安哥拉、

智利和莫桑比克的技术和科学联系。

在这个项目下，三方合作使得能够与葡萄牙私营部门等

其他发展参与者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与安哥拉和莫

桑比克的政府官员分享专门知识。该项目建立了超越传

统南北方法的伙伴关系。

该项目的培训捐款在受益国产生了倍增效应，因为它们

在部门机构、学术界和合作机构之间产生了协同作用。

该项目还帮助分享了专门知识，实现了相互学习，对所

有有关各方都有很大好处。它还建立了双方之间的信任，

这对于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该项目是针对具体情况和目标受益者制定的，因为安哥

拉、莫桑比克和葡萄牙在使用的语言和其他文化方面 

相似。

该项目改善了伙伴国家的主自权和领导力，伙伴国家因

有效的责任分工而受益。它汇集了来自三大洲和私营部

门的专家分享他们的独特知识。课程还采用了针对具体

情况的办法，尽可能根据本国的特定需要调整干预活动，

以便使欧洲和南美洲的专门知识适应非洲的情况。

联系方式 ：

姓名：Nuno Vaz 先生

职务：发展合作专家 

机构：卡蒙斯合作与语言学院（葡萄牙外交部）

电子邮箱：nuno.vaz@camoes.mne.pt 

项目名称 ：为 “非洲软体动物和大型藻类可持续水产养殖国际课程” 提供技术援助

国家 / 地区 ：安拉、智利、莫桑比克、葡萄牙

提名方 ：智利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b、12.a、13.3、14.7、14.a、15.5、17.6、17.9

支持方 ：北天主教大学（智利）；国际发展合作署；卡蒙斯合作与语言学院（葡萄牙外交部开发署）

执行实体 ：北方天主教大学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26 日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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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物

气候行动无贫穷

挑战

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计至关重要。

它需要一种综合方法，使地方社区参与保护区的管理。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让当地社区融

入管理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利益攸关方必须调动各级资源，方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

国家和地方规划、发展进程和减贫战略中均应考虑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保护区

的管理仅仅依靠孤军奋战可能并不奏效。

马来西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在可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统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和经

验，有助于其他国家合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寻求解决方案

马来西亚沙巴州政府采用的综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方法融合了来自所有层面不同

来源的策略、保护、教育、生态旅游和学术研究。这种方法侧重于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

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经营，以及山地生态系统、自然生境和濒危物种的保护。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JICA）参加了此次技术合作项目，从 2002 年至 2017 年协助开发这一整体流程。通

过马来西亚技术合作计划与 JICA 之间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即第三国培训计划（TCTP），

该机构与来自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17 个发展中国家分享了经验。TCTP 于 2009 年

开始在沙巴实施，第三个周期已于 2019 年结束。该项目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

目标 13（气候行动）和目标 15（陆地生物）。

TCTP 旨在为参与者提供有关保护管理、规划、监测和评估的知识和技能，重点聚焦社区实施。

它还重点强调让执行机构和地方社区参与其中，以在开展保护工作的进程中更好地把握替

代生计机会。TCTP 促进了交流，并且帮助亚非发展中国家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政府

人员和国家公园管理人员建立了横向网络。

博茨瓦纳、柬埔寨、肯尼亚、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乌干达和越南被确定为目标国家。

参加 JICA 在全球提出的相关计划之后，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在其本国推广 TCTP。通过利用

TCTP，更多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将在未来获得机会。

该计划的核心方法是由实施实体负责项目周期管理（PCM）。在该计划中，实施实体是马来

西亚沙巴大学的热带生物学与保护研究所（ITBC-UMS）。工作人员应用 PCM 对培训课程的

各个组成部分作出调整。已开设的强化讲习班旨在帮助发展技能，分享制定有效的生物多

亚非综合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
以实现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

以创新的横向方法调动各级资源，共同保护全球动植物

© J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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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计划方面的知识和经验。PCM 使用

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法来找出问题。在项目行动计划

中汇总了各方意见和经验教训，以确保项目可以顺利推

广。

为了丰富他们的经验并协助制定行动计划，TCTP 参与者

对沙巴保护项目的多个实例进行了评估。除了正式的课

堂授课和其他在室内举行的讲习班和演讲之外，TCTP 还

在沙巴周边的保护区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与生活在

保护区内和周围的当地社区交流互动，以及与保护管理

人员及其他实地从业人员进行讨论。通过这种横向办法，

参与者在与同行交流互动中获得了宝贵的知识，这些同

行主要是直接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府高官。

此外，ITBC-UMS 还借助社交媒体对参与 TCTP 第三个周

期的所有学员进行追踪调查，以收集有关计划推广进展

方面的信息。

在乌干达，三名早期参与者合力制定了一份行动计划，

名为 “在乌干达建设具有恢复力的社区、湿地生态系统

和相关集水区”。该项目为期五年，于 2018 年实施，主

要由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他们还参与了国家湿地恢

复项目。

与此同时，一名前参与人员于 2018 年在菲律宾举办了一

场绿色技术与绿色农业相关的培训。该拟议项目目前正

在考虑筹款，并计划于 2020 年启动。

该项目的优势在于从不同渠道调动大量各级资源来助力

实现保护区的可持续经营。它鼓励沙巴州政府的各部门

和机构以及沙巴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合作，以协

力制定培训方案中重要的相关组成内容。

早期的大部分参与人员对相关研究和教育、公园管理、

生境管理、公众意识和融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已

将这些培训内容应用于在本国开展的活动，这表明该项

目行之有效，可以被效仿并适应当地情况。

联系方式 ：

姓名：NAKAZAWA Shigeki 先生

职务：项目拟定顾问

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马来西亚办事处

电子邮箱：nakazawa.shigeki2@jica.go.jp

项目名称 ：第三国培训计划：综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

国家 / 地区 ：博茨瓦纳、柬埔寨、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乌干达、越南

提名方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2、1.5、13.1、13.3、13.b、15.1、15.2、15.4、15.5、15.7、15.9、15.b、15.c

支持方 ：JICA、马来西亚技术合作计划

执行实体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热带生物学与保护研究所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6–2019 年

实践网址 ：sites.google.com/site/tctpsabah/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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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挑战
非洲大有希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发动机。人口年轻，自然资源丰富，而且众多非
洲国家已做好经济转型准备，以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与此同时，气候变
化导致大面积的干旱和荒漠化；到 2030 年，预计有 74% 的非洲人将生活在干旱地区。农林业的
岗位流失将加剧就业危机。30 岁以下的非洲人口大多数已经失业，到 2050 年，年轻人口的数量
将翻番，达到 8.5 亿。由于没有工作和缺乏收入，预计将有 40% 的人决定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大洲。
缺乏资源的青年弱势群体可能仍然囿于退化的土地之中，并且面临遭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
动的风险，因此迫于无奈逃离家园，去追寻更美好的前程。

寻求解决方案
2016 年，摩洛哥政府和塞内加尔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缔约方大会第
二十二届会议 （COP22）上发起了 “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倡议” （3S 倡议）。同年，该倡议
在摩洛哥举行的首届 “非洲行动峰会” 上得到了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认可，旨在促进农村
地区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和青年就业。通过南南合作，摩洛哥分享了具体的价值、知识、技能、
专业经验和资源。该国为 “3S 倡议” 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恢复退化土地为青年、妇女和移民
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了应对这三重威胁，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这项倡议。参与国包括贝宁、
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乍得、冈比亚、加纳、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
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该倡议的实施期限为五年，致力于通过投资、政策改革以及技术和金融创新，主要为撒哈拉以
南非洲萨赫勒地区的 1,000 万公顷退化土地的复垦提供必要的财力。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对经济
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这有助于维持和创造 200 万个土地相关的就业岗位。其中包括原本因气候
变化面临流失风险的现有岗位，以及因土地退化扭转而创造的新岗位。该倡议最终将减少移居，
因为人们会选择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远离家园或者成为激进组织的牺牲品。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倡议旨在为最脆弱的生态地区和饱经荒漠化和干旱困扰的社区的土地复
垦和可持续土地管理提供至关重要的农村投资。其次，它将解决必要的经济政策变革问题，包
括制定政策和措施，通过临时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及脆弱的生态地区的永久土地保有权来提高获
得土地的机会，且重点关注妇女、原住民和年轻人等弱势群体。此外，还必须制定政策以促进
对农林业的私人投资。最后，它将推进创新的技术和财政解决方案的出台。针对土地复垦的经
济高效的新技术涉及碳封存、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林的利用和水资源保护。这些创新成果将
以试点方式陆续部署，并在被证明有效时加以扩大，从而促成其商业化以及为非洲农林业投资
市场所接受。

该倡议将引入多个实施合作伙伴，具体取决于项目位置和活动类型。财政资助方包括公共部门
捐助方，例如发起安卡拉倡议的土耳其政府以及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展合作总局。私人
投资者和商业贷款人也为该倡议做出贡献。执行伙伴包括非洲各国政府（环境部）、区域和地方
当局、双边捐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多边机构和私营企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正在协调
秘书处负责的活动，包括资源调动、交流和指导委员会会议。在国家层面，该倡议将由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IFAD）实施。

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倡议
（3S 倡议）

通过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在农村地区提供经济出路来改善稳定性并减少非正
规移民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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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倡议” 采用方案化方法，以主题为重点来应对气候变化
和土地退化，并通过地理侧重点来帮助协调整个非洲的政
策和干预措施。它为共同机制下相关联的一系列项目提供
支持，该机制允许批准由全局性任务进行统一的单个项目，
并为共同商定的目标做出贡献。

该倡议还确保国家对所支持活动的所有权，因为项目需符
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此外，项目的确定和发展涉及目标
农村地区的当地人口，而且项目采用由社区带动发展的方
式加以实施。

治理结构涉及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发展伙伴关系，这需
要长期践行承诺、明确期望和共担责任方可取得成功。伙
伴关系方法重视所有合作伙伴的独特优势，并建立在开放、
负责、透明的合作基础之上。

该倡议遵循以需求驱动的方法。在战略层面，各非洲国家
都制定了国家或地方战略来指导项目的实施，以在包括民
间团体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确定方案重
点。这些国家战略将与负责项目主持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援
助战略相统一并被纳入其中。这将确保在受益国的国家、
区域和地方当局的密切配合下，能够迅速制定、评估和实
施显著规模的干预措施。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作为
技术合作伙伴，在尼日尔推出了社区稳定项目，在移民融
入当地社区、创造与退化土地复垦及其生产基地有关的就
业岗位方面为该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提供帮助。该项目采用
包容性做法来吸引所有社区成员参与，参与者由指定的地
方领导委员会选定。IOM 工作人员在尼日尔提供培训，并协
助参与者确定如何充分利用分配的地块和选择合适的植株
进行种植。

当前阶段，IFAD 正在为该倡议建立财务机制。实地项目有
望从 2021 年开始获得资金。对于摩洛哥政府而言，“3S 倡
议” 是展示三方合作在资源调动方面作用的重要实例。一旦
IFAD 实施该倡议，可持续土地管理、土地复垦和气候变化
适应等领域的南南合作活动将在实施 3S 倡议的国家展开。

从制度上讲，“3S 倡议” 将在即将实施的 IFAD 农村恢复力计

划框架内扎根，并通过信托基金安排予以支持，这些安排
工作尚待 IFAD 执行委员会在 2020 年 9 月批准。该计划是一
项总括性全球计划，配合 IFAD 的国家计划战略及贷款和赠
款活动，主要致力于气候变化和环境基金整合，以提高小
规模生产者的恢复力。农村恢复力计划将通过纳入“3S 倡议”
和 IFAD 旗舰计划 “小农农业适应计划” 的后继项目，向小
农提供气候和环境融资。

在 “3S 倡议” 的支持下，各个项目的交付使用将遵循 IFAD

的运作政策和程序，并通过 IFAD 在非洲大陆的区域和国家
办事处网络开展。IFAD 可以吸引非洲联盟发展署等在该区
域具有可靠主题专业知识的执行伙伴加入。为了设计和实
施计划，多边机构将让有关国家部委、私营企业、学术界
和民间团体（包括青年、妇女和农村社区成员）参与进来，
从而确保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发挥主人翁精神，合力
制定健全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投资方案。

IFAD 将利用统一的成果衡量框架来评估 “3S 倡议” 在非洲
的实施情况。对于 “3S 倡议” 的每个目标，成果框架将提
供可衡量的指标，该指标将在独立项目启动之初建立基准，
在项目完成后获得预期的目标值，以及获得衡量目标产出
实绩的现值。该成果框架的指标将纳入 IFAD 针对与农村恢
复力计划有关的总体成果的进度评估和影响报告中。

该倡议的可持续性体现在参与国在最高政治层面对实施项
目的坚定承诺。该倡议与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密切
相关，包括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 13（气候
行动）、目标 15（陆地生物）和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
伴关系）。

联系方式 ：
姓名：Barbara Bendandi 女士
职务：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倡议 （3S 倡议）项目干事、
秘书处协调员
机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电子邮箱：bbendandi@unccd.int

Skype: bar.ben

项目名称 ：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倡议（3S 倡议）

国家 / 地区：贝宁、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乍得、冈比亚、加纳、马里、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赞比亚、津巴布韦（现任成员国）。该倡议向联合国承认的所有非洲国家开放。

提名方 ：摩洛哥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5、8.6、12.4、13.1、15.1、15.2、15.3、17.1、17.6

支持方 ：意大利、 摩洛哥、塞内加尔、土耳其、欧盟

执行实体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成立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1 年

实践网址 ：youtu.be/_9oyrvXgp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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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物

挑战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在经历因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而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内罗毕高

地便是其中一例，那里生活着超过 10 万小农，他们依靠河流灌溉。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塔纳河上游的农业活动便造成抽水和淤积现象增加，严重影响下游的社区和生态系统，还

减少向内罗毕的供水量。另一个例子是乌干达的卡拉莫贾次区域，该地区受到不可预测的

干旱期和环境恶化程度不断上升的严重影响。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其他因素包括市场准入有

限和自然资源管理政策不足。由此，长期的粮食安全无保障和贫困对卡拉莫贾的大多数人

口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妇女。为了克服所述挑战，“具有恢复力的粮食系统”（Resilient Food 

Systems）计划应时而生，它以成功的做法为构建基础，旨在扩展综合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可

持续土地管理（SLM）。

寻求解决方案

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牵头的 “具有恢复力的粮食系统” 计划为期五年，目标是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 12 个国家促进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和恢复力。该计划提倡采用整体方法来

提高农业生产力，恢复小农农业系统中已退化的风貌。通过借鉴 IFAD 过去的成功投资经验 

（包括肯尼亚的 “塔纳河上游自然资源管理” 项目），“塔纳河上游内罗毕水基金”（UTNWF）

项目在非洲建立了首个此类水基金。UTNWF 通过其广泛的网络在雨水集蓄、滴灌和气候智

能型耕作法方面为小农户提供援助。作为“具有恢复力的粮食系统”计划衍生的另一个项目，

“在卡拉莫贾次区域促进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和恢复力”（FSRFSU）项目在乌干达实施，目

的是借鉴尚未在该地区推广的成功做法，包括雨水集蓄和牧场复原技术。FSRFSU 还催生了

现有价值链中的替代生计来源。

乌干达的 FSRFSU 项目进行了一次跨国交流，有多个政府派代表参加。此次交流重点关注

由 IFAD 资助的肯尼亚 UTNWF 项目目前实施中的 SLM 和气候智能型农业的技术和实践。与

FSRFSU 团队分享的做法有助于改善粮食安全，并为流域保护技术提供支撑。该项目团队还

了解了改进农场商业性捕鱼做法和蓄集雨水灌溉的益处。此次交流使参与者获得了解决该

次区域问题的知识，并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目标 13（气候行动）和目标 15（陆地生物）。

鉴于干预领域的相似性，乌干达的 “具有恢复力的粮食系统” 团队前往 UTNWF 开展了一次

教育交流活动。此次南南互动交流旨在分享相关知识和最佳做法，即利用创新的可持续土

地管理来减轻粮食安全无保障造成的冲击以及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产生的相关压力。

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实现高效减贫

强调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饥饿和贫困的重要性

© IFAD

无贫穷 零饥饿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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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任何一次南南互动交流的目标一样，肯尼亚和乌干

达代表团之间的交流是互惠互利的。乌干达代表团由农

业、畜牧业及渔业部、水和环境部，以及其他的国家和

地区合作伙伴的代表组成。他们接触到大量创新的实践

和技术，而主办的 UTNWF 项目团队也从代表团在促进更

多的农民社团组织参与方面的经验中受益。鉴于肯尼亚

农民的习惯是独立劳作，劳动强度大且成本高昂，因此，

乌干达代表团讨论了以社区形式耕作的重要性，并鼓励

制定小农户轮换计划表。肯尼亚代表团还为 FSRFSU 项目

的青年群体确定了能力建设机会，以向参与 UTNWF 项目

的人员学习，后者在建设集水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

些小型水库深约一到三米，通常是在溪流中开挖，四周

高筑起牢固的堤岸。它们的构造是为了收集和贮存来自

山腰、道路、岩石区和开阔牧场的径流水。

此次交流重点强调了多项创新，特别是与保护流域和将

经济活动转移到河堤以外相关的创新。其中一项创新是

使用涂有聚氨酯的集水斗，用于支持在集水区海拔较高

的上游区域种植竹芋（一种湿地作物）。这种替代办法减

少了直接从河岸获取稀缺水资源的需求。对于无法直接

获取河水的农民，还在道路和屋顶附近建造了集水斗，

以便全年蓄集雨水。这种临时设施构造简单、经济高效

且易于推广，将在农民寻思购买太阳能泵时为他们提供

支持。

与 FSRFSU 项目共享的另一项创新是引入土地利用规划系

统。UTNWF 项目采用已成功实施的农场规划策略，通过

增加鳄梨树等高价值作物的林木植被来促进节约用水。

林木植被使农民能够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如咖啡和香蕉）

和建造林地，从而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

这些创新做法可以借助适当的技术加以推广，特别是用

于利用水进行灌溉的技术，这项技术可以适应多种社会

经济和生态条件。应加强交流访问，以使推广人员和农

民可以从采用这项技术的人员处汲取经验。

联系方式 ：

姓名：Stephen Muwaya 先生

职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重点议题暨可持续土地

管理项目协调员

机构：乌干达农业、畜牧业及渔业部

电子邮箱：smuwaya@yahoo.com

项目名称 ：塔纳河上游内罗毕水基金（UTNWF）

国家 / 地区 ：肯尼亚、撒哈拉以南非洲

提名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1.2、1.4、1.5、2.1、5.a、6.4、6.5、6.6、13.1、13.2、13.3、15.1、15.2

支持方 ：肯尼亚政府、全球环境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

执行实体 ：肯尼亚政府和乌干达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CZEu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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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物

气候行动无贫穷

挑战

生活在乍得湖流域的 4,700 万人（分布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依靠

该湖提供多元化经济服务，包括高粱和亲水性小米品种的种植、季节性狩猎和捕鱼及广泛的禽畜

饲养等。譬如，年平均捕鱼量达到 5 万吨，为沿岸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突出贡献。与乍得

湖接壤的土地是重要的牲畜放牧区；河漫滩则是广泛的季节性迁移放牧的目的地。令人遗憾的是，

环境影响、气候变化和呈现不可持续性的实践活动使该湖的面积从 2.5 万平方公里骤减至 2,500 平

方公里，危及居住在当地的人们的生活。除了这些威胁之外，该地区还面临着安全危机。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名为 “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和生计支持，以提高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乍得湖流域人口的

适应能力”，目前已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开展，当地农村公社特别是

妇女和青年踊跃参与其中。项目旨在复原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而提高农林牧业和渔业的生产力。

它还致力于为社会经济举措提供帮助，以加强生活在乍得湖沿岸的群体中易受影响的社区对气候

突变带来的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项目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向当地参与者提供能力建设活动，

将特定主题纳入地方规划过程中；复原退化的生态系统；以及通过改善生产系统，发展创收活动。

除了由五个国家成员组成的乍得湖流域委员会之外，该项目还依赖于与其他倡议建立的伙伴关系，

如 “绿色长城” 倡议（五个成员国中有三个是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其他合作伙伴包括一些国家政

府部门，特别是主管环境、渔业、水、农业、妇女和年轻人事务的部委。双边和多边合作伙伴以

及重要的国际参与机构同样发挥着作用，特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考虑到乍得湖流域的社区意识，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已承诺通过其他活动方式交流知

识和经验，以期协调针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及该地区居民生计的政策、法规和优

秀实践。

谈及地方参与者的能力建设，地方规划文件尚未充分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和跨境资

源管理等跨领域主题纳入其中。在这一点上，“绿色长城” 倡议旨在完善和更新规划文件。为此，

必须加强参与整个规划过程的地方人员的能力。已与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

会工程协会订立伙伴关系协定，以提高认识和开展培训，作为技能逐步传授过程的组成部分。这

项工作是在乍得和尼日尔的萨赫勒半干旱带的卡内姆和拉克地区进行的。该项目恢复并实施了协

商框架，在此框架下，地方参与者就前述主题交换意见，并将其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流程中。四个

地方发展计划已做修订，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此乃一种创新办法。

乍得和尼日尔与萨赫勒地带接壤，有着相似的半干旱过渡气候性。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其

人口依赖于大量雨水灌溉、季节性迁移放牧和农林牧生产系统，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响。气候的多变性导致降雨减少，土壤退化加剧，而且人类活动也造成植被遭破坏。最终的结果是，

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和生计支持， 
以提高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乍得湖流域
人口的适应能力
实施法律、政策、制度和投资改革，以改善水质和水量、生物多样性及生计

©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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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乍得湖生态系统恢复和修复项目

国家 / 地区 ：乍得、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尼日尔、尼日利亚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5、13.1、15.1

支持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法国政府、印度 - 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全球环境基金

执行实体 ：乍得环境和渔业部（通过国家绿色长城计划局）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乍得湖面临干旱和荒漠化问题，使萨赫勒地带成为世界上最

贫穷、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该项目在前一阶段取得的成功

可扩展应用于尼日尔的跨界湖省。其中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参

与环境保护，以及发展与脆弱的生态系统相适应的社会经济

活动。

关于生态系统恢复，能力建设和参与式规划过程提高了社区

和地方当局对有效的自然资源管理对于生态系统生存的重要

性的认识。在社区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的积极参与下，乍得

卡内姆地区的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如火如荼。具体活动包括重

新造林、协助自然更新和机械化沙丘固定。这些活动是由国

家绿色长城计划局在环境和渔业部的监督下开展的，国家绿

色长城计划局是专门从事土地复原的实体。这些技术已促使

超过 1,000 公顷的生物质和地面植被获得再生。

前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在卡内姆（Kekedina）和拉克（Tall、

Melea、Baga-Sola、Dar El Salam、Liwa 和 Tataferom 1 和 2）地

区的八个聚居地签署了八项社区协议。退化土地管理和协助

自然再生使这些社区能够作为利益攸关方，而不只是受益人，

参与其中并获得授权。得益于这项倡议，当地生态系统正逐

步得到恢复。恢复的地界具有更强的防御能力，可保护植物

免受流窜动物的侵害；安装了四个井眼，并配备了用于土壤

湿润和浇水的太阳能板。前一阶段取得的成功可加以利用、

传播和扩大，以促进跨界湖省及喀麦隆和尼日尔与乍得湖接

壤的其他省份内生态系统的有效复原。

关于发展部分，由于生产系统的改进，创收活动随之增加。

在前一阶段，开发投资与管理退化的土地、协助自然再生以

及应对土地和生态系统风险的工作结合进行。这些投资是与

社区组织、地方当局和去中心化服务机构的政府人员合作开

发的。重点放在由创新的可持续融资机制支持的绿洲可持续

农业上，以更好地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荒漠化问题。最终，在

绿洲中开发了 75 公顷的水利农田，为目标地区的绿洲生产

者的粮食安全和收入增长做出了贡献。各管理委员会报告称，

从玉米收成的销售中平均获得的年收入在 100 万到 200 万非

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之间。多家生产商出售洋葱和晒干的番茄、

黄秋葵及辣椒。最终，部分团体已经能够通过取得新农地来

实现自给自足。其他团体则得以增加牛和反刍动物幼崽的数

量，为其成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养家糊口，并为下一次活

动购买物资。此外，国家绿色长城计划局已经建立了六个综

合社区农业农场，各占地 3 公顷。其中 2 个农场位于卡内姆

（Kekedina 和 Woli），其余 4 个位于拉克（Tataferom、Liwa、

Baga-Sola 和 Tall）。这些农场使 22 个团体受益，他们参与了

支持性的商品蔬菜栽培和树木培植生产。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协助

下，目标是将该倡议扩展到乍得湖的跨界省，以评估入侵物

种。利用南南合作，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之间组织了一场交

流考察活动。在考察活动期间，投身土壤修复的实体的主管

人员传授了技能和技术。交流的重点是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的生态系统修复技术；各种再造林方法；天然林经营管理；

创立种子公司；向萨赫勒地区的城市以及有效的农村木材市

场可持续供应木材能源，以造福当地社区。两国将正式敲定

一项技术援助和森林种子供应的协议。

该项目的制度基础为其可持续性提供支撑保障。为了确保各

方间的协调，环境部下属的国家绿色长城计划局被选为土壤

修复的专门机构。此外，乍得湖流域的社区和文化性质将有

助于推广该项目的经验和良好做法，从而保留该项目的成果。

最后，为推广该项目经验而确定的国家加入了一些次区域倡

议和社区机构，特别是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绿色长城” 倡议

和萨赫勒州际干旱控制委员会。这将促进该项目及其他正在

进行中的倡议的快速实施、目标互补和协同行动。

为了推广该项目的经验，这些国家的主体参与者应当对该项

目进行联合可行性研究。随后，必须进行次区域和国家协调，

以确保项目的实施、监测、评估和报告。

联系方式 ：

姓名：Sierge Ndjekouneyom 先生

职务：可持续发展项目专家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电子邮箱：sierge.ndjekouneyom@undp.org

320



陆地生物

气候行动

挑战

森林景观退化是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主要环境挑战之一。《土地退化经济学倡议》于 2016

年发布的一篇论文称，1 中亚地区的土地退化范围广泛，影响了 4% 至 10% 的耕地、27% 至

68% 的牧场，以及 1% 至 8% 的森林。在亚美尼亚，国家数据显示 70% 的森林土地已退化。

气候变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剧导致土地和自然资源退化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因素。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于 2019 年开展的关于高加索

和中亚森林状况的一项研究 2 表明，森林部门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森林景观，维护和修复现有

森林，减少非法采伐和过度放牧，以及确定并应用最佳的森林经营做法。政治支持对于这

项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必须为该课题的政治承诺提供公共平台，以加强森林景观恢复并

扩大规模，进而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3（气候行动）和目标 15（陆地生物）。

寻求解决方案

“波恩挑战”（Bonn Challenge）是一项全球性工作，致力于到 2020 年恢复 1.5 亿公顷的砍

伐森林和退化土地 , 到 2030 年恢复 3.5 亿公顷。它是一个开放、自愿参与的平台，可供讨 

论和交流想法，以采取具体行动和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森林景观的恢复。实现 “波恩挑战”

所订立的目标，意味着在 2011 年至 2030 年之间将截存至少 120 亿吨的二氧化碳。除了扭

转退化局面，森林景观恢复还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景观恢复力，从而提供惠及人类和生物

多样性的环境服务。

该项目通过参与国之间的经验交流、同行学习、头脑风暴以及优秀实践和知识的转移，帮

助加快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它还催生并分发了有关该地区森林景观恢复的相关研

究。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支持下，UNECE 和 FAO 提高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

成员国对 “波恩挑战” 的认识。各方还在由利益相关方参加的地区会议上加入对话，包括

来自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利益攸关方，而且各国代表通过分享其特定的国家观点做出了 

贡献。

项目通过遏制乱砍滥伐、支持退化森林的恢复以及增加造林和再造林，为所有类型森林的

可持续经营做出贡献。它还助力从所有渠道筹集资金，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 

 

1    Emmanuelle Quillérou等人，《土地退化经济学倡议中亚地区报告》，拓展土地管理方案，以改善

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可持续性：国家研究综述，N. 2016（Amman，2016）

2  《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森林状况》，日内瓦木材和森林研究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8.

II.E.14）。

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森林景观恢复
到2030年恢复退化和被砍伐的土地

© UN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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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森林景观恢复部长级圆桌会议促成了《高加

索和中亚地区森林景观恢复》刊物的出版，而这仅凭一

国之力是无法完成的。此次高级别会议还掀起一股势头，

促使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做出承诺，力求在 “波恩挑战”

下恢复超过 250 万公顷的森林景观。阿塞拜疆也于 2019

年加入 “波恩挑战” 计划，并承诺将该地区的修复总数

达到近 300 万公顷。

这一创新的良好做法还促成《阿斯塔纳决议》（Astana 

Resolution）的通过，这是首个在森林景观恢复方面加强

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区域决议，旨在通过与国家目标和重

点保持一致来提高参与国的竞争优势。

此良好做法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促成了基于 “波恩挑战”

及《阿斯塔纳决议》等其他合作协议的长期承诺。这些

协议的框架到期后，进一步区域一体化合作将长期延续。

此良好做法已经扩展到东欧和东南欧，也可通过 ECCA30

区域倡议向中欧扩展，ECCA30 区域倡议于 2019 年 9 月

推出，旨在到 2030年在欧洲、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恢复 3,000 

万公顷退化和遭森林砍伐的土地。

联系方式 ：

姓名：Gianluca Sambucini 先生

职务：代理主席

机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林业与木材联

合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电子邮箱：gianluca.sambucini@un.org

电话：+41 (0) 22 917 11 75

项目名称 ：在 “波恩挑战” 的支持下恢复遭森林砍伐和退化的土地，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13 和 15

国家 / 地区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

提名方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1、13.3、15.1、15.2、15.3、15.4、15.5

支持方 ：德国政府（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执行实体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8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FYW1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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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物

气候行动

挑战

泥炭地是至关重要且超级强大的生态系统，可以捕获和储存碳，保护和容纳生物多样性，

控制水的供应和质量，降低气温，生产粮食。泥炭地国际社区遍布逾 180 个国家，它们在

缓解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才刚开始被了解。泥炭地仅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3%，但却储有世界

30% 的土壤碳。它们的碳含量是全球森林的两倍。被排干或退化的泥炭地排放的温室气体

量占碳预算的 5% 至 10%。

2016 年，印尼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呼吁各方支持以扑灭泥炭地火灾。印尼政府承诺停止

将泥炭地重新转化为农业用地，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项紧急运动，以重新润湿和恢复泥

炭地。这些挑战激发了无畏的南南合作以及 “全球泥炭地倡议” 的诞生。

寻求解决方案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牵头的 “全球泥炭地倡议” 于 2016 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上发起。该倡议旨在开发和采用新

的方法来保护泥炭地，恢复和可持续管理泥炭地，并将科学与实践和政策制定联系起来。

四个泥炭丰富的热带国家（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秘鲁）成为该倡议的试

点国家。由于拥有大量的碳以及过去经历了排放和退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超过 30 个合

作伙伴已承诺合作，以阻止进一步破坏这些泥炭地。该倡议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该项目帮助各国遵守主要的多边环境协定（MEA），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以及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特别是针对水禽栖息地的《拉姆萨尔公约》。该倡议的目标是向刚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秘鲁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它还致力于通过纳入有关泥炭

地的目标以期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来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其预期的国家自主贡献。

通过收集、倡导和支持试点国家的保护实践和恢复工作，该项目还为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做出贡献，特别是目标 5（减少生境的丧失和退化）、目标 14（恢复和保护提供重要且有价

值的服务的生态系统），以及目标 15（生态系统对碳储量的贡献）。

合作伙伴合力评估、衡量和保护泥炭和生物多样性，并通过南南合作方式分享知识和经验。

他们通过恢复和保护方式促进泥炭地健康，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最快方式之一。

2017 年 5 月，全球泥炭地倡议第二次伙伴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

试点国家的政府代表及 80 多名专家。加入该倡议的伙伴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知识，并规划

了相互扶持的协作之路。

全球泥炭地倡议
致力于保护全球最大的陆地有机碳储量

© 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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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泥炭地倡议会议在由全球景观论坛主办的主题为 “泥

炭地问题” 的专题会议中达到高潮。在国际林业研究中

心的领导下，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银

行的共同协调下，此次专题会议探讨了在实践中开展多

向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的意义，采取社区优先和以人

为本的泥炭地管理方法，高度重视南南合作、创新和学习。

在 UNEP 的领导下，“全球泥炭地倡议” 于 2017 年 11

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23）期间的会外活动中发布

了 “泥炭地快速响应评估” 办法。

2018 年 3 月，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采取

了前所未有的举措，签署了关于泥炭地的《布拉柴维尔

宣言》，以保护刚果盆地（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泥炭地）的

Cuvette Centrale 地区免受无节制的土地利用并防止其排

干和退化。《布拉柴维尔宣言》是为期三天的全球泥炭地

倡议第三次伙伴会议的成果，此次会议在布拉柴维尔举

行，由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共同主办。印度尼西亚环

境和林业部部长分享了该国在泥炭地保护和恢复方面的

经验，报告题目为 “管理泥炭地以应对气候变化：印尼

的经验”。

《布拉柴维尔宣言》正式确定了这三国政府的承诺，即在

倡议伙伴的支持下继续合作并交流知识，以期更好地管理

和保护全球重要的碳储存地——Cuvette Centrale 泥炭地。

在一系列全球政策制定活动中，“全球泥炭地倡议” 继续

提高关于泥炭地的南南合作的知名度。在《拉姆萨尔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COP13）期间以及在德国维尔姆举

行的研讨会上促进了多边环境协定的合作。此外，在世

界湿地日和世界环境日期间以及 UNEP 发布的《2018/2019

前沿报告》出版物中均着重提到了泥炭地。在波兰卡托

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次届

缔约方会议（COP24）的十多场会外活动和讨论论坛上，

它们也成为突出话题，而且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五届缔约方会议（COP25）

上也有重点提及。

作为该倡议重要的全球里程碑，在所有国家的支持下，

2019 年 3 月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关于泥

炭地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的首个全球决议。该决议承认 “全

球泥炭地倡议” 的贡献，并进一步要求 UNEP “积极协调

以建立全面、准确的全球泥炭地清单”。1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是 “全球泥炭地倡议” 的主要执行

机制。这种方法促进了优秀实践的确定、收集和分享。

它不仅有利于交流，改进方法，还促进了支持泥炭地可

持续管理的方法的采用。南方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流使利

益攸关方可以做出大胆的决定，加快行动承诺，并建立

由志趣相投的参与者组成的联盟以建立合作关系。

联系方式 ：

姓名：Dianna Kopansky 女士

职务：项目管理干事和全球泥炭地协调员

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电子邮箱：dianna.kopansky@un.org

1 UNEP/EA.4/RES.16

项目名称 ：全球泥炭地倡议：评估、衡量和保护泥炭

国家 / 地区 ：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秘鲁

提名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3.2、15.1

支持方 ：逾 30 个伙伴，可在该倡议的网站查阅

执行实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2 年

实践网址 ：www.globalpeatla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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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内部冲突、侵犯人权、大规模灾难的长期历史，以及最近的

大规模移徙。这些事件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数以千计的人口消失，最终被埋在没有标记的坟

墓之中。

除南非外，很少有非洲国家已经发展了一套法医系统。此外，这些国家的人类学或遗传学

等各种学术领域也缺乏发展，迫使法医专家和医生不得不在没有其他学科专家支持的情况

下工作。

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在合法的医疗调查中进行的法医工作经常与当地居民的传统

信仰和惯例做法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处理尸体方面。因此，要使法医调查取得成功，重要

的是要使法医专家与受害者家属以及人权组织联系起来。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旨在提高多个非洲国家当地专家在与侵犯人权、大规模灾害、移徙和其他复杂情况

有关的案件中鉴定遗骸的法医能力。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EAAF）提供了技术援助，这

是一家率先将法医科学应用于人权和人道主义调查的非政府科学组织。此项倡议有助于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因为该倡议可以增加诉诸司法的机会，强化地方机构，并培养他们

以透明和负责的方式开展涉及人权问题的刑事调查时所需的必要能力。

阿根廷在鉴定前军事独裁期间失踪人口的遗体方面取得的经验已成为支持非洲法医能力的

宝贵工具。自 1994 年以来，EAAF 一直在该区域开展工作，培训和指导法医专家、律师和

民间社会组织将法医科学应用于涉及侵犯人权的调查当中。

为了加强区域一级的能力和机构协调，EAAF 于 2011 年 11 月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了一次区域

会议。此次会议为专业化网络奠定了基础。因此，非洲人道主义司法行动学院于 2012 年在

德班开设了首门课程。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训来自非洲国家的专家，将各种法医准则应

用于记录和调查其原籍国境内的人权侵犯情况。该项目还构建了一个重要的区域人权倡导

者和法医专家网络，他们通过交流和定期对话，提高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的服务质量，

特别是在鉴定遗体和建立基因库方面。

自 2016 年以来，阿根廷国际合作基金一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比勒陀利亚大学

非洲人道主义司法行动学院

提高非洲国家的法医能力

© 阿根廷外交、 
宗教和国际贸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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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该倡议提供资金。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50 多名

专家参加了 EAAF 提供的培训课程。培训主题包括灾难情

况下的尸体处理、复杂的犯罪现场、掘尸检验、死前数

据收集、骨骼遗骸的人类学分析和多学科鉴定流程，以

及法医遗传学的应用和局限性。

这一倡议的显著成果包括加强了法医专家、律师和警察

之间的对话，他们已经将相关的国际议定书纳入了他们

的日常工作。该倡议还加强了与民间团体组织和受害者

家属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对话。

非洲人道主义法医行动学院将继续运作，每年都从该区

域的不同专业和各个国家吸收新的专家。由于成果显著，

这一倡议被复制到了突尼斯。在阿根廷国际合作基金、

EAAF 和 ICRC 的共同努力下，一所新的北非区域学校于

2019 年 11 月正式开学。这些组织在该区域的持续存在

和声望可以确保该倡议的连续性，同时还能促进与当地

行动者的协调，以便在感兴趣的地方建立新的学校。

联系方式 ：

名称：国际合作总局

机构：阿根廷外交、宗教和国际贸易部

电子邮箱：dgcin@mrecic.gov.ar

项目名称 ：非洲人道主义司法行动学院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布隆迪、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

加纳、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南非、南苏丹、苏丹、多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津巴布韦

提名方 ：阿根廷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1、16.a、17.9

支持方 ：阿根廷国际合作基金（FO.AR）、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EAAF）、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执行实体 ：阿根廷：国际合作总局（外交、宗教和国际贸易部）、EAAF

非洲 ：非洲国际和比较法研究所（比勒陀利亚大学）、ICRC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6-2019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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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但许多非洲国家的采掘业部门继续取得年度增长，采掘业仍然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这种增长并不总是能带来贫困的减少或

改善服务的提供。整个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改

善监督至关重要，可以通过监督机构来实现，例如自然资源部、民间团体组织和最高审计

机构的技术监督员。虽然最高审计机构是政府支出和公共资源使用的关键监督机构，但这

些机构往往缺乏履行这一重要任务的足够能力，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支持。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总部位于加拿大的 Cowater International 正在与总部位于喀麦隆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法语区最高审计机构区域理事会（CREFIAF）合作，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资金

支持下，实施一个名为 “加强非洲法语国家采掘业监督” 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改善布

基纳法索、喀麦隆、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其他撒哈拉以南法语国家的全国监测，提高政府

在采掘业活动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该项目的活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6 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具体目标 16.6（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具体目

标 16.7（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具体目标 16.8（扩大

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该项目的三方合作方式也有助于实现 SDG 17，

因为该项目通过更加包容和富有活力的伙伴关系来加强实施。

作为三方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CREFIAF 通过其专业的专家网络为参与该项目的最高审计机

构之间的协调工作提供支持，该专家网络致力于为非洲撒哈拉以南法语国家提供审计服务。

利用这一网络，Cowater International 组织了一支由国际、区域和本地专家组成的多方面团队，

包括采矿、法律、税收、审计、性别平等、环境和创收等领域。这些专家在以下方面为该

项目提供支持：

• 根据国际最佳实践方法，制定区域和国家特定培训课程、对采掘业进行审计的准则以及

其他的技术资源，包括重点关注性别和环境的各种工具。

• 在目标国家对采掘业进行试点审计，以检验相关的准则和技术资源。

• 向最高审计机构和其他国家监督机构提供采掘业审计培训和在职指导。

• 制定准则和程序，让包括公民、妇女团体、民间团体组织和媒体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参与

审计工作。

该项目继续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 布基纳法索、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和马里采掘业的国家监督

加强对非洲法语国家采掘业的监督
根据一项为期6年的泛非洲倡议，利用三方合作加强采掘业的公共问责制和 

透明度

©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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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CREFIAF 提供的区域支持，以监督其在非洲撒哈拉

以南法语地区的 23 个成员国的采掘业

• CREFIAF 作为一个重要的监督资源中心的作用

• 利益攸关方监督各自采掘业的能力

 

参与该项目的最高审计机构将能够通过下列方式在监测

采掘业方面发挥作用：

• 有效使用采掘业审计工具

• 实施专业培训计划

• 拥有专门的审核员和培训师

• 在各个国家的利益攸关方之间交流经验和教训

 

该项目已经为支持实现 SDG 带来了一些创新的、可持续

的成果。通过建立三方合作所需的关系和开展协调工作，

实现了更大的透明度。该项目强调对采掘业的监管是一

项共同责任。因此，参与者们在监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直接受益于该项目提供的支持和专业知识。马里和布

基纳法索存在安全挑战使加拿大的专家无法前往该地区。

因此，Cowater International 特意为其确定了在存在持续

安全威胁的地区具有工作经验的当地和区域专家。未来

需要雇佣这类专家的所有 CREFIAF 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这

一人才库。此外，该项目表明，民间团体组织可以通过

向政策工作提供信息来协助各国政府取得更积极的成果。

从项目开始到整个实施过程，项目团队一直与受益方和

利益攸关方开展协调和咨询工作。项目团队还积极参加

了区域工作组，例如乌干达采掘业审计工作组。相关合

作以正式磋商和非正式讨论的反馈意见为指导。

在审计和采掘方面的国际和区域专家的指导下，由

CREFIAF 指定的来自多个会员国最高审计机构的培训师帮

助起草了专门的审计指南。这些培训师将继续领导对审

计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使用本项目所开发的材料和工

具方面的培训。

打造该项目的目的就是建立改善对采掘业的监督所需的

基础。这些培训材料和原则是根据国际审计标准和采掘

业管理的最佳实践编制的。任何国家从这种材料中受益

都不存在先决条件，项目团队会根据各个国家的现有知

识和能力调整其方法。培训内容包括对采掘业、审计基

础和这两个学科交叉内容的介绍。该项目可应对所有领

域的挑战，包括筹资、性别和环境。

联系方式 ：

姓名：Michael Bitz 先生

职务：加强对非洲法语国家采掘业的监督（PASIE）项目

的项目总监

机构：Cowater International

电子邮箱：michael.bitz@cowater.com

Skype ：michaelbitz

WhatsApp ：613-869-6450

项目名称 ：加强对非洲法语国家采掘业的监督（PASIE）

国家 / 地区 ：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马达加斯加、马里

提名方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6、16.7、16.8、17.9、17.16、17.17

支持方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主要出资方）

执行实体 ：Cowater International（加拿大）、撒哈拉以南非洲法语区最高审计机构区域理事会（喀麦隆）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2 年

实践网址 ：www.facebook.com/PASIE.CSi（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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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挑战

非洲实现繁荣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由非洲人统一管理的非洲媒体部门。非洲媒体应该报

道非洲国家的愿望，展现他们的形象，从真正的非洲角度来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

非洲的媒体权利和言论自由正在逐步扩大，但非洲大陆尚未达到完全和充分给予这些权利

的阶段。尽管媒体在培养渴望参与决策的知情公民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由于许

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和不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认识到非洲新闻媒体在解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障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认

识到在提高公众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动员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促进对可持续发展

采取整体办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20 年，34 位非洲媒体人士参加了埃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署（EAPD）组织的研讨会。会议

主题包括新闻媒体在支持非洲关系方面的作用、新闻媒体对安全和发展的影响以及非洲新

闻媒体在妇女赋权方面的立场。此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强调非洲媒体在创造和促进统一的非

洲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

该项目还包括相关的研讨会、活动、与官方要人的会面，以及对埃及的实地访问。参加者

们与宗教领袖会面，讨论了以下方面的内容：传播宽容和和谐生活的文化；结束战争和冲

突中的流血；解决仇恨、不容忍、暴力和极端主义问题；保护环境和妇女权利；建设道德

社会；实现全民的真正公民身份。他们还会见了爱资哈尔的大伊玛目，了解伊玛目的培训

项目，从而努力解决恐怖组织传播的对伊斯兰教的误解。虽然基督徒在埃及是少数，但宗

教宽容被视为一个标志，这从 2019 年 1 月在开罗以东的新行政首都同时举行的 Al-Fattah Al-

Aleem 清真寺和基督诞生大教堂的落成典礼就可见一斑。

参与者们还参观了埃及媒体制作城、纳赛尔军事学院、埃及警察学院、国家培训学院、 

苏伊士运河、新行政首都，以及在埃及的英国和德国大学，了解了埃及在以下领域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教育、妇女赋权、工业和出口，以及如何将这些经验转移到非洲伙伴 

国家。

媒体在支持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联合
努力方面的作用

加强媒体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 E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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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主要建议包括：

• 认可非洲新闻媒体在促进非洲妇女的正面形象、处理

她们的问题以及支持各级赋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 鼓励媒体提出建设性的客观想法和倡议，帮助决策者

应对挑战，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积极的机会。在此方面，

建立了一个促进埃及和非洲新闻媒体交流经验和专门

知识的平台。鉴于媒体在提高社区对非洲国家发展挑

战和制约因素的认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该项目

可以作为一个媒体高管网络来加强合作，以实现非盟

《2063 年议程》。

• 强调非洲媒体在构建和促进统一的非洲身份认同中的

作用，强调公民社会在丰富非洲国家间对话中的作用。

• 同意有必要建立一个由非洲人管理的统一的非洲媒体

网络。在此方面，该项目做出了一项决定，以振兴埃

及海外广播网络 Shabaket Al Eza'at Al Mowagaha 所发挥

的作用，该网络于 1953 年建立，目的是支持非洲国家

争取独立的斗争。该网络将在支持非洲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将用 7 种不同的语言向

非洲大陆各地的非洲公民进行广播。

 

自成立以来，EAPD 一直信守承诺，支持建立伙伴关系，

以改善非洲媒体之间的协调、一体化和交流，促进实现

能满足非洲人民愿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系方式 ：

姓名：Mahmoud Elmaghraby 大使

职务：秘书长

机构：埃及发展伙伴关系署 (EAPD)

电子邮箱：marwa.mahmoud@mfa.gov.eg

项目名称 ：媒体在支持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努力方面的作用

国家 / 地区 ：大约 44 个非洲国家

提名方 ：埃及驻非洲各国大使馆；这些国家的外交部；全国性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16.6、16.8、17.6

支持方 ：埃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署

执行实体 ：国家埃及机构、《金字塔报》、爱资哈尔、东正教会，国家信息服务、全国妇女委员会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7 月 -2020 年 1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4ARf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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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机构

挑战

非洲目前面临着许多显著的安全威胁，从恐怖主义组织的崛起到内战以及自然资源开采的

增加。安全部队力量薄弱，装备不足，无法应付这些挑战，这使得局势更加恶化，其深层

次原因并非来自可以轻易解决的缺陷。

萨赫勒五国集团（G5 Sahel，即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在显著受

到激进组织的威胁。暴力和反叛组织还蔓延到了肯尼亚、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这些国家必

须建立国家机构和安全部门，使他们能够实施相关战略和计划，保护其公民不受暴力侵害。

埃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署（EAPD）与各国家机构合作，组织了各种活动，以建立非洲的能

力和转让专门知识和技术知识，满足非洲大陆各国的需要并支持他们的发展愿望。

寻求解决方案

满足受冲突影响或摆脱冲突的国家和社区的需求是非洲面临的最复杂挑战之一。恢复和建

立国家权威及其履行基本职能的能力，建立人们对新政治秩序和治理结构的信心，修复社

会结构，应对冲突的根源以防止复发，这些都是复杂和长期的过程，需要完成实现和平、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实现发展等任务和工作。这些都需要全面、综合和包容的政治和政策、

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在人道主义 - 发展 - 和平的关系中实现广泛的地方、国家、区域和国

际行动者之间的参与和协调。

注意到上述情况，同时也为了应对冲突的动态变化和新威胁的出现，因此正在对国际社会

处理和解决冲突的手段进行改革，以期确保整个和平连续进程的努力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

埃及为非洲 9 个维和特派团中的 8 个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打击恐怖主义、保护边界和打

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许多非洲官员正通过与埃及司法部、武装部队和警

察学院合作，参加有关人口贩运、非法移民、反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法和领导技能方面的

培训方案。共实施了 40 多项能力建设方案，惠及 1200 多名非洲参与者。EAPD 本着促进

和平的精神组织了这些活动，没有任何隐藏的议程或隐藏的条件。

由于 EAPD 认为发展与安全密切相关，因此该机构与国防部、警察学院以及开罗非洲冲突

解决和维和中心合作，支持其他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促进建设公正、和平、

包容的社会。

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方案

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合作，将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作为埃及议程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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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D 还部署了技术和政治专家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国家安

全机构，并在埃及警察学院招收非洲学生。为确保该举

措的可持续性，选定的学员都在相关国家担任某个职位，

使他们能够传播知识，例如相关机构的推广官员或教员。

某些情况下，毕业生会帮助挑选新的候选人，因为这可

以帮助加强前任学员和新学员之间的关系，使后者成为

本国的领导者。

埃及对其非洲根源深以为荣，并且认识到非洲大陆所面

临的共同挑战。埃及致力于加强和运用其国家专门知识

来帮助整个非洲大陆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和平、稳定、

繁荣和福利的愿望。

联系方式 ：

姓名：Mahmoud El Maghraby 大使

职务：秘书长

机构：埃及发展伙伴关系署 (EAPD)

电子邮箱：mahmoud.elmaghraby@mfa.gov.eg

项目名称 ：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方案

国家 / 地区 ：布基纳法索、乍得、吉布提、埃及、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索马里、苏丹 

提名方 ：埃及驻非洲的各大使馆、参与国的外交部、埃及国防部、埃及警察学院、开罗非洲冲突解决和维和 

中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2、16.3、16.4

支持方 ：埃及警察学院、纳赛尔军事研究所

执行实体 ：埃及国防部、武装部队、警察学院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年至今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iP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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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阿富汗持续了近 40 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试图克

服这项持续的挑战。阿富汗的和平建设与和解努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项重大问题。

必须分享解决冲突的成功经验，使阿富汗政府能够制定自己的和平建设与和解战略。

寻求解决方案

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工作十分复杂，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承诺通过多项措施

来支持这一崇高的努力，包括提供政治支持和能力建设。印尼政府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项目，

题为 “阿富汗外交官的能力建设：印度尼西亚与通过促进宽容、多元主义和民主来建设和

平——经验和教训”。该项目是印度尼西亚作为 2019-2020 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所

做出承诺的一部分，也是加强南南合作框架的一种举措。

该项目于 2019年 7月 16日至 23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安汶为阿富汗的 10名外交官举行。

此项联合项目是由技术合作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中心以及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多边合作总局

组织的。在该项目期间，阿富汗外交官学会了用来解决严重分歧冲突、促进容忍以及实现

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战略。印度尼西亚可以作为异族社区之间建设和平的典范。

在该项目的开幕式上，教育和培训中心负责人强调了该项目对加强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之

间双边合作的重要意义。他重申，该项目表明，阿富汗政府决心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通

过加强外交人员建设和平的能力，为实现阿富汗的和平提供全面支持。

在印度尼西亚期间，阿富汗外交官接受了关于潘查希拉意识形态、容忍、社会多元化、伊

斯兰教和印度尼西亚民主的课堂培训。还向他们介绍了该国在建设和平外交方面的经验。

为了探讨解决冲突之道和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宽容气氛，特别邀请参加者们参观了伊斯蒂赫

拉尔清真寺和雅加达大教堂，并观察了安汶的日常生活。这座城市被选为和平解决宗教社

区之间冲突的典范。

在访问安汶期间，参加者们获悉，解决冲突的核心不仅涉及中央和区域政府以及安全部队，

而且还涉及基层社区的愿望，特别是青年和妇女。他们还了解了 Pela Gandong 的传统，这

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兄弟关系或联盟关系的国家或村庄的称呼，这是摩卢坎人的祖传习

俗，对社会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提倡容忍、多元主义和民主来维持
和平

倡导多样性和多元化，以支持实现持久和平

©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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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的目标是提高阿富汗外交官应用在印度尼西亚

获得的知识来促进本国和平的能力。此外，预计两国之

间的双边关系将会发展。

经过几天的培训后，阿富汗外交部长和印尼外交部的阿

富汗特使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包

括开展有关如何解决冲突的后续培训的可能性，以及有

关不同宗教间对话和妇女赋权的潜在合作。

2019 年 12 月 23 日，印尼外交部长还举办了为期两天的

对话会，与会者包括数十名阿富汗妇女，并由阿富汗信

息和文化部代理部长领导，讨论了建立一个阿富汗 - 印

度尼西亚妇女团结网络的事宜，此网络将重点关注在 

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妇女赋权问题。该网络在印尼外交

部长正式访问期间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正

式启动。

这一倡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因为该培训项

目鼓励参加者利用和平手段，在阿富汗社会各级建立可

持续的、包容的和公正的机构。

联系方式 ：

姓名：Mohammad Syarif Alatas 先生

职务：技术合作总监

机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电子邮箱：syarif.alatas@kemlu.go.id

项目名称 ：通过提倡容忍、多元主义和民主来维持和平

国家 / 地区 ：阿富汗、印度尼西亚

提名方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1、17.9

支持方 ：阿富汗外交部

执行实体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7 月 16 日 -23 日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1w2nSh（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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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根据 InSight Crime 的数据，12019 年，危地马拉的谋杀率为每 10 万居民 21.5 人死亡，在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排名第九。

由于长达 36 年的内战，以及最近 “马拉斯” 帮派的崛起，人们对警察权威的不信任普遍存在。

地方当局没有与警察合作或没有支持警察，这影响了整个社区的安全。犯罪和杀人案猖獗，

但由于警察腐败，人们不敢报告案件。警察在社区中是负面的形象，而且市长和警察局长

之间的关系很差。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危地马拉安全局势的恶化。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危地马拉启动了一个技术合作项目，巴

西警官通过该项目与危地马拉的同行分享了良好的实践方法。巴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高

犯罪率著称。然而，圣保罗政府通过实施日本 “交番” 社区治安系统，并与社区建立信任，

成功大幅降低了犯罪率。JICA 通过一个社区治安技术合作项目来支持这些努力，该项目使

用的便是 “交番” 系统。该项目帮助圣保罗州在 10 年的时间里将谋杀率降低了 70%。

1964 年到 1985 年期间，巴西处于依靠恐惧而非信任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在军事独裁政

权倒台后，巴西政府努力通过引入社区治安来恢复信任。巴西政府研究了一些国家的各种

社区治安系统。圣保罗州决定采用日本社区治安模式，日本警察步行或骑自行车访问社区，

并与当地人面对面交流，与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2000 年，JICA 巴西办事处将日本 “交番” 系统引入圣保罗宪兵队（PMESP）。在此系统下，

鼓励警察步行访问社区，亲自与居民交谈，规划并参加居民的社区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PMESP 成功地在当局和社区之间建立了信任，使这种关系从一种基于对抗的关系演变为一

种基于和谐的关系。PMESP 现在可以从社区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有助于防止犯罪。该项目

不需要任何特殊技术或大量的资金投入。

JICA 于 2000 年签署了日本巴西伙伴关系计划来促进三方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巴西的资

源。该计划支持巴西政府制定、监督和评估国际合作项目。这一平台使巴西政府能够将其

良好的实践方法扩展到面临类似问题的邻近国家。

1 Parker Asmann和Eimhin O’Reilly，“InSight Crime的2019年杀人案件汇总”，InSight Crime，2020年1月28日。

社区治安

促进友好关系、友好社会和安全社区

© J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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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危地马拉政府的要求，在巴西合作机构、司法部和

PMESP 官员的支持下，2016 年实施了 “通过推广社区治

安理念来加强警察人力资源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降低犯

罪率，同时恢复社区对国家民警的信任。PMESP 官员现

在担任社区治安专家，帮助使日本的体系适应巴西国情，

并与危地马拉警官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在该项目期间，巴西专家在巴西举办了 8 场研讨会，在

危地马拉举办了 10 场研讨会，在此期间，大约 1300 名

危地马拉官员学习了社区治安知识。在巴西，危地马拉

警察陪同巴西警察巡逻，与当地社区接触。该项目还邀

请了高级官员和制服警察（其中一些人之前从未出过国）

参加在巴西举办的研讨会，了解社区治安对公共安全的

影响。危地马拉官员以巴西的项目为榜样，积极参与社

区活动，例如学校交通安全方案和街道清洁倡议。通过

此项目，各职级官员和社区成员都能了解到，可以透过

相互信任来维持公共安全。警察为他们的工作而感到自

豪，因为他们降低了犯罪率，使社区更加安全。该项目

成功地使圣佩德罗阿扬普克的凶杀率从 2017 年的每 10

万居民 76 人死亡降至 2019 年的 37 人死亡，危地马拉

奇诺特拉的凶杀率从每 10 万居民 49 人死亡降至 12 人

死亡。

联系方式 ：

姓名：Marta Ventura 女士

职务：项目官员

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危地马拉办事处

电子邮箱：venturamarta.gu@jica.go.jp

电话：+502 5945-7252

项目名称 ：通过推广社区治安理念来加强警察人力资源的计划

国家 / 地区 ：巴西、危地马拉、日本 

提名方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危地马拉办事处、JICA 巴西办事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1 

支持方 ：JICA、圣保罗市宪兵队

执行实体 ：危地马拉国家民警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6 年 7 月 -2019 年 7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wAwkh（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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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性别平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在亚太地区，约有 6500 万 5 岁以下儿童没有登记。1 这种身份的缺失使儿童在法律面前没

有存在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无法获得社会、教育、卫生和金融服务并进入就业市场。

他们无法从提高生活质量所必需的法律保护中获益。因此，在促进普遍民事登记和全民法

律身份方面，一个国家可以加强其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及其具体目标的能力。

亚太地区的民事登记机构在实现全民登记方面面临着独特的国家挑战，他们也必须解决实

际的登记问题，以及冲突、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等跨境问题。因此，民事登记

机构必须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并采取创新型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营造一种有利于

分享想法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通过南南合作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寻求解决方案

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及其发展伙伴已经认识到，全民民事登记对可持续和包容

性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于 2014 年主办了一次亚太民事登记机构大会。此次会议重点关注的

是加强民事登记和人口统计（CRVS）系统在以下方面的作用：提供合法身份（SDG 具体目

标 16.9）；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具体目标 3.8）和儿童早期教育目标（具体目标 4.2）；消除

童婚（具体目标 5.3）；促进进入正式就业市场（具体目标 8.7）；以及确保女性不会因为没

有身份而被否认继承权或无法享受金融服务（具体目标 5.a）。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在亚太

地区建立次区域网络，就 CRVS 领域的跨境问题进行协作，同时分享知识、想法、优秀实践

和经验教训。

在 ESCA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太平洋共同体和其他发展伙伴的协助下，目前

已经建立了两个次区域网络。除了太平洋民事登记机构网络和南亚民事登记专业人员网络

（CR8）之外，目前正在为中北亚国家建立第三个次区域网络。这些网络加强了相互协调，

并优先考虑采用共同的技术方法，以应对共同的跨境挑战。例如，太平洋民事登记机构网

络通过采用数据归档的最佳实践方法来帮助成员国打造抵御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并使用

人口统计数据为灾后服务提供信息支持。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2030年实现为每位儿童进行出生登记：我们的进展顺利吗？（纽约，2019

年）。

亚太地区民事登记机构

促进合作，以加强国家民事登记和人口统计系统

© UNES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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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次区域网络通过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享改进 CRVS

系统的创新方法来促进南南合作。这些网络还促进开发

共同的数据共享方法和用于完善系统的优秀实践方法，

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通过这些网络，利益攸关方可以

进行定期沟通，并制定共同方法来存储和检索民事登记

数据。

太平洋民事登记机构网络的 2015-2026 年战略计划包括

一项通信和信息共享战略。通过合作努力，太平洋次区

域的各国实现了出生登记数量的增加和捐助者支持的增

加。巴布亚新几内亚最近为 100 多万未登记的成年人登

记了出生信息，这是在 2021 年 4 月选举之前发放 800 万

张身份证的国家方案的一部分。2013 年至 2019 年期间，

基里巴斯实现了一年内 14.2% 的属地出生登记增长率

（SDG 16.9）。

这些创新型次区域网络是亚太地区同类首创的将国家民

事登记当局的需求列为优先事项同时针对跨境挑战寻求

共同解决方案的网络。这些网络促进各国更多地使用创

新型技术解决方案，例如用于数据存储和检索的云服务

器。每个网络都在解决共同的问题，同时保持对本地需

求的灵活性。这些网络还支持实现共同的亚太愿景，即

到 2024 年让所有人都受益于普遍的、响应积极的 CVRS

系统，从而促进他们享有自己的权利，并为良好的治理、

卫生和发展提供支持。2

2 E/ESCAP/RES/71/14，附件A

通过强调南南合作，同时把国家登记当局的需要置于其

任务的核心，现有的次区域网络可以实现自我维持运作，

同时由参与国本身来推动发展。相关的次区域协议为这

些网络的可持续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例如，根据太

平洋民事登记机构网络数据共享协议，各国利益攸关方

正在简化承认其他成员国公开文件的程序，以促进跨境

数据共享和改善登记机构的日常工作。太平洋民事登记

机构网络很快认识到有必要改进共享民事登记数据的程

序。由于太平洋岛民经常到海外就医，缺乏数据共享使

各国无法收集关于人口重要动态事件的准确信息。

通过汲取太平洋民事登记机构网络的成功经验，CR8 确

定了一组专家，专门来应对其自身次区域的共同问题。

每次会议都会发布一份概要，展示共同挑战及其解决 

方案。

最后，该项目在其他次区域的可复制性取决于相关国家

对改善 CRVS 系统的政治承诺以及信息共享的开放性。亚

太地区的民事登记机构将继续共同努力，扩大登记的覆

盖范围，并通过确保所有人的合法身份来实现相关的

SDG 目标。因此，这些网络可以促进国家和次区域层级

的南南合作。

联系方式 ：

姓名：Gemma Van Halderen 女士

职务：统计部门主任

机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电子邮箱：gemma.vanhalderen@un.org 

项目名称 ：在亚太地区为民事登记专业人员建立次区域网络

国家 / 地区 ：太平洋民事登记机构网络：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南亚民事登记专业人员：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提名方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A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8、4.2、5.3、5.a、8.7、16.9、17.19

支持方 ：ESCA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计划组织

执行实体 ：亚太区民事登记专业人士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4 年至今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aWWz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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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气候行动性别平等

挑战

2015 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

有历史意义的气候协定，至今已过去五年时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分享关于气候变化模式

的新信息，将排放目标从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的必要性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记者和

新闻学院在确保通过强有力的新闻实践（在这些新闻实践中，言论自由得以蓬勃发展）来

公开讨论缓解和适应战略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

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重要，这些国家的极端天气事件预计在今后几十年里可

能会增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在所有缔约方大会（COP）之前制定的，强调了

科学信息、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的重要性，并在《公约》第 4 条中强调了非政府组织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名为 “后 COP21 第二期：加强媒体监测和报道亚太和非洲气候变化的能力”，致力

于巩固和加强该项目第一期所完成的工作，该项目得到了马来西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合作项目的支持。第二期继续落实《UNFCCC 公约》第 4 条，同时在具体的区域

情形下加强对 UNESCO 在新闻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领域的资源的使用。这些资源

包括：

• 传达信息：亚太地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记者手册（2019 年）

• UNESCO 关于气候变化的伦理原则宣言（2017 年） 

• 可持续发展新闻教学：新教学大纲（2015 年） 

• 非洲的气候变化：记者指南（2013 年）

• 新闻教育示范课程：新大纲概要（2013 年） 

 

马来西亚 -UNESCO 合作项目第一期所开展的活动对 SIDS 以及东南亚和非洲产生了影响。来

自马来西亚和选定国家的 80 多名有影响力的记者了解了气候变化科学和战略方面更丰富的

知识，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调查、监测并向各自的受众报道气候变化。柬埔寨媒体研究所

还主办了一项针对东南亚年轻记者的区域培训，来自菲律宾的气候和摄影记者为此项培训

提供了协助。从该项目首期吸取的关键教训之一是，必须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人文方面。受益者们认为，只有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为人们赋权，才能最好地实

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在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SDG 5（性别平等）；

后 COP21 第二期 ：加强媒体监测和报道
亚太和非洲气候变化的能力

通过新闻宣传提高人们对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认识和理解

©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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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DG 13（气候行动）；SDG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从而成功应对不让任何人

掉队的挑战。

在该项目的第一期，UNESCO 国际交流发展计划出版了

传达信息：亚太地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记者

手册。这份手册探讨了气候变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它对

弱势群体造成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妇女和女孩以及最

不发达国家。该手册还提供了最佳实践的例子以及该区

域所特有的关于希望的故事。该手册可以作为记者了解

气候变化科学的一种资源，帮助他们改进对环境、社会、

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报道。

该手册是 UNESCO 新闻教育系列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实

现新闻卓越。该手册旨在通过加强对科学、发展和民主

治理的报道，增强记者、新闻教育工作者及其机构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该项目的第二期，该手册被改编成了一项大规模的开

放在线课程。此外，2019 年 4 月，UNESCO 还在尼泊尔

加德满都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ABU）第五次气候行动

和准备媒体峰会上介绍了这份手册。此次峰会期间，来

自亚太地区的公共服务广播人员还根据该手册接受了有

关气候变化报道方面的培训，此培训由马来西亚理科大

学的一名高级讲师主持。

2019 年 10 月，ABU 为来自 SIDS、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

大约 20 名广播记者组织了一个南南结对项目，以促进气

候变化报道方面的知识和优秀实践的转移。此结对项目

包括根据 UNESCO 手册拟订一个培训方案。此外，还组

织了一场研讨会，并制作了专题报道。还开展了一个后

续活动，讨论学员们如何将这些技能融入他们的气候变

化报道之中。

这是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用以通过新闻报道应对气候

变化的问题。该手册帮助确保了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因

为该手册已经在东南亚被译成了好几种语言，包括泰

文。例如，英国驻泰国大使馆利用 UNESCO 手册，对来

自泰国的 100 多名记者、编辑和新闻专业学生进行了有

关气候变化报道方面的培训。有助于确保可持续性的另

一项关键因素是 UNESCO 的实地网络及其合作伙伴，如

Internews，该组织参加了该项目在亚太地区的实施，并

将继续通过其 “地球新闻网络” 宣传该项目的成果。

联系方式 ：

姓名：Ming Lim 先生

职务：通信和信息顾问

机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雅加达办事处

电子邮箱：m.lim@unesco.org 

姓名：Misako Ito 女士

职务：通信和信息顾问

机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曼谷办事处

电子邮箱：m.ito@unesco.org

项目名称 ：后 COP21 第二期：加强媒体监测和报道亚太和非洲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家 / 地区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亚太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马来西亚

提名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b、13.3、16.10

支持方 ：马来西亚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8-2019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NGaNK ；https://bit.ly/2QFi8jE ；https://bit.ly/3jtVkzz ；https://bit.ly/31GXg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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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国家环境法只有被执行才能有效地管理和保护环境，而且相关的监管团体也必须严格遵守。

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制定了多项国家环境立法，但由于缺乏体制能力、相关官员能

力不足以及缺少有关信息和如何执法的国家指导材料，执法工作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这

些挑战削弱了法律的效力，导致环境恶化。在应对执法挑战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其他

国家要更加先进。因此，该项目的目的是让这些国家聚集在一起，分享在民事、刑事和行

政执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参与国继续制定和记录可用于建设其他发展中国家执行国家环

境法律能力的最佳实践。

寻求解决方案

该项目题为 “通过南南合作加强非洲和亚洲国家环境立法的机构执法能力”，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一个论坛，分享在应对执法挑战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生成并记录可以在其他发展

中国家进行复制的优秀实践方法，帮助他们应对执法挑战。此会议具有高度互动性，所有

与会者都充分参与分享了执法工作各方面的经验。在这些讨论期间，他们产生了一套最佳

实践，帮助马拉维、尼日利亚和越南等试点国家能够制定自己的国家环境法和国家机构指

导材料。这些执法最佳实践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从而还促进了目标国家以外的机构发展。

第二项区域间倡议旨在向各国和机构提供有关促进创新执法行动、计算和赔偿环境损害以

及衡量执法效果的信息。这三个专题领域优秀实践的案例均来自各国在制定相关机制方面

的经验。优秀实践就是某些国家为了解决环境法执法方面的具体困难而实施的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或显示出具有能解决相关困难的很大希望。之所以

选择这些重点领域，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些明确的指导。

该项目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于提高了各国环境法的机构执法能力。参与国已经采用了这一套

最佳实践，以加强执法能力薄弱的机构能力。信息交流是整个项目期间所使用的主要机制。

制定出的优秀实践被记录在案，从而让具体国家能够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因此，该项目促

进了参与国之间在加强执法方面的同行学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使用了这套优秀实践方法来支持很多国家的执法工作，向执法官员传授

了有关各种潜在解决方案的知识。例如，在马拉维编制了一份培训师执法培训手册。在越南，

通过南南合作加强环境治理
认识到，即便是经最缜密思考而打造的环境法如果不加以有效地执行，也不会
产生什么效果

© 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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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法和其他类型法律编制了份关于环境责任的手

册。在尼日利亚，还利用该项目的成果和资金制定了一

项新的执法政策。

南南合作是该项目的核心。这是整个项目得以实施并取

得成果的方式。最佳实践被记录成两卷，以供参考和能

力建设之用，并在线提供给各种用户，包括发展中国家

的合规与执法人员，从而帮助保证该项目的可持续性。

项目名称 ：通过南南合作加强非洲和亚洲国家环境立法的机构执法能力

国家 / 地区 ：来自非洲、中亚和东盟（ASEAN）的 24 个国家，以及中国

提名方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7、16.10、16.b

支持方 ：政府环境部、环保机构和其他执法机构、中国 -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区域组织、执法网络、大学

执行实体 ：UNEP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4-2017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联系方式 ：

姓名：Sylvia Bankobeza 女士

职务：法务专员

机构：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

电子邮箱：sylvia.bankobeza@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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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2019 年，洪都拉斯完成了一项关于流离失所的影响以及针对流离失所者的替代解决方案

的研究。该研究的最后指出，2004 年至 2018 年间，有 5.85 万户家庭流离失所。受影响的

247,090 人中，每户至少有一名成员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虽然已经确定流离失所是洪都拉斯

境内的暴力造成的，但该研究强调了国内流离失所对其公民的广泛影响。以这项研究为基准，

洪都拉斯政府努力制定了一项针对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整体对策，并在地方和国家各级加

强对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和照顾。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洪都拉斯政府寻求了哥伦比亚的支持，哥伦比亚曾在类似情况下处理

过国内流离失所问题。两国交流的重点是哥伦比亚地方当局和司法机构对被迫流离失所的

体制对策，这些对策帮助制定和实施了能促进地方和国家各级之间协调的机制。

此项交流旨在为洪都拉斯的“保护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者的机构间委员会”（CIPPDV）提供支持，

帮助设计公共政策和采用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当地项目，针对圣佩德罗苏拉和埃尔普罗格雷

索的被迫流离失所提供预防和保护措施。该委员会已经正式向国会内的司法和人权委员会

提交了关于预防、照顾和保护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法律草案。

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 CIPPDV 促进了哥伦比亚波哥大和麦德林当局与洪都拉斯圣佩德

罗苏拉市官员之间的交流。交流的目的是分享关于地方政府在权力下放框架内可获得的协

调途径，以及关于防止被迫流离失所的地方机制的知识，这些都能帮助在地方层面促进建

设公正、和平和包容的社会。

经验交流加强了对圣佩德罗苏拉市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响应，该市制定并更新了相关机制、

公共政策和地方方案来防止被迫流离失所，并为因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保护和照顾。

在参观了哥伦比亚为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提供照顾的当地中心后，洪都拉斯官员决定复制这

项有价值的服务，并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他们请求 UNHCR 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在圣佩

德罗苏拉市建立一个当地的受害者护理中心，UNHCR 一直在同洪都拉斯的官员协调该中心

的建设工作。

交流在受暴力影响的城市环境下的良好
市政实践方法，建立在流离失所环境下
诉诸司法的更强机制
交流应对被迫流离失所的能力建设和国家协调方面的经验和优秀实践

© UN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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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方面，在洪都拉斯司法学院的协调和支持下，来

自洪都拉斯最高法院各分庭的 15 名法官出席了一场由一

位土地归还专家兼哥伦比亚法官主持的会议。他们交流

了哥伦比亚在制定土地归还流程方面的优秀实践方法和

经验教训，从而帮助洪都拉斯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保证

针对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为人们伸张正义。

此项活动旨在提供优秀实践的例子，帮助界定司法介入

的必要条件，以促进建设和平、包容的社会，通过为修

订法律框架、工具和机制建立更好的标准，保证在被迫

流离失所以及因为暴力导致抛弃土地和住房的情况下也

能适用司法服务。

得益于这些交流，各司法官员扩大了他们对今后如何处

理可能提出的要求归还土地 / 房屋案件的认识。应该使

用这种有关优秀实践的交流方式来扩大相关标准，更新

应对被迫流离失所的现有工具，同时确保这些流程能够

持续下去，并针对洪都拉斯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这样，就有可能促进人们获取和平和正义，通过实现法

律保护程序的制度化来保证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加

强地方层面登记和归还被遗弃土地和财产的能力。

联系方式 ：

姓名：Andres Celis 先生

职务：代表

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 

电子邮箱：celis@unhcr.org

项目名称 ：交流在受暴力影响的城市环境下的良好市政实践方法，建立在流离失所环境下司法介入的更强机制

国家 / 地区 ：哥伦比亚、洪都拉斯

提名方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3、16.7、16.a

支持方 ：UNHCR

执行实体 ：UNHCR、保护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者的机构间委员会（CIPPDV）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7 月 2 日 -5 日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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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伯利兹位于中美洲北部，该地区在 20 世纪末经历了严重的被迫流离失所，导致大量难民涌

入。这一现象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变化，当前的舆论就是其影响的体现。虽然伯利兹通过了

国家难民立法，但该国对目前的区域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响应非常谨慎，难民认可率低，

而且仅分配有限的资源来处理庇护申请。难民局希望能有机会在区域内开展有关庇护制度

最佳实践的交流，从而更好地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寻求解决方案

《全面保护和区域解决方案框架》（西班牙语缩写 MIRPS）创建于 2017 年，是由国家主导的

对《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次区域应用。作为 MIRPS 的成员，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巴拿马承诺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对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做出响应。

这七个国家都制定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每年还确定和实施区域优先事项。

伯利兹在 2017年加入MIRPS，以应对来自中美洲北部的难民申请人数增加的问题。2018年初，

伯利兹正式承认了 28 名难民，这是近 20 年来的首次。

根据其国家行动计划，伯利兹政府已经将加强其国家庇护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列为优先事

项。自 2018 年以来，为了营造更有利的保护环境和更公平的庇护程序，伯利兹还开展了能

力建设活动，包括实施质量保证倡议。

有效的难民地位确定（RSD）程序是提供难民保护的先决条件。为了确保难民能够根据《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行使其权利，必须在一个健全的 RSD 流程中确定相关个人是否有

权享有这些权利。即使是难民身份尚未确定的寻求庇护者，也能获得在强大的庇护制度下

得到保障的某些权利。

哥斯达黎加以前曾在此问题上得到过加拿大的援助，因此被认为是伯利兹可以学习和分享

经验的一个最好例子。哥斯达黎加的系统比较先进，因此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由于该区

域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增加而造成的庇护申请大量增加的情况。根据其 MIRPS 国家行动计划，

伯利兹政府将继续优先考虑其 RSD 系统的质量和响应能力。

在此方面，联合国难民署（UNHCR）帮助在该区域开展了一场有关 MIRPS 响应措施优秀实

践方法的交流活动，为此哥斯达黎加接待了来自伯利兹的难民局和机构。伯利兹的官员听

作为对《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的
实际应用，MIRPS 国家分享确定难民
地位的优秀实践方法
秉承《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精神，共同加强国家庇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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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哥斯达黎加外交部的简报，介绍的是为了实施其国

家行动计划而设立的部委间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五个不

同的部委联合起来，以确保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面临的

问题做出全面响应。

余下的活动重点关注的是哥斯达黎加的 RSD 流程方面。

在观察了登记和面谈程序之后，又对上诉程序进行了几

次讨论，并在整个过程中听取了积极支持难民和寻求庇

护者的民间团体合作伙伴的情况介绍。伯利兹政府学习

了多项重要任务，包括改善档案管理、登记程序、简化

登记表格和向寻求庇护者签发工作许可证。

2019 年 10 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官员访问伯利兹，继续

交流了相关信息。哥斯达黎加行政法庭的一名初审 RSD

审判官和一名法官在伯利兹会见了他们的 RSD 同行。此

项活动帮助确定了相关的优先领域，包括有待修正的立

法和实践方法，以确保让难民索赔者享有更快、更公平

的程序，并为所有伯利兹人建立更强有力的机构。

有关优秀实践和知识的交流将在相同领域工作的政府官

员联系起来，使两国都能够加强各自的体系。哥斯达黎

加政府与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委员会也制定了类似的方案；

现在哥斯达黎加可以与伯利兹分享这些信息。鉴于加强

庇护制度是几个 MIRPS 国家的国家行动计划的一个关键

方面，这种分享优秀实践的做法可以在该区域内进行复

制。无论一个国家是 MIRPS 的成员还是参加了质量保证

倡议，MIRPS 国家都愿意与其邻国合作，使该区域对被

迫流离失所做出响应的所有国家都能相互受益。

联系方式 ：

姓名：Joseph Hendrikx 先生

职务：副联络官

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

电子邮箱：hendrikx@unhcr.org

项目名称 ：作为对《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的实际应用，MIRPS 国家分享确定难民地位的优秀实践方法

国家 / 地区 ：伯利兹、哥斯达黎加

提名方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6、17.17

支持方 ：UNHCR

执行实体 ：难民局（伯利兹）、外交部（哥斯达黎加）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lkLI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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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福祉

挑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非地区一直处于内战和跨境冲突的中心，一直在与武装冲突

和不安全作斗争。这些冲突不仅造成大量伤亡，给社区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和苦难，

而且还破坏了政府的稳定，削弱了经济，破坏了基本的基础设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非洲联盟、联合国以及其他实体制定了一系列议定书、战略框架和政策，以消

除冲突的负面影响，增强冲突后国家的恢复和重建能力。然而，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包括缺乏资源动员网络，在完善的政策与有效实现之间存在差距，以及在提供教育

和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方面仍然非常薄弱。

实现西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一困境，巩固和平和区域一体化，都

需要创新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寻求解决方案

首个区域志愿者计划——ECOWAS 志愿者项目（EVP）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利比里亚蒙罗

维亚启动。该项目由 ECOWAS 和联合国志愿者组织（UNV）实施，并得到了非洲开发银行

的资金支持。2018 年，ECOWAS 委员会与各合作伙伴一起进一步开展了此项目。EVP 的总

体目标是通过志愿服务促进青年参与和平与发展倡议。ECOWAS的青年团结起来，一致认为，

预防冲突与和解措施可以用来巩固他们所在国家和次区域的和平。该项目在西非动员了志

愿人员推广 ECOWAS 的理想和战略，其中包括联盟、和平、民主、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此外，EVP 还以团结、联盟、希望和梦想为主题，加强公民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EVP 的作用包括加强地方组织制定和实施以下相关计划和项目的能力：志愿人员所参与的

计划和项目（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7）；促进和平（SDG 16）；促进性别平等（SDG 5）；建

立和支持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SDG 17）；与其他发展国家交流与合作（SDG 17）；以及在

教育、卫生和性别平等倡议方面向东道国社区提供专门知识和技术支持（SDG 3、4 和 5）)。

EVP 为来自 ECOWAS 社区的年轻专业人员提供了在邻国服务的机会，为危机后倡议提供支

持。自 EVP 启动以来，已经在西非的以下三个冲突后国家部署了约 200 名志愿人员：几内亚、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EVP 志愿人员通过在 14 个专业领域分享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提供技术

援助，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密切合作，促进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的发展。EVP 还提供机会让年

轻人了解和发现新的文化，并加强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的联系。此外，该项目还应对

了社群间不同观念的问题。在一些受内战影响的国家，如塞拉利昂或利比里亚，来自其他

ECOWAS 志愿者项目

在西非用志愿服务应对和平与发展问题

© U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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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WAS 的外国人并不总是受到欢迎。通过 EVP，让志愿

者参与进来，已经通过改变收容社区的观念，帮助改善

了社群之间的关系。在对该项目进行评价期间，ECOWAS

近 99% 的志愿者们认为，EPV 给他们带来了重要的附加

价值。

在该项目期间，还建立了一个 EVP 在线平台，以进一步

扩大西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能性，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并

分享相关信息。此外，还建立了一个 ECOWAS 志愿者

论坛，参与方包括各国政府、民间团体组织和志愿者组

织。该论坛自 2016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旨在加强西非志

愿服务的南南合作，促进各国志愿人员之间的交流。例

如，2018 年，来自 14 个国家的 54 名代表围绕 “ECOWAS

抗击青年失业的志愿场所” 主题开展了多场磋商活动。

2019 年，该年度论坛的主题是 “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志

愿服务”，来自志愿服务领域的国家机构、政府、国际合

作伙伴以及非政府组织的 60 多名参与者参加了讨论。

该项目的成功依赖于改善全球南部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联

系与协调，具体方法包括：提高公众对为南南合作（SSC）

提供志愿服务的认识；促进跨国和区域网络；以及提升

志愿者、政府、志愿者参与组织（VIO）和学术界在管理

和动员志愿者支持国家和区域计划方面的能力。

ECOWAS 还对探讨增加南南合作的备选办法非常感兴趣，

从而扩大该项目。不同国籍的志愿者们在同一屋檐下工

作，致力于改善一个成员国的生活，此举有助于实现民

族融合。各国政府、志愿者、VIO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坚

定承诺已经帮助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这表明 EVP 可以

在面临同样挑战的国家复制。作为下一步，ECOWAS 计划

与中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分享这些活动和优秀实

践。该社区目前还在探索与中国志愿者机构的合作关系。

此项目期间，UNV 被认为是 “该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

UNV “有效地促进了项目目标的实现”。1 刚开始时，UNV

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为 EVP 提供了支持，从提供有关政

策和立法的技术咨询到支持建立志愿人员管理业务系统。

2019 年，UNV 和 ECOWAS 将该项目的全面管理工作移交

给 ECOWAS，以确保所有权和可持续性。自 2020 年 1 月

以来，ECOWAS 完全控制了该项目；目前 EVP 已经实现

完全自主运作。

联系方式 ：

姓名：Paul Armand Menye 先生 

职务：UNV 西非和中非区域办事处区域项目组合经理

机构：联合国志愿者组织（UNV）计划

电子邮箱：paul.menye@unv.org

姓名：Rafael Martinez Gil 先生

职务：合作伙伴发展专家

机构：UNV

电子邮箱：rafael.martinez@unv.org

姓名：Yu Tang 女士

职务：项目分析师（南南合作）

机构：UNV

电子邮箱：yu.tang@unv.org

1 UNV与ECOWAS的合作伙伴关系

项目名称 ：ECOWAS 志愿者项目

国家 / 地区 ：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

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多哥

提名方 ：联合国志愿者组织（UNV）计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c、4.5、5.1、5.c、9.a、16.a、17.6、17.16、17.18

支持方 ：非洲开发银行

执行实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UNV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0-2019 年（自 2016 年起，EVP 成为一个自主实体。作为退出和可持续性战略的一部分，UNV 继续

管理其中一些业务部分，直至 2019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ecowasvolunteers.com（法语）；https://bit.ly/2QuNx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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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性别平等

挑战

斐济的地理环境对人们获取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服务构成特有的挑战，特别是那些居

住在城市非正式住区、沿海地区和其他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们。许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公民

通常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政府办事处，这些办事处通常都位于城市和半城市地区。因此，

除了收入损失之外，他们还面临着服务延误和其他挑战，因为他们必须承担交通和住宿方

面的额外费用，才能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此外，在公共服务交付方面，还面临着确保服

务由始至终的困难。因为不可能跟踪和监测个别的服务交付请求，也无法向偏远地区的公

民更新其请求的进展和最终解决方案。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在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支持下，制定了斐济农村

和城市居民的权利、赋权和凝聚力（REACH）项目。该项目采用机动的服务提供方法，以

覆盖斐济各地的社区，从最偏远的社区开始。

该项目旨在取得以下关键成果：

• 通过部署机动小组，提高城市、农村和沿海社区对他们社会经济福利和司法方面宪法权

利的认识，并重点关注法律援助服务。

• 通过向城市、农村和沿海社区部署机动小组，改善妇女、儿童和减贫部以及法律援助委

员会所提供服务的交付情况。

• 通过支持战略规划和监测最终结果，加强妇女、儿童和减贫部以及法律援助委员会的能力，

实现有效、协调地提供服务。

• 通过研究和分析与妇女和女孩赋权有关的领域，为基于证据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通过

促进建设和平和包容的社会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人人都可以获取司法服务；以及打造

高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从始至终（S2F）服务交付追踪器由基于网络的软件组成，并搭配有移动应用程序，是专为

追踪妇女、儿童和减贫部的贫困津贴计划而设计的。通过 REACH 机动服务交付平台提供的

现有服务是 S2F 试点倡议的基础，该倡议拟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实施。

在孟加拉国政府立志创新（a2i）计划的支持下，UNDP 专家与斐济分享了相关创新，开启

了南南学习机会。2017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a2i 创新专家们肩负专门任务前往斐济，与关

键的 REACH 项目利益攸关方就 S2F 服务的交付开展了多次研讨会。在此次任务期间，还与

斐济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权利、赋权和
凝聚力（REACH）项目

跟踪服务交付情况，惠及服务未及之人

©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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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组织和青年以及苏瓦的一个小样

本群体进行了两次磋商，以测试 S2F 试点项目的适用性。

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被整合到总体设计中，并于 2018 年

在斐济东部行政专区和北部行政专区的试点阶段进行了 

测试。

孟加拉国的公共服务交付系统已经进行了系统性调整，

以更好地满足其公民的需求，并重点关注最脆弱群体的

需求。因此，可以更容易地根据斐济的情况来调整这一

成功模式。调整现有的孟加拉国系统还帮助节省了项目

制作费用。这一伙伴关系为两国分享知识和资源以促进

南南合作和公共服务交付创新创造了若干机会。

得益于该项目，22,233 人（9,306 名妇女、9,050 名男

子和 3,877 名儿童）受益于 REACH 机动服务交付和提高

认识的活动，影响了 15 个省和罗图马属国的 139 个区

的 956 个社区。妇女、儿童和减贫部、法律援助委员会、

人权和反歧视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即刻向社区中的

21,587 名妇女和 16,220 名男子提供了 37,807 项服务。此 

外，来自妇女、儿童和减贫部、法律援助委员会、人权

和反歧视委员会，以及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的 168 人（94

名妇女和 74 名男子）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提高人们认识和

交付服务的能力。

在 REACH 项目期间启用的手机应用程序已经集成到主系

统中，以追踪申请的进展情况，最终目的是让公民能够

获取最新信息，包括最终的审批和交付信息。该项目还

设法确保该过程的全面问责制和透明度，向妇女、儿童

和减贫部提供具体的数据和信息，以精简申请流程和完

善业务流程，从而确保该项目的可持续性。该项目在根

据具体的国家情况进行调整后，可以很容易地在能保障

网络连接和数字设备可用性的任何国家进行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Asad – Uz – Zaman 医学博士

职务：立志创新（a2i）计划政策专家

机构：南南公共服务创新网络（SSN4PSI）秘书处

电子邮箱：asad.zaman@a2i.gov.bd

电话：+8801712092922

项目名称 ：跟踪服务交付情况，惠及服务未及之人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斐济

提名方 ：南南公共服务创新网络、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b、16.3、16.4、16.5、16.6、16.10、16.b

支持方 ：日本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斐济妇女、儿童和减贫部；斐济法律援助委员会；UNDP 太平

洋办事处

执行实体：UNDP 太平洋办事处；立志创新（a2i）孟加拉国政府 /UNDP 孟加拉国项目；REACH 计划；斐济政府妇女、

儿童和减贫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2018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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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减少不平等性别平等

挑战

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多年来持续增长（预计 2019/2020 财年达到 7.2%），而且一系列人类和社

会发展指标也取得了进展，但在司法链的各个阶段，孟加拉国的正规司法部门仍然存在长

期问题。这严重阻碍了人们通过法院来获取司法服务。警察人手不足，装备不足，训练也

不足。法院基础设施不足，程序缓慢、复杂和混乱，导致案件往往拖延数年之久。根据孟

加拉国最高法院的数据，目前已经积压了 350万件案件。法律援助有限，监狱人满为患。因此，

人们根本不向警方举报轻微犯罪，而更倾向于寻求传统来源的支持来解决民事和刑事纠纷。

他们求助于联盟议会机构和传统的 shalish 机制，即由村庄长老或其他地方精英采取的干预

措施。此外，妇女在寻求司法服务时往往面临社会和经济障碍，这些障碍使她们不愿报告

犯罪。这使得她们也更有可能被排除在保守社区的经济活动之外。

寻求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已经设计并实施了 “启动孟加拉国乡村法院第二期项目”（AVCB II），目

的是通过加强孟加拉国 1,080 个联盟议会的乡村法院来改善针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司法服

务。该项目的目标是将简单的立法框架应用于 shalish，以便将这种自远古以来已经成为孟

加拉文化一部分的调解做法正式化。这将使贫困的当地人民（特别是妇女）能够为影响其

生活质量的微小不公正现象寻求补救措施，这还将有助于恢复村庄的社会和谐（可持续发

展目标 [SDG] 的具体目标 16.3 和 16.b）。该项目还将协助地方当局以高效的乡村法院形式提

供适当的法律服务，以便更好地响应当地的司法需求（16.6）。

该项目的设计采用了一种基于人权的方法来获取司法服务。在目标区域，乡村法院机制探

索了若干创新，例如妇女参与司法执行、针对关键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发展，以及针对寻求

村庄法院法律服务的人们的行为改变。

政府建立乡村法院的成本很低，特别是与这些法院能给所服务社区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相比。由于对每一项违法行为都采取了严厉措施，犯罪似乎正在减少。案件被转移到刑事

司法系统之外，这减少了法院的压力和进监狱的人数。地方官员看到了社会和谐度的改善。

此外，女性（占原告的 36%）认为她们会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获得公平的听证机会。原告

可以迅速取得一般都是积极的结果；在 80% 的案件中，双方会达成和解并支付赔偿金。

截至 2020 年，约四分之一的联盟议会（4571 个中的 1078 个）已经启动了乡村法院，为

2100 万人提供易于获取的合法补救服务。平均距离为 3 公里，案件很少持续 28 天以上或

孟加拉国的乡村法院 ：弥合司法差距

启动孟加拉国的乡村法庭，确保农村在家门口就能获取负担得起的司法服务

©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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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出庭两次以上。虽然每月收入保持不变（50 美元至

150 美元），但案件费用（1 美元至 2.5 美元）只是那些

在正式法庭提起案件费用的零头。迄今为止，已报告了

169,304 起案件，平均每个联盟议会每月报告 5 起案件。

其中，通过乡村法院结案 138,117 件，占总数的 80% 左右。

在已结案的案件中，有 130,754 项决定（约 95%）目前已

得到全面执行（有助于实现关于和平、正义和强大机构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该项目很可能可以持续下去，因为该项目完全嵌入了地

方政府结构，是根据《乡村法院法》制定的，而且与所

服务的人群高度相关，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该项目还

对负责司法服务的相关方产生了影响，包括司法机构、

警察、国家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和民间团体组织。孟加拉

国政府通过修订《乡村法院法》和拨付国家资源 1.522 亿

塔卡（181 万美元），在 1,267 个联盟议会建立乡村法院

来表明其对乡村法院的所有权，超额达成了该项目的目

标。孟加拉国政府还向地方行政当局发出了关于管理和

监督乡村法院的指示。在可持续性方面的一大主要挑战

是，一旦他们逐步退出该项目，联盟议会就会缺乏管理

乡村法院的人力资源。孟加拉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这

一人力资源问题，已经开始部署专门的工作人员、助理

会计师和计算机操作员来管理乡村法庭的问题。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缺乏司法服务途径是一个长期

存在的问题。他们可以借鉴孟加拉国在管理乡村法院方

面的经验，并根据当地情况调整这些最佳实践方法，以

满足农村地区贫困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的司法需求。

在仿效这些最佳实践时，各国必须重点关注增加妇女对

司法交付流程的参与，促进地方行政当局的所有权，并

制定一种从警察和正式司法系统转交案件的机制。此外，

还应考虑采取以社区动员和提高认识为重点的综合方法，

在村民中建立对乡村法院的信任，并促进使用这些服务

来解决当地争端而不引起争论。菲律宾的邦萨摩洛自治

区在访问孟加拉国期间表达了对此项倡议的兴趣。在邦

萨摩洛的成功复制可以促进南南合作。

联系方式 ：

姓名：Sarder M. Asaduzzaman 先生

职务：高级项目经理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孟加拉国办事处 

电子邮箱：sarder.asaduzzaman@undp.org

电话：+88 01730336989

姓名：Asad – Uz – Zaman 先生

职务：立志创新（a2i）计划政策专家

机构：南南公共服务创新网络（SSN4PSI）秘书处

电子邮箱：asad.zaman@a2i.gov.bd

电话：+8801712092922

项目名称 ：启动孟加拉乡村法院第二期项目（AVCB II）

国家 / 地区 ：孟加拉国

提名方 ：南南公共服务创新网络、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5.a、10.2、10.3、16.3、16.6、16.7、16.b、17.6

支持方 ：孟加拉国政府

执行实体 ：孟加拉国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地方政府部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0 年

实践网址 ：www.villagecour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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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陆地生物

水下生物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减少不平等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零饥饿无贫穷

挑战

2019 年标志着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转型时代的开始。同年，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

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闭幕并通过了其成果文件。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一部

分，南南合作 (SSC) 已在 80 多个国家实施，且新合作伙伴不断涌现。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南南合作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在国际以及中国

层面，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仍然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例如，大部分知识和技能转让是单

方转让，且大多数活动是由政府组织的，私营部门很少参与。此外，所筹集的资金有限，

且不能被有效利用。

寻求解决方案

2008 年，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共同启动

了中国南南发展中心（中国 SSDC) 项目，旨在促进中国系统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专

长和知识。该项目还旨在以协调的方式促进资源整合并调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 SSDC 项

目的期限为 2008-2019 年。一项全面的独立评估表明，该项目与南南合作的原则高度吻合，

所分配的资金和资源充分实现了其价值，管理得力，对受益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可

持续性，并解决了一些跨领域问题。

基于该项目的成功，中国政府承诺在全球南南发展中心（全球 SSDC) 项目的第二阶段（2019-

2023年）继续向UNOSSC提供制度和财政支持。CICETE将继续担任中国的国家实施合作伙伴，

并将主持全球 SSDC 项目办公室的工作。

全球 SSDC 项目将：

• 更加注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向知识和专长共享和学习

• 将现有网络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一个真正的 SSC 全球卓越网络中

心，并充分利用与多边机构、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智囊团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伙

伴关系

• 使各方的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和其他全球发展框架保持一致

• 提供宣传和咨询支持，并对特定行业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便为南南合作提供全球决策 

信息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通过全球能力建设、培训和小额赠款提案平台实现知识和解决方案共享

© CIC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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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SSDC 项目和全球 SSDC 项目通过培训、讲习班和

小额赠款提案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交流。

至今，在两个 SSDC 项目下已有 21 项小额赠款提案，涉

及农业、林业、新能源、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等各个主

题领域。这些项目的实施已使 30 多个发展中国家受益。

通过公私伙伴关系获得的资金超过了 SSDC项目所提供的

用于实施这些项目的核心资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伙伴和参与机构获得了相应的技术、设备和设施，以及

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小额赠款提案包括：

• 塞内加尔城市废物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提案

• 小水电在尼泊尔和南亚国家的推广

• 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对利益相关方进行森林真菌系

统农林业培训

• 瓦努阿图高附加值竹子加工开发

• 预制房屋在利比里亚的推广

• 非洲广播电视配音技巧的推广

• 缅甸标准化稻渔共作系统的技术示范项目

• 南非水分散颗粒制剂厂环保生物杀虫剂埃玛菌素的技

术合作

• 越南和柬埔寨节能墙体系统的制造效率、研究、开发

和应用

已积累了许多优秀实践和经验教训。在网络内外及时发

布了针对特定行业的分析报告和新闻简报。

SSDC 项目覆盖面广，对所有 SDG（特别是关于伙伴关系

的 SDG 17）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作用。SSDC 项目非常重视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通过促进经验交流和开设

技术能力建设讲习班，SSDC 项目为各个国家的合作伙伴

提供了将其知识传授给同行和同事的机会。今后，全球

SSDC项目将继续将自己定位为 SSC平台和全球知识中心。

联系方式 ：

姓名：Bo Song 女士

职务：项目主任

机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电子邮箱：songbo@cicete.org.cn

微信：+86 15101675439

姓名：Yang Liu 女士

职务：项目分析师

机构：全球南南发展中心（全球 SSDC）项目办公室

电子邮箱：liuyangpoppy@qq.com

微信：+86 15101675439

项目名称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国家 / 地区 ：全球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4、2.3、2.4、2.a、3.c、4.4、4.7、5.1、6.3、6.6、6.a、7.a、8.2、8.5、8.9、9.1、9.4、

9.a、10.2、11.1、11.6、12.2、12.5、12.8、12.a、13.1、13.3、14.7、15.2、15.4、16.8、17.6、17.9、17.16

支持方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UNOSSC)

执行实体 ：CICETE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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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中国不仅是南南合作 (SSC) 发展初期的支持者和发起者，也是当今南方国家成员增长的主要

贡献者，在南南合作中起着前所未有的领导作用。中国坚定地捍卫新的全球化模式，致力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国范围内倡导新的发展理念，并推进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但在国际以及中国层面，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仍然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例如，全球化虽

然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但利益的分配仍然不均，穷人和弱势群体承担了较重的成本。因此，

各国需要加强合作，相互学习，加快发展步伐，缩小收入差距并建立具有包容和恢复力的

社会。需要进一步利用与多边机构、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智囊团等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

增加他们对南南合作的参与度。

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中国 SSC 网络）成立于 1995 年。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和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所支持的项目，该网络与 20 多个国家研究和培训中心建立了联

系。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分享知识，组织研讨会和促进互访，该网络极大地推进了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合作。通过该网络平台，会员机构可从有 37 年历史的佩雷斯 - 格雷

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PGTF) 获得种子资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员机构在 PGTF 的支持下

成功实施了 47 个项目，涉及农业、林业、渔业、可再生能源、信息技术、清洁水和金融服

务等领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已有 60 多个 PGTF 项目。

具体包括：

• 螺旋藻高产优质栽培和先进加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示范和推广

• 中国成功的竹子开发模式及其对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启示

• 越南和斯里兰卡循环水产养殖系统性能的改善

• 强化玻璃钢沼气池在偏远低收入家庭的应用与推广

• 促进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农村地区饮水安全问题综合解决方案

• 非洲金融服务和私营部门的可及性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汇集了来自各个行业和部门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成员机构包括：

• 农业部沼气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山地未来研究中心

• 中非民间商会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

利用与各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促进南南合作

©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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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 福建海峡两岸技术转移中心

• 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

• 国际小水电中心

•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 南通农药配方开发中心

• 国家竹子研究中心

• 江西省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

 

全球化凸显了加强多边合作、治理和全球团结的必要性。

成员机构每年都会参加该网络组织的年度会议，以探讨

如何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会议主

题包括南南合作的新方向，以及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和

技术转让等。与会人员根据他们的国际合作经验，从理

论和实践角度讨论南南合作所面临的机遇、优势和挑战。

在年度会议期间还会组织专题研讨会。成员机构是各个

领域内的专家，并受益于富有成效的南南和国际伙伴关

系。他们经常就关于如何更好地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展开热烈的讨论。专题讲习班不仅可以提高成员机构

的能力和意识，还可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流观点和经验的

平台，因此受到成员机构的欢迎。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平台覆盖的主题范围广泛，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SDG) 以及先前的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巨

大贡献。例如，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多利益攸关方之间

的伙伴关系，该网络促进了 SDG 17 的实现。PGTF 所资

助的项目特别关注妇女，以确保妇女充分有效的参与，

这极大地促进了关于性别平等的 SDG 5 的实现。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都要解决所面临的独特

挑战。国际社会也面临许多复杂、相互关联的挑战，所

以需要更加牢固的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南南合作网络

将继续促进和实施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以帮助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网络的成功运行可以激励更多的

南方国家机构加入合作。来自多个领域的卓越中心汇集

在一起，能够弥补自身的不足并寻求共同发展，从而使

所有人受益。该网络已持续运行了 25 年。其成员机构愿

意放眼国际舞台并为促进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而努力。该网络还得到了中国商务部下属的一个专门

执行机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以及联合国项

目，特别是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的支持。

联系方式 ：

姓名：Bo Song 女士

机构：中国南南合作网秘书处

电子邮箱：songbo@cicete.org.cn

Skype/WhatsApp/ 微信：+86 15101675439

姓名：Yang Liu 女士

机构：中国南南合作网秘书处

电子邮箱：liuyangpoppy@qq.com

Skype/WhatsApp/ 微信：+86 15101675439

项目名称 ：中国南南合作网络

国家 / 地区 ：全球

提名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CET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4、2.3、2.4、2.a、3.c、4.4、4.7、5.1、6.3、6.6、6.a、7.a、8.2、8.5、8.9、9.1、9.4、

9.a、10.2、11.1、11.6、12.2、12.5、12.8、12.a、13.1、13.3、14.7、15.2、15.4、16.8、17.6、17.9、17.16

支持方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执行实体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1995 年至今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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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陆地生物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性别平等

挑战

巴西和厄瓜多尔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生态系统。由于自然

资源的过度开发、生境丧失和气候变化，这些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威胁。在 21 世纪，生物

多样性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研究工作可促进通过协作和知识共享来改善数据

的可用性、收集和管理，而协作和知识共享又能促进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估和可持续管理。

因此应提升厄瓜多尔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能力，并加强区

域合作，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寻求解决方案

巴西和德国已建立了通过其科研机构进行知识转让的有效机制。巴西、厄瓜多尔和德国

之间的三边倡议旨在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具体目标 17.8 提升 INABIO 的科技能力。

INABIO 成立于 2014 年，但自 2017 年才开始在运行方面具有技术和财务自主权。

为实施该倡议，已制定了对 INABIO 定位的战略工具，开展了关于开发自然遗产研究和管理

工具的科学和技术培训，并开发了用于创建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计算机系统。这促进了多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包括关于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关于负责任消费和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2、关于陆地生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5，以及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

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在巴西，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国家亚马逊研究所和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在管

理动植物群、开发生物多样性协议和方法以及建立计算机系统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厄瓜

多尔相关机构仍在加强这些方面的知识（SDG 具体目标 17.8、17.17 和 17.18），对此，巴西

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德国最重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亚历山大 ·科尼希 (Alexander Koenig)

动物学研究博物馆提供了种质方面的财政支持和建议。根据研究成果，德国和厄瓜多尔研

究机构发表了两篇科学论文，以促进 SDG 具体目标 15.6 的实现，即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

遗传资源产生的利益，促进适当获取这类资源。

在该倡议下，根据性别平等原则从 INABIO 中选出了 18 名技术人员，参加在巴西和德国举

行的关于动植物群管理的培训班。为提升 INABIO 的能力，制定并实施了战略计划、机构财

务可持续性机制和战略沟通计划。此外，还制定了关于在厄瓜多尔使用和存储生物多样性

数据库的协议（SDG 具体目标 5.5、12.a、15.5、17.6、17.8、17.16 和 17.17）。

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技术转让和创新
的知识管理

通过科技培训以及相应的管理、规划和通讯工具，加强INABIO的战略能力

哥伦比亚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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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厄瓜多尔和德国已就生物多样性知识管理签署了

一项协议，以促进在这方面的研究、培训和经验交流，

这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SDG 具体目标 12.a、

17.16 和 17.17）根据该倡议开发的工具为改善 INABIO 的

行动和方法设定了标准，有助于在短期和中期内提升该

机构的能力。

该倡议于 2019年 12月结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积极成果。

巴西和德国的合作伙伴希望继续参与 INABIO 的工作，并

希望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合

作。因此，2019 年 11 月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三

方合作区域基金提出了一个名为 “巩固科学研究以加强

生物多样性监测” 的新项目。该新项目的目标是基于该

倡议的成果制定的，该倡议是其持续性的证据（SDG 具

体目标 12.a、17.16 和 17.17）。

根据该倡议，开发了加强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工具，包括

学术网络、INABIO 动植物群管理规程以及计算机平台

使用手册。最后，在该倡议实施过程中，INABIO 签署了

50 多个关于建立和加强研究网络并提高科研成果的机构

间协议。

联系方式 ：

姓名：Diego Javier Inclán Luna 先生

职务：执行主任

机构：厄瓜多尔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INABIO) 

电子邮箱：diego.inclan@biodiversidad.gob.ec 

电话：+593 96 909 5456

项目名称 ：生物多样性研究、技术转让和创新知识管理

国家 / 地区 ：巴西、厄瓜多尔、德国

提名方 ：厄瓜多尔环境部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INABI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5.5、12.a、15.5、15.6、17.8、17.16、17.17、17.18

支持方 ：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执行实体 ：

巴西 ：巴西合作署；契科 ‧ 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国家亚马逊研究所；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科技创新

与通信部

德国 ：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亚力山大 ‧ 柯尼希动物研究博物馆

厄瓜多尔 ：INABIO、环境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ruFwl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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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挑战

复杂的全球挑战，如区域迁徙、气候变化或区域安全影响以及全球资源和价值保护，如生

物多样性和善治等，不能仅靠某一个国家来解决。需要采取集体和协同行动，特别是在国

际发展合作 (DC) 领域。此外，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的和目标，各个国家

都需要资金、训练有素的人员、系统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时间规划。为应对这些挑战，我

们需要加强对国际 DC 协调机构的管理，并建立全球和区域联盟。

寻求解决方案

危地马拉总统府规划和方案编制秘书处 (SEGEPLAN) 旨在加强内部协调，以促进联盟的建立，

并保证国际 DC 与该国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和利益相一致。加强 SEGEPLAN 内部管理机制有

利于加强危地马拉 DC 政策，并可促进集体和协同努力，以实现共同发展。

集体和三方学习和知识共享将有助于加强 SEGEPLAN 的内部管理，并确保国际合作与危地

马拉的优先发展事项紧密相连。该倡议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6（促进公正、和平与

包容社会）和 17（促进目标实现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实现。因此，可建立全球和区域联盟

以及危地马拉可持续发展联盟，并对其进行管理。

可通过与德国和墨西哥及其各自 DC 机构 (AMEXCID，GIZ) 的合作以及以下行动和措施来实

现这一目标：（i）提供对话空间，以学习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在技术 DC 管理方面的

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ii）协助机构进行战略和方法设计和实施，以对危地马拉的技术 DC

项目进行有效监测和评估；（iii）通过数字平台协助危地马拉现有技术发展合作项目的注册，

以改善信息和知识管理。

德国通过其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为该项目提供支持，并提供技术 DC 政策战略实施方法

方面的援助。墨西哥通过转让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署 (AMEXCID) 在其 DC 政策整合过程中获

得的专有技术和积累的经验为该项目提供支持。这是新兴经济体（墨西哥）、工业化国家（德

国）和发展中国家（危地马拉）DC 机构之间独特的三方合作，可在其他地区和国家效仿复

制。由于 DC 机构对于有效 DC 以及各国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作用日益增强，

所以该项目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SEGEPLAN 已基于两国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就与合作伙伴建立关系的模式

以及促进两国机构 (SEGEPLAN 和 AMEXCID) 之间内部协调的经验交流，对自身的体制加

危地马拉、墨西哥和德国国际发展机构
之间的三方合作

加强危地马拉总统府规划和方案编制秘书处在管理与捐助国和其他国际发展组
织的关系中的作用

© 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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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计划进行了内部分析。此外，还共享并共同修订了由

SEGEPLAN 和 AMEXCID 管理的 DC 项目有效管理工具以及

现有 DC 系统的工具。

自 2011 年批准并实施 DC 政策以来，墨西哥已经历了发

展合作管理方面的体制转型。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对该

转型提供了技术援助，并有意复制与危地马拉的倡议。

联系方式 ：

姓名：Lothar Rast 先生

职务：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署 (AMEXCID) 项目主管

机构：驻墨西哥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

电子邮箱：lothar.rast@giz.de 

电话：+ 52 55 49 44 77 10 

项目名称 ：加强危地马拉负责国际合作的副国务卿的能力 

国家 / 地区 ：德国、危地马拉、墨西哥

提名方 ：BMZ（德国）和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署 (AMEXCID)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6、16.8、17.3、17.6、17.16

支持方 ：SEGEPLAN( 危地马拉） 

执行实体 ：AMEXCID、SEGEPLAN、GIZ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7–2020 年

实践网址 ：www.giz.de/en/worldwide/734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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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无贫穷

挑战

根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2016 年《世界灾害报告》，在 2006–2015 年期间，共

发生了 6,090 起自然灾害。这些灾害对超过 15 亿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造成约 1.44 亿人流

离失所，140 万人失去生命，预估经济损失约 1.3 万亿美元。这些灾害的灾难性影响引起了

每个利益相关方的不安和担忧，为应对这一挑战，他们紧急制定了一项缓解和管理策略。

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各国重申了

寻求解决方案的承诺，并愿以此为基础展开国际合作，以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从而实现

可持续发展。因为提高恢复力是一项共同责任，各国须进行知识和能力建设交流，以确保

做好灾害准备。

寻求解决方案

印尼外交部和亚齐大学建立的海啸防灾研究中心 (TDMRC) 共同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期间在印尼的班达亚齐 (Banda Aceh) 召开了 “欧洲、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灾害风险管理

国际研讨会”。此次培训的目的是支持《仙台框架》的实施，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内改

善灾害风险管理和减灾工作。

参加此次培训的成员来自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10 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牙买加、北马其顿、巴拿马、巴拉圭和秘鲁。

大多数学员是灾害管理部门的官员和利益相关方。

该培训由来自 TDMRC 的专家授课，并采用了多种教学方式，包括课堂活动、互动讨论、个

人和小组练习以及实地考察等。该培训所采用的灾害风险管理材料包括对灾害风险管理、

缓解和灾后恢复政策的基本认识和此类政策的作用等内容。

在研究以往案例时，向学员介绍了印度尼西亚采用的灾害管理方法。在该案例中，政府将

灾害风险制图纳入了各地区和各省的空间规划和灾害管理规划中。还向学员介绍了政府关

于灾后恢复、复原和重建的政策框架，以及社区所采用的重建方法。

针对学员制定了培训模块，帮助他们了解灾害风险管理的挑战和目标，特别是在重大灾害

方面。为使学员充分了解灾害风险管理政策机制，向他们发放了关于自然灾害类型及其影

响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地质和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和处理措施的材料。

加强拉丁美洲、欧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
的灾害风险管理能力

增强恢复力，获得美好未来

© 印尼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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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了关于提高社区恢复力的培训，以突出基层社区

和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制定全面灾害管理战略的重要性。

该培训还强调考虑当地知识的重要性，以确保采用全面

的灾害管理战略来有效减轻灾害风险。

学员还了解了关于灾害管理政策的支持作用，包括灾害

风险沟通技巧，以及如何以一致、令人安心和沉着的方

式向公众告知灾害。讨论的内容还包括灾害风险融资和

保险，以及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财政政策框架的可行性。

学员还进行了实地参观，以获得灾害管理的亲身体验。

培训结束时，学员对各自国家 / 地区的行动计划和政策

提出了建议。培训重点内容包括：了解某地区以往所发

生的灾害的重要性；将基层社区纳入灾害管理政策；在

各地收集灾害数据和记录以进行风险和暴露绘图和分析；

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协调。

学员运用了从此次培训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为各自国家

编写培训材料，以改善其国家的减灾政策并为制定新的

灾害风险管理政策框架提供信息。此次培训对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特别重要，因为牙买加将在 2020

年举办第七届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减少灾害风险区域会议。

该活动推动了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17 和关于贫困的目标 1 的实现。

联系方式 ：

姓名：Mohammad Syarif Alatas 先生

职务：技术合作主管

机构：印尼外交部

电子邮箱：syarif.alatas@kemlu.go.id

项目名称 ：加强拉丁美洲、欧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的灾害风险管理能力

国家 / 地区：安提瓜和巴布达、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北马其顿、巴拿马、

巴拉圭、秘鲁

提名方 ：印尼外交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5、17.9

支持方 ：印尼亚齐大学海啸防灾研究中心

执行实体 ：印尼外交部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 年 6 月 -7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1xXj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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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减少不平等

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 (WTO) 是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贸易政策中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加入 WTO 将

有利于白俄罗斯吸引外资，开展国际贸易，以及向 WTO 成员国出口商品和服务。保障国家

和私营企业的利益是该国加入 WTO 的一个重要支柱。

白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 (EAEU) 中的所有合作伙伴均为 WTO 成员：吉尔吉斯斯坦，1998

年加入；亚美尼亚，2003 年加入；俄罗斯联邦，2012 年加入；哈萨克斯坦，2015 年加入。

利用该伙伴关系，白俄罗斯可最大程度地协调加入条款，并加快加入进程，同时确保在

WTO 框架下履行的承诺与发展和深化欧亚一体化的机会是一致的。

白俄罗斯现已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正在制定加入 WTO 的最后承诺。但政府机构和企

业界对各种与加入 WTO 有关的问题以及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外

交部相关部门因为人手不足，无法就外贸问题和 WTO 相关法规向政府机构和其他 ( 利益相

关方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咨询服务。

其他机构也缺乏适当的专长和经验，无法就各种问题提供咨询，或就对外经济活动、对外

贸易和促进 WTO 加入进程提供专业服务。

寻求解决方案

在加入 WTO 的各个阶段，从筹备阶段到谈判的最后阶段，都需要国家谈判小组提供更多支

持，并协调参与谈判的各方。国家机构的专业人士和专家将在 “谈判学校” 接受培训，以

执行政府在加入 WTO 后期所做的决定。

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国家机构的专长和提高公众对加入 WTO 进程及其影响的认识，协

助白俄罗斯政府加入 WTO。该项目的关键目标包括：进行分析研究，就与加入 WTO 有关

的问题提出行动建议；为国家组织、机构和政府机构提供各个方面的培训；以及开展宣传

和教育运动，提高公众对 WTO 规则和该国加入 WTO 进程的认识。目标受众包括商界、学

术界和媒体。

这些关键目标的实现将有助于提高该国在加入 WTO 进程中的谈判地位和表达能力。还将提

高相关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代表对加入 WTO 后外贸政策的认识。此外，还将对各部委和机构

的专家进行培训，提高其在与 WTO 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多边协定有关的专业

通过加强国家机构能力和专长协助
白俄罗斯政府加入世贸组织

加强机构能力并提高公众对加入世贸组织进程及其对白俄罗斯的影响的认识

363



技能，以在国家层面和白俄罗斯所参与的一体化协会范

围内，实现国家对外贸易目标。

从中期来看，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是推动白俄罗斯以有利

于该国和欧亚一体化的条件加入 WTO。这将改善该国与

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贸易和经济合作，帮助其吸引外资，

同时通过放宽国内产品进入国外市场的条件，提高其出

口地位。还将提高 EAEU 在该区域的地位。

该项目会使负责促进白俄罗斯加入 WTO 进程的政府机构

和组织受益。该项目的成功实施还会使地方政府、对外

贸易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商业协会和企业家受益。该项

目有助于提高民众和企业代表对 WTO 有关问题的认识。

为提高公共机构专家在 WTO 加入方面的能力，将建立一

个国家 WTO 中心。该中心将：

• 为该国加入 WTO 提供支持。

• 分析加入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 根据 WTO 基本协定的规定，制定改善白俄罗斯对外贸

易立法的建议。

• 就确定白俄罗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立场，起草国际

经济协定以及解决关于进入国外市场和解决国际贸易

争端等问题，提供专长。

• 积累该国关于贸易政策和 WTO 法律事务的专长，以减

少在解决 WTO 内部争端方面对外国顾问和组织的专家

和法律支持的依赖。

• 为加入 WTO 提供专家支持。

 

WTO 国家中心将与俄罗斯联邦 WTO 专家中心和哈萨克

斯坦国家经济部下属的贸易政策发展中心保持密切合

作。1 此类合作有助于提高 WTO 国家中心的专家的能力，

创造协同作用，并提高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的知识资源利用率。这将大量节省各国在加入 WTO 过程

中为维护共同利益和解决共同问题所发生的财政支出。

WTO 国家中心将承担该项目的所有职能，包括进行分析

研究，并就各种问题提供培训、教育和咨询等。在该项

目完成后，中心将接管所有工作。

为建立 WTO 国家中心，白俄罗斯外交部的代表学习了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中心的经验。其他国家也可以复制国

家中心的建立和运作模式。为此，已与乌兹别克斯坦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分享了建立国家中心的想法。

这将确保项目成果的持续性。白俄罗斯外交部非常希望

能够采用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并雇佣熟悉国际贸易和法

律领域的专家。

联系方式 ：

姓名：Maksim Hubski 先生

职务：项目经理

机构：驻白俄罗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国家办事处

电子邮箱：maksim.hubski@undp.org

1 俄罗斯联邦国家中心的关键战略任务是积累关于贸易政策和

WTO法律事务的专业知识，以减少该国在解决WTO内部争端

方面对外国顾问和组织的专家和法律支持的依赖。

项目名称 ：通过加强国家机构能力和专业知识，协助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 ( 第五阶段 )

国家 / 地区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俄罗斯联邦政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0.5; 17.10 

支持方 ：俄罗斯联邦政府利用俄罗斯联邦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发展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驻白俄罗斯 UNDP 国家办事处、白俄罗斯外交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QqYI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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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陆地生物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工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良好健康与
福祉

零饥饿

挑战

为促进采用经现代生物技术改进的农产品和保健方案，须制定和实施生物安全政策。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制定所需的监管政策或仍处于制定此类政策的初期阶段。所以监管政策

多是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法规拼凑而成。这些五花八门的监管框架会限制生物创新者的能

力，对研究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破坏商品贸易，并阻碍在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创新，

从而威胁到可持续发展。因此迫切需要以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的形式提供支持，以便在全

球南方国家实施全面的监管体系。

寻求解决方案

为有效安全地使用生物技术，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程序，以帮助国家决策部门作

出决策。根据所授予的任务，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监管科学小组制定了综合、

协同和有针对性的方法，以协助全球南方国家提高国家在生物技术监管方面的能力。

该小组主要致力于提高机构能力，以确保在技术不断发展和人力资源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

现监管的有效性。在过去 10 年中，该小组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

府提高了根据政策目标规范生物技术产品的能力。

该小组为国家主管部门及其技术委员会提供了一系列管理工具和方法，以帮助其提高效率。

该小组与相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合作，以确保所制定的程序和流程符合国家法规框架，并可

以立即实施。此类合作还有助于提升监管官员的能力，并鼓励他们与地方和国际同行建立

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需求，同时更加了解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监

管挑战，以充分做好准备。最终目标是制定不受人力资源波动影响的统一监管机制。

通过监管交流促进对等网络的建立。全球南方国家的监管人员被短期派至阿根廷、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乌干达监管办事处。经验丰富的办事处工作人员也被短期派至受益国的相关

机构，以帮助提高当地的监管效率。由于这些依赖南南合作 ( 非洲 - 非洲、非洲 - 拉丁美洲、 

加勒比 - 拉丁美洲）和北南合作（非洲 - 加拿大、非洲 - 澳大利亚）的工作的实施，已有 

28 名监管人员接受了培训，将来还会有 5 人参加培训。

该小组还为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监管人员、科学顾问和检查员提供为期 3 至 5 天的指导培

训，提高他们对新兴生物技术决策谏言的能力。这种完善的互动式培训可提高地方官员设

计和实施关键监管活动的能力，并可促进知识转移和经验交流。迄今为止，至少有 896 名

全球南方国家生物技术的监管发展、
协同作用和培训

根据国际协定执行监管框架，以促进现代生物技术产品的使用和贸易

© ICG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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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人员和科学家（非洲 574 人 ；加勒比 322 人）参加

了关于生物技术管制技术和管理培训。

此外，该小组还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合作，向 15 名

监管人员和研究人员发放奖学金，以资助其获得与生物

安全相关的硕士学位。

还创建了在线学习培训系列产品，以提高能力建设工作

的可持续性。这些产品由全球南方国家的主管部门开发

并由其管理，以自主解决其培训需求。这种混合式学习

经验还结合了新的教学方法和途径，以适应技术辅助教

育。此类产品组合实行云托管，可以较低的成本在线提供。

此类产品组合可连续被多个受众使用，并可根据需要在

全球任何地方随时随地访问。当前，已有 274 名非洲监

管人员成为该在线培训平台的活跃用户。

通过与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环境部

等知名捐助者的合作，该小组在监管科学领域享有很高

的国际声誉。

总之，该小组所开展的活动有利于促进三方合作，并可

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生物技术监管办事处的能力。采用了

进行个人和机构能力建设的战略方法，包括南南合作、

三方合作和战略联盟等。进行自主、严格和结构化监管

的目的是利用更少的资源来提供更多、更健康、更安全

的食品和保健产品，同时减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并

促进增值商品贸易，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联系方式 ：

姓名：Wendy Craig 博士

职务：监管科学组组长

机构：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 (ICGEB)

电子邮箱：craig@icgeb.org

项目名称 ：全球南方国家生物技术的监管发展、协同作用和培训

国家 / 地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 

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尼日利亚、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名方 ：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 (ICGE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4、3.9、9.5、12.a、15.8、15.9、17.3、17.6、17.8、17.9、17.11、17.14、17.15

支持方 ：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驻加拿大）

执行实体 ：ICGEB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2-2030 年

实践网址 ：www.icgeb.org/regulatory-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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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零饥饿无贫穷

挑战

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的 57 个成员国遍布四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根据相关

国际统计标准提供统计数据的能力各不相同。在使用世界银行的统计能力指标 (SCI) 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绩效衡量标准后发现，拥有可用数据的 50 个 OIC 成员国的 SCI 平均水平呈总体

下降趋势，即从 2009年的 62.31降至 2019年的 60.53，低于非OIC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整体水平。

因此，应进一步提升 OIC 成员国的统计能力，以提供高质量的统计数据来支持国家决策。

寻求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社会研究及培训中心 (SESRIC) 开展了一项名为 “OIC

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组成机构的统计能力建设 (StatCaB)” 项目来提高各国的统计能力。

SESRIC 的 StatCaB 项目于 2007 年初启动，旨在加强和提高 OIC 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 (NSSs 的

能力，以提供高质量的国家统计数据，从而协助政策制定者改善国家政策以及更好地执行

国家政策 / 区域和全球发展计划。

StatCaB项目有助于监测OIC成员国于 2018年确定的优先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实现情况，

特别是关于贫困问题的 SDG 1、关于饥饿问题的 SDG 2、关于健康和福祉问题的 SDG 3、关

于教育问题的 SDG 4、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 SDG 5、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关

于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问题的 SDG 9、以及关于气候行动问题的 SDG 目标 13。StatCaB 项

目还增强了 OIC 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的能力，促进了 OIC 2025 行动纲领目标的实现。

StatCaB 项目采用两年一次的问卷调查来收集信息，以确定国家统计系统组成机构的统计需

求和能力。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组织了统计培训课程、考察访问和技术访问。在培训

时考虑了各 OIC 成员国培训需求和能力的相似性、地域平衡和教学语言，以提升 StatCaB 项

目的影响和成本效益。

为实现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 SDG 目标 17.9、17.18 和 17.19，在 26 个 OIC 成员国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和统计局 (AFRISTAT) 的大力支持下，在 2007 年至 2020 年 8 月期 

间，共在 50 个 OIC 成员国展开了 309 场 StatCaB 活动。共举办了 242 场短期统计培训，

45 研究访问和 20 次技术访问，且在新冠疫情期间组织了两次在线统计培训，共约有 2,000

名专家参加。

OIC 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组成机构的
统计能力建设项目

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强OIC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的统计能力

© SES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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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CaB 项目旨在满足 OIC 成员国统计能力发展的需要，

且被证实是一项创新项目。OIC 成员国拥有相关专长，

愿意相信并希望从其他国家的专长中受益。SESRIC 作为

受益国和提供国之间的协调方，提供所需的秘书和后续

服务。同时它还为所组织的活动提供融资服务。

显然，只有在 OIC 成员国愿意提供和接受统计能力建设

的情况下，StatCaB 项目才能够开展。在 SESRIC 的协调下，

OIC 成员国通过 StatCaB 项目建立了联系，也必将开展双

边合作活动。此外，为继续开展 StatCaB 项目，还必须向

SESRIC 提供足够的资金。近年来，以谅解备忘录 (MOU)

或承诺书 (CL) 的形式与 SESRIC 达成统计合作协议的 OIC

成员国数量在不断增加。目前，五个 OIC 国家，即马来

西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和乌兹别克斯

坦，已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以协助 OIC 成员国进行统计能力建设。此外，SESRIC 还

与 9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即阿拉伯统计培训和研究学院、

AFRISTAT、国际劳工组织、伊斯兰世界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统计中心、联合国统计司、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和

世界旅游组织）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或承诺书。这些伙伴

关系可充分调动相关资源，以满足 OIC 成员国统计能力

发展需求。

该项目已成为 SESRIC 的主要能力发展项目，且成为开展

其他能力建设项目的典范。在明确了目标受众后，就可

以复制 SESRIC StatCaB 项目。StatCaB 项目一开始仅针对

OIC 国家国家统计局的有关官员。但为加强国家统计系

统并支持全球发展议程，SESRIC 将该项目的范围扩展至

提供官方统计数据的机构，包括 OIC 成员国的有关部委

和政府机构。

联系方式 ：

姓名：Atilla Karaman 博士

职务：统计与信息部部长

机构：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培训中心 

(SESRIC)

电子邮箱：akaraman@sesric.org; statcab@sesric.org 

Skype ：sesric.sid

项目名称 ：OIC 成员国国家统计系统组成机构的统计能力建设项目 (StatCaB)

国家 / 地区 ：OIC 成员国

提名方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培训中心 (SESRI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1.a、2.1、2.c、3.1、3.d、4.1、4.c、5.1、5.c、8.1、8.b、9.1、9.c、13.1、13.b、

17.9、17.18、17.19

支持方 ：OIC 成员国国家统计局及有关部委和政府机构、SESRIC

执行实体 ：SESRIC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07 年至今

实践网址 ：www.oicstatcom.org/statca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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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根据第 700(XXXVI) 号决议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的主持下建立的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可持续发展论坛，是监测和审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在发展筹

资第三次国际会议上通过的《亚迪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执行情况的区域机制。论坛会议

通过自主介绍、知识和最佳做法共享以及讨论等方式为同伴提供学习机会。

《2030 年议程》 已通过近五年时间，而实施该议程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

保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与国家、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发展计划相一致，采取有效的国家

措施来执行《 2030 年议程》，对技术专家进行培训并监测 SDG 的遵守情况，确定具体的国

家战略并增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来支持此类措施的实施。这需要各国

作出重大努力，制定战略，调整指标，并将合作政策与全球议程相联系。因此，进行国家

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国际合作对此将发挥重要作用。

寻求解决方案

南南合作委员会是 ECLAC 的一个附属机构，是现有政府间讨论合作并分享最佳做法和共同

挑战的一个平台。

在 2018 年 ECLAC 第 37 届会议上，成员国为实施《2030 年议程》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后续行动创建了一个新网络，该网络优先采用多利益相关方的方

法进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该网络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该地区各国政府的机构和技术能

力。该网络的运作框架主要是促进实现 SDG 17，特别是关于加强对国家计划的国际支持

的目标 9、关于加强政策一致性的目标 14、关于加强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 16、关于公共、

公私部门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的目标 17、关于能力建设的目标 18，以及关于现有举措的 

目标 19。

该网络的结构如下：

• 核心小组——该决策机构为成功实施工作计划提供战略指导和协调。目前由古巴、墨西

哥和乌拉圭组成。

• 技术秘书处——ECLAC 提供后勤和技术支持。

• 协调支柱工作组——由三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为一个支柱：战略支柱（乌拉圭）、统计

支柱（墨西哥）和合作支柱（古巴）。已经为各个支柱制定了工作计划。

实施和监测《2030 年议程》以及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行
动的网络

加强参与建立和维持相关国家机制以实施《2030年议程》 的政府的机构和技术
能力

© EC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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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网络于 2018 年 5 月在哈瓦那举行第一次会议，在会议

上，该网络被定义为那些需要或将提供以下三个领域的

知识的国家的技术论坛：

• 用于监测 SDG 实现情况的机构间和部门间协调机制

• 用于监测 SDG 的进展情况，以及对方法、流程和标准

进行管理，以改善数据的收集、处理、分类、传播和

分析进程，从而提供可靠的高质量统计数据的国家框

架和工具

• 使国际发展合作项目与 SDG 保持一致的工具以及促进

国际发展合作中优秀实践的技术工具

 

在 2019 年 11 月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制定

并商定了 2019-2020 年工作方案。网络的各个支柱都进行

了发言：乌拉圭总统府规划和预算局提出了战略，墨西

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理事会给出了统计数据，古巴

科学、技术和环境部给出了合作方案。

通过召开这些工作会议以及三个支柱所开展的工作，在

ECLAC 的支持下，各个国家聚集在一起，对各项请求进

行协调，并就众多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根据当地和

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 SDG、SDG 的预算编制以及加强国

家统计能力以用于监测所取得的成果等提供支持。

该网络预计将：

• 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国家和以下各级实施和

监测 SDG 创造交流知识和良好管理实践的空间。

• 考虑并纳入跨领域方法，以支持《2030 年议程》 的实施、

后续行动和审查（侧重于性别、环境和领土分权等领

域）。

 

鉴于该网络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尚未对其结果和影响

进行评估，但预计会带来多个南南合作项目。

在资金方面，该网络已与墨西哥 - 乌拉圭联合合作基金

以及德国和西班牙的合作机构联手进行资源调动，以获

得召开协调会议，以及在与三个支柱相关事务上获得专

家的专业支持所需的资金。至今，该网络已为三个支柱

起草了 2020 年工作方案，并计划起草一项中长期项目方

案，以改善资源调动情况。如果该网络能获得早期成功

并可充分调动区域资源，则其做法可被其他地区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Enrique Oviedo 先生

职务：政治事务干事

机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电子邮箱：enrique.oviedo@cepal.org 

项目名称 ：执行《2030 年议程》 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行动的网络

国家 / 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提名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9、17.14、17.16、17.17、17.18、17.19

支持方 ：ECLAC

执行实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30 年

实践网址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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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零饥饿

挑战

生物经济是指生物资源的生产、利用和保护，包括相关知识、科学、技术和创新，旨在为

实现可持续经济而在所有经济部门中提供信息、产品、过程和服务。它包括农业、林业、

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食品、生物塑料，药品、生物材料、化妆品、纺织品以及各种生物

产品的生产。生物经济涉及多个可持续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可利用其跨领域的性质，以全面、协调的方式应对众多挑战。因此在生物经济领域，最佳

做法是促进部门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协调。例如，生物经济和数字化的结合通常被看作是生

产部门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但生物经济活动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且面临多个权衡取舍问题。为促进 SDG 的实现，生

物经济的发展需具有可持续性和循环性，这点非常重要。生物经济的发展不得损害粮食安

全和营养。

寻求解决方案

鉴于向可持续循环生物经济过渡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62 位农业部长在 2015 年 1 月召开

的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上一致强调要抓住机遇，以一种可持续和循环的方式实施生物经济。

他们建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在国际层面对生物经济有关工作进行协调。FAO 旨在

通过 2016 年成立的国际可持续生物经济工作组 (ISBWG) 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以增强各国

根据 SDG 发展生物经济的能力。

工作组的活动主要围绕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作为一个国际平台来分享关于可持续和循

环生物经济创新、技术、实践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第二个目标是在可持续和循环生

物经济技术方面，担任 FAO 的咨询机构，其中包括提供知识产品并支持特定国家和地区制

定循环生物经济政策和战略，同时关注粮食系统的转型。ISBWG 是一个独特而创新的国际

平台，可提升各国在起草关于生物经济可持续性和循环性政策方面的能力。该小组旨在将

可持续性和循环性纳入政策和战略制定，以确保生物经济的实施可使整个社会和全球受益。

ISBWG 是一个国际性的，涉及多利益相关方的专家组。小组成员通过协商、共同提供知识

产品以及能力建设和技术信息等方式参与。FAO 为工作组关于特定主题的年度实地会议和

电话会议提供便利。实地会议的内容包括演讲、讲习班和实地考察。成员定期分享其所在

国家和机构的生物经济信息，以及近期的出版物、事件或新闻。一般而言，全球南方国家

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生物经济工作组

创建用于国家和地区分享关于向可持续和循环生物经济过渡的知识和经验的平台

©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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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饲料、纤维、生物制药和其他生物产品的生产

和使用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只有少数国家正

式制定了全面的生物经济策略。ISBWG 为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全球南方国家可利用该

机会获得所需的支持、知识并分享经验，从而改善协调

工作。迄今为止，已建立了一些与生物经济有关的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 (SSTC) 网络，如拉丁美洲生物经济网络、

由欧盟 - 南非牵头的国际生物经济论坛、非洲的生物创

新方案或由德国牵头的国际生物经济咨询委员会。各个

网络的目标不同。FAO ISBWG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倡导

通过循环生物经济实现粮食系统的可持续转型。

2016年 11月通过的《可持续生物经济的理想原则和准则》 

是该工作组的第一个里程碑。ISBWG 还根据一些 SDG 目

标，加强知识共享和协调，以提高协同作用并减少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SBWG 成员所获得

的关于将可持续性和循环性纳入生物经济的知识为国家

和地区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信息。在 FAO 的支持下，乌拉

圭制定了《国家生物经济远景与战略》草案。乌拉圭了

解了其他 ISBWG 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生物经济战略中获得

的经验教训、使用的工具以及面临的挑战。通过与国际

伙伴的交流，还加深了对相关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问题

的了解。所以该远景与战略草案包括许多关于可持续性

和循环性的考虑，例如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生物资源

的系统利用，以促进 SDG 具体目标 15.9 的实现。目前受

益于 FAO 项目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纳米比亚和东南亚国

家联盟。

ISBWG 所采用的机制是一个良好的范例，表明了如何实

现 SDG 17，特别是关于加强在实施国家计划方面的国际

支持（包括通过 SSTC）的具体目标 17.9。不断召开的各

种会议以及举办的各种活动为成员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并促进了国际对话。同时还促进了在生物经济学协同增

效和权衡取舍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分享，并支持各国在决

策过程中纳入可持续性和循环性考量。

联系方式 ：

姓名：Anne Bogdanski 女士 

职务：自然资源干事和生物经济项目协调员

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电子邮箱：annekatrin.bogdanski@fao.org

姓名：Marta Gomez San Juan 女士 

职务：农业工程与生物经济项目顾问

机构：FAO

电子邮箱：marta.gomezsanjuan@fao.org

姓名：Maria Allegra Bruni 女士

职务：南南与三方合作顾问

机构：FAO

电子邮箱：mariaallegra.bruni@fao.org

项目名称 ：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生物经济工作组 (ISBWG) 

国家 / 地区：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马来西亚、纳米比亚、荷兰、新西兰、

南非、泰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欧洲 

提名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4、2.5、12.8、12.a、13.3、17.6、17.9、17.14、17.16

支持方 ：FAO ISBWG 成员：国家及区域监管机构和附属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实体、研究机构和政府间

组织

执行实体 ：FAO ISBWG 成员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 年 1 月 - 2021 年 12 月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mIi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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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零饥饿无贫穷

挑战

南南贸易和投资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包括公司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能力、信息和认知不对称、

较少的融资机会、制度支持薄弱以及缺乏资金等。在东非，尽管许多国家将经济发展列为

优先事项，但仍依赖于需要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增值的第一产业。近年来，印度努力加强

与东非的贸易和投资联系。2008 年，印度推出了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免关税优惠方案。但

数据表明，与该次大陆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部门和国家。根据印度进出口银行，在

非洲对印度的出口产品中，有 75% 是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东非中小企业 (SME) 通常需获

得额外支持才能得知和获得国际贸易和投资机会。因为东非市场与印度市场有类似的发展

道路，东非 SME 可从印度市场获得相关知识和技术。信息和认知的不对称也阻碍了印度企

业与东非同行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

寻求解决方案

由国际贸易中心 (ITC) 实施的《支持印度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SITA) 倡议建立了印度与东非

五国（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投

资关系。该倡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关于无贫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关于零饥饿的 SDG 2、

关于性别平等的 SDG 5、关于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 SDG 8 以及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

系的 SDG 17。SITA 倡议旨在通过与印度的机构和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提高东非农业企业和

轻工业中特定价值链的竞争力。该倡议促进了各行业优秀实践和知识的系统性跨国转移。

在 ITC 和发展研究所 2020 年 7 月联合出版的《实现有影响的设计：南南贸易与投资》中，

对 SITA 倡议所采用的基础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SITA 倡议主要针对中小企业以及妇女和青

年开办的企业，旨在将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与技能开发和就业影响相结合。该倡议具有额外

性潜力和示范效应，且公司无需在遵循社会和环境标准方面作出较大努力。此外，SITA 倡

议被设计为一系列可逐步开展工作的试点项目，因而具有扩大规模的可行性和潜力。需要

在全面推行南方国家的方法之前进行逐步测试，以确保采用符合本地的正确方法。采用三

维方法对该倡议下的行动进行监测，其中包括有针对性的沟通和机构能力建设。最后，采

用了参与性和包容性方法来确保国家自主权和南南倡议的可持续性。以下为该方案所取得

的两项成果，摘自出版物《实现有影响的设计：南南贸易和投资》。

支持印度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通过印度与东非五国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建立贸易和投资联系

© 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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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香料行业 1

SITA 倡议已在印度和卢旺达农业部门之间建立联系，特

别是在香料种植领域。可行性研究发现，卢旺达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杂交辣椒。尽管印度是辣椒等香料

的主要种植国，但因印度的需求较高，公司需要建立其

他采购和生产场所。SITA 向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印度的

公司、卢旺达政府和当地农民介绍了关于在卢旺达生产

香料的可行性研究。然后确定了在不同省份种植不同杂

交辣椒品种的农民，并提供了相关支持。卢旺达和印度

的农学专家为农民提供了种子、全套实践和正规培训。

此外，因满足质量要求，印度买家同意购买当季采收的

的全部辣椒。他们还同意支持至印度的出口物流。回购

安排有助于保护小农免受风险。

因该项目的实施，印度采购商的数量从 2016 年的 1 家增

加到 2020 年的 5 家，种植面积从 2016 年的 4 公顷增加

到 2020 年的近 200 公顷。2018 年，卢旺达开始向印度出

口第一批杂种辣椒。在卢旺达引入杂种辣椒只是创新实

践的一个例子，此类创新有助于该国农业领域的多元化

和提高农民收入。

案例 2 ：纺织行业 2 

自 2015 年以来，SITA 一直在帮助印度公司寻找东非纺织

和服装领域的新市场和投资机会。SITA 通过纺织行业协 

 

1 改编自Saha, A., Thorpe, J., O’Flynn, P., and H. Bucher.（2020年）

。《实现有影响的设计：南南贸易和投资》，瑞士日内瓦国

际贸易中心。

2 改编自Saha, A., Thorpe, J., O’Flynn, P., and H. Bucher。（2020

年）。《实现有影响的设计：南南贸易和投资》，瑞士日内

瓦国际贸易中心。

会在印度主要纺织品聚集地开展宣传活动，向潜在投资

者介绍东非。SITA 为那些有兴趣开发该区域的企业提供

了访问东非的机会。它还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以帮助

通过定期和公开的沟通建立信任。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

亚，为纺织和服装行业制定了价值链路线图。在肯尼亚，

创建了执行该路线图的一个私营部门最高机构。通过该

最高机构，印度技能发展委员会对肯尼亚的服装行业进

行了技能差距评估，并据此制定了新的课程和培训计划。

该干预事例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被复制。这些活动不仅提

高了肯尼亚的机构能力和部门协调能力，还帮助两家印

度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梅克尔工业园建立了服装厂。至

今，这些投资已创造了约 1,700 个工作岗位，其中 90% 

以上为妇女所从事的岗位。

由于 SITA，向利益相关方直接和间接提供支持所创造的

岗位达 2,500 多个。这些岗位包括两家印度纺织公司在

埃塞俄比亚投资所创造的岗位，以及印度中小型企业在

乌干达进行首次皮鞋投资所创造的岗位。在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 SITA 的推动下，印度与东非以及第三

市场之间的投资额为 5800 多万美元，贸易额为 5200 多

万美元。在存在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他地区复

制像 SITA 之类的南南贸易和投资项目。项目应考虑来源

国与受援国之间经济伙伴关系的驱动因素、可能的挑战、

南南投资的潜力、政府对与南部伙伴贸易和投资的承诺

以及是否存在互惠基础。

联系方式 ：

姓名：Vandana Prakash Nair 女士

职务：支持印度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的项目干事 (SITA)

机构：国际贸易中心

电子邮箱：sita@intracen.org

项目名称 ：支持印度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SITA)

国家 / 地区 ：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名方 ：国际贸易中心 (ITC)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1.b、2.b、5.b、8.a、17.6、17.9、17.11

支持方 ：国际发展部（英国）

执行实体 ：ITC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5-2022 年

实践网址 ：www.intracen.org/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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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能力建设、ICT 政策、法规和法律框架支持”（ICB4PAC）项目主要针对非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的太平洋成员国。

该项目满足了区域组织和太平洋岛国在电子商务就绪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政策和法

规方面能力建设的需求。它旨在协调和促进在电信政策、立法、战略和法规方面的紧密合作，

以提高各个国家进行必要改革的能力。

在太平洋岛屿，所存在的最大挑战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缺乏统一的政策和统一的法律和监

管框架，同时缺乏将新框架纳入国内法律和法规的相关机构。有关人员的能力和技能也有

待加强。

寻求解决方案

ICB4PAC 项目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实施，旨在通过在该地区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

和知识共享活动，提高 ICT 的人员和机构能力。该项目满足了次区域和国家 ICT 部门在政策、

法规、立法和电子商务就绪方面进行能力建设的需求。该项目还制定了用于协调 ICT 市场

政策的背景资料。这些数据资料是在研讨会期间，通过问卷调查、面对面采访和信息共享

收集的。ICB4PAC 项目由欧盟委员会和 ITU 资助，ITU 也是该项目的实施机构。在对数据分

析后形成成果文件，作为受益国执行建议时的参考。

该项目由欧盟委员会和 ITU 共同资助，后者也是该项目的实施机构。由于该项目的实施，

受益国采用并实施了统一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指南。

该项目主要针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ACP）国家集团的太平洋成员国。

它满足了太平洋区域组织和太平洋岛国（PIS）所提出的在制定一致的 ICT 政策和法规以及

商务就绪方面进行能力建设的需求。该项目是对所提出的支持与合作请求的回应，以促进

在 ACP 集团内部实施更协调和更统一的电信政策、立法、战略和法规。目的是使各国有能

力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该地区从统一的 ICT 监管格局中受益。

在该地区，各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不同。较先进的国家已同意与较落后的国家分享

其最佳实践，同时学习国际最佳实践。ICB4PAC 项目须在各个阶段考虑因国家相距遥远而造

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能力建设、ICT 政策、
法规和立法框架支持

支持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ICT市场的协调政策

©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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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物流挑战。因此，通过与区域组织的密切合作，确

定了项目会议的日期。

该项目实现了其既定目的，即在受益国国内实施统一的

政策、法律和法规准则。在面对面的能力建设培训中，

来自全球南方的各个国家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共同为该

项目的成果做出了贡献。关于可持续性，该项目得到 ITU

运营计划活动的持续支持，并从 ITU 和澳大利亚政府资

助的项目中受益。该项目已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得到成

功复制。该项目成功的关键是参与国必须致力于该项目。

联系方式 ：

姓名：Cosmas Zavazava 先生

职务：数字发展伙伴关系部临时主任

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ITU) 电信发展局

邮箱：cosmas.zavazava@itu.int 

项目名称 ：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能力建设、ICT 政策、法规和立法框架支持 (ICB4PAC)

国家 / 地区 ：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巴布亚新 

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提名方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9

支持方 ：欧盟委员会

执行实体 ：ITU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09-2013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un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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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ADELANTE 方案旨在提供支持三方合作的证据，同时表明这种国际合作方式是应对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发展挑战的一种有价值的协作工具。自 2016 年以来，该方案一直在积累宝贵

知识，而现在需要以系统化和用户友好的方式分析并分享这些知识，以帮助实现以上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具体目标 17.6 和 17.16 是 ADELANTE 知识库的核心。作为一种工具，

该知识库将协助国际发展共同体通过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加强知识共享。

寻求解决方案

ADELANTE 方案是欧盟关于三方合作的旗舰方案，该方案于 2015 年启动，预算资金超过

1000 万欧元。其使命是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同时鼓励

这些国家进行知识交流，并借助合作伙伴的能力来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欧盟委员会发

起了提案征集活动，并资助了八个项目，涉及来自 18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 54 家

组织以及多家欧洲机构。

这八个三方合作ADELANTE项目旨在解决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参与者来自各个领域。

这些项目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促进了宝贵的部门和跨部门学习。这八

个项目直接促进了 9 个 SDG 和 27 个具体目标的实现。极大促进了关于和平、正义与强大

机构的 SDG 16 的实现。也极大促进了关于无贫穷的 SDG 1，关于减少不平等的 SDG 10，以

及关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 SDG17 的实现，这些是《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柱

和 ADELANTE 方案的基石。同时还特别关注关于性别平等的 SDG 5。

所有利益相关方联手以系统化和用户友好的方式收集、分析和分享 ADELANTE 方案四年来

所积累的知识。创建了一个包含 28 个组成部分的在线素材库，以分享增值证据、成功案例

和从三方合作项目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从而帮助应对组织、部门和发展挑战。

以在之前发展合作中应用的知识管理方法为基础，进行了联合行动。雇用了欧洲和拉丁美

洲知识管理专家团队进行指导，并进行了必要的方法调整，以反映该方案及其项目的三方

性质。纳入了若干变量，以评估在增加灵活性、建立成功伙伴关系或共享知识和解决方案

方面的学习情况。

使用该方法，该方案确定了三种知识类型：成功案例、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

ADELANTE 方案知识库

创建三方合作学习的公共知识库

© 欧盟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气候行动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减少不平等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零饥饿无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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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是指已经产生了积极成果，并可被复制到其他

项目中以取得相同成果的 “成功之道”。这一类型的知识

是案例的汇总，包括目标、影响、关键的成功因素以及

三方合作方法的增值等内容。

最佳实践是指相关成果报告，强调取得这些成果所需的

关键成功因素。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实践都可对其他项

目的选定和制定起到启发作用。

经验教训是从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获得的经验，

对于项目的传播和复制非常有用。从 ADELANTE 项目实

施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可为整个项目周期提供有价值

的数据。

ADELANTE 方案管理团队负责启动该倡议，提供方法，以

及编辑、整合和发布知识库，项目协调员和合作伙伴则

负责对来自这些项目的知识进行识别、分析和系统化。

知识库包含 28 条记录，显示了对项目成功极其重要的各

种元素，例如：

• 促进项目的协同规划、选定和制定，以及提供项目期

间供合作伙伴持续讨论的话题。

• 了解三方合作的特殊性，在项目选定和规划阶段共同

制定适用的方法和程序，并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应

用这些方法和程序。

• 在知识交流中将这些方法和程序告知所有参与者，让

他们也可以使用，从而从伙伴转变为最终受益者。

• 确保这些方法和程序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并促

进相关机构的高级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参与和对话。

• 根据各国（政治、法律、行政和部门）的情况调整这

些方法和程序，并针对不同的结果建立不同的框架。

• 留有足够的灵活性和调整空间，以便创新元素能够被

引入，并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对这些知识的识别、分析和系统化，可使项目协调

员了解特定情况下的流程和决策，并汲取宝贵的经验教

训。这项工作引起的思考将有助于改进未来三方合作倡

议的设计和执行。同时它还提高了项目协调员及其合作

伙伴管理知识的能力，这直接有助于加强该区域公共机

构的能力。

ADELANTE 知识库作为一种工具在 ADELANTE 网站和

Capacity4dev（欧盟的知识共享平台）上向所有人开放。

联系方式 ：

姓名：Leticia Casañ Jensen 女士

职务：项目经理

机构：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和发展总司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区域业务

邮箱：leticia.casan-jensen@ec.europa.eu

项目名称 ：ADELANTE 方案知识库

国家 / 地区：阿根廷、伯利兹、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

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意大利、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葡萄牙、西班牙、乌拉圭 

提名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业务（DEVCO - 欧盟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2、1.3、1.a、1.b、2.1、3.5、3.8、4.4、5.1、5.2、5.5、5.a、5.b、5.c、8.2、8.3、8.4、8.9、9.3、9.5、

10.2、10.3、10.7、11.1、11.3、12.2、12.a、13.2、13.b、16.3、16.6、16.7、16.10、16.a、16.b、17.6、17.9、17.15、

17.16

支持方 ：欧盟

执行实体 ：欧盟、智利国际合作署、总统府国际合作署（APC- 哥伦比亚）、西班牙国际和伊比利亚美洲行政和公

共政策基金会、塞罗拉尔戈驻乌拉圭办事处、阿根廷国家工业技术研究所、乌拉圭社会发展部、哥斯达黎加司

法部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0

实践网址 ：www.adelante-i.eu/en/banco-de-conocimi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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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为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需要打破传统的一方为

合作提供方而另一方为接收方的二元关系而建立新型的横向合作伙伴关系。三方合作就是

这样的一种伙伴关系。按照《2030 年议程》的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因太贫穷而无法提供援

助或分享经验，也没有一个国家因太富裕而无需向他人学习。对该精神进行系统规划并将

其纳入三方伙伴关系是一项挑战。有时很难评估此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

寻求解决方案

三方合作是对南南和南北合作的补充，通过借鉴这两种方式的最佳经验，汇集资源并利用

知识互补，创造一种创新的发展解决方案。在三方合作中，往往将重点放在受益国的发展

成果上，而忽略所有伙伴之间的共同和相互学习过程，或过分强调关键伙伴与协调方之间

的牢固伙伴关系，留下受益国所发挥作用较弱的印象。

为充分利用三方合作，要同时考虑发展和伙伴关系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因为它们是相辅相

成的。在此背景下，欧盟（EU）的 ADELANTE 方案着手评估三方合作增值。EU ADELANTE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手开发了 “用于识别、监测和评估三方合作增值的工具

包”。使用该工具包，项目合作伙伴除了可以预测开发成果外，还可以更好地评估合作伙伴

关系的成果。八个各具三方驱动力的 ADELANTE 项目使用 OECD 工具包并基于其经验，评

估了三方合作增值。这为 EU  ADELANTE 方案的下一阶段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建议。欧盟 U

委员会和 OECD 的团队通过提供建议，组织研讨会和随访电话来支持这一进程。

例如，智利国际发展合作署对一个已在古巴实施的项目进行协调，以增加动物源性安全食

品的供应并促进动物健康，从而改善民众的粮食安全并实现关于饥饿的 SDG 2。此外，哥

伦比亚总统府国际合作署也对一个项目进行了协调，以支持企业家形成和加强商业理念，

从而帮助中小型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该项目已在伯利兹、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

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实施，以实现关于无贫穷

的 SDG 1。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驱动力，并为实现多个 SDG 做出了贡献。OECD 工具包针

对三方合作的设计、实施和评估提供了三种工具。

第一个工具使用从合作伙伴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出现增值的六个领域的清单来确定三方合作

增值。该清单源自关于有效三方合作的全球伙伴倡议（GPI）以及广泛的国际磋商工作。这

六个领域分别是：所有权与信任；发展合作中的互补和进一步协调；知识分享与共同学习；

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和灵活性；提高数量、范围和可持续性；通过加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实现全球和区域发展目标。

从 EU-LAC 三方合作方案（ADELANTE）
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和 OECD 工具包

评估三方合作的增值

© 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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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充分利用三方合作增值 – 从 OECD 欧盟 ADELANTE 所开展的 “确定、监测和评估三方合作增值的工具包”

试点项目中获得的经验

国家 / 地区 ：阿根廷、伯利兹、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意大利、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西班牙、乌拉圭

提名方 ：欧盟（EU）、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16

支持方 ：EU、OECD 

执行实体 ：OECD 发展合作理事会、欧盟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DEVCO）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2v5yJe

第二个工具提供了关于如何制定用于说明三方合作增值

的成果链和指标的指南。

第三个工具设计了用以衡量增值的评估。它提供了设计

一项评估的思路，即将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评估标准和南

南合作原则结合到支持收集关于三方合作增值证据的评

估矩阵中。

OECD 和欧盟委员会的联合倡议采用工具包中的第三个

工具对八个 ADELANTE 项目在三方合作中的合作成果进

行了评估。这种同行之间的学习是互惠互利的，所汲取

的教训可被运用到 ADELANTE 方案的下一阶段。该工具

包强调了三方合作逻辑的战略价值以及其根据具体情况

的充分运用。项目合作伙伴表示这些方面已被很好地概

括在上述六个领域中。同时，进行同行之间的学习还可

以提高项目合作伙伴对该模式及其价值的认识。具体而

言，ADELANTE 团队在试用过程中发现了该工具包的三个 

优势：

• 评估和学习：反思三方合作模式对 ADELANTE 项目的

促进作用，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应用于下一阶段的设计。

• 方法和加强自主权：帮助合作伙伴更好地了解三方合

作的驱动力、优势和挑战，以及如何更多地参与这种

模式。

• 战略：提高 ADELANTE 项目在每个合作伙伴机构的知

名度，并确定和突出 ADELANTE方案下每个项目的增值。

 

通过使用该工具包，OECD 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即在进

行设计项目时要抱有三方合作的心态，这点非常重要。 

以获取三方合作增值为目的的项目策划有助于以一种更

具战略性的方式采用该模式，并可提高该模式的影响。

毕竟，三方合作只是实现 SDG 以及国家和地区发展目标

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将在本次和未来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对 OECD 工具包进行修改和调整，使其适

应当前的需求，从而支持合作伙伴更有效地参与三方合

作项目和方案。

此外，该项目还加强了 OCED 与欧盟委员会之间以及与

为该项工作做出贡献的 ADELANTE 项目代表之间的伙伴

关系。他们认为该工具包富有洞察力，内容丰富并具有

启发性。他们还表示，OECD 工具包为将伙伴关系目标

纳入项目设计、监测和评估提供了有效支持。此联合行

动的成果可被复制并扩展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当前欧

盟委员会正加强其对世界范围内三方合作的参与力度的

情况下。通过在里斯本举行的三方合作国际会议以及 GPI

的努力，正在形成三方合作实践交流群。分享这些经验

将使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合作伙伴受益，并可改变国际社

会在全球范围内讨论、规划和实施三方合作的方式。

联系方式 ：

姓名：Leticia Casañ Jensen 女士

职务：ADELANTE 方案负责人

机构：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DG DEVCO）

邮箱：leticia.casan-jensen@ec.europa.eu 

姓名：Nadine Piefer-Söyler 女士

职务：发展合作理事会远见、外展和政策改革股政策分

析师

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电子邮箱：nadine.piefer-soyler@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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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减少不平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性别平等无贫穷

挑战

非洲许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其行政和技术职责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尽管实行了分权治理，

但在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地方政府部门仍面临能力和资金不足的双重挑战。因此，

维持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项

挑战。因缺乏针对地方政府部门特定能力需求制定的国家级技能开发战略框架，传统上应

对这种能力差距的措施通常是零星的、基于项目召开的研讨会。

寻求解决方案

国际培训方案（ITP）是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与瑞典地方国际民主中心联手制定的。该方案

主要针对南非、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并就影响地方政府部

门的分权改革提供国家和区域对策。

ITP 希望率先证明这一理念，即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在不断变化的管理过程中采用的实践方法

相结合，才能对地方政府的能力开发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保持其持续性。该方案由变革推动

者组织和驱动，包括中高级政府的领导人和决策者。通过将分权作为政策框架，ITP 设计并

实施了有助于加快实现 SDG 的变革项目。

这些方法和工具旨在通过借鉴各个国家的经验来促进南南学习与合作。例如，当市政当局

在东道国进行学习访问时，随访代表与该国的市政当局、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人员进行

了思想交流。优秀实践也被选择性应用于变革项目。参与人员出席了由参与国的专家和指

定的国家导师主持的互动会议。他们还参加了交流项目，以借鉴瑞典市政当局的经验。在

瑞典为期两周的学习访问为非洲和欧洲市政当局提供了交流思想的机会。

通过这种合作学习，各参与国建立并扩大了伙伴关系网络，为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发展

和各级分权治理提供支持。国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关于治理和问责制的讨论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有权向公共机构和政府问责。

在为期 18 个月的培训中，每个学员都在赞助机构和指定导师的支持下选定并开展一个变革

项目。这使学员有机会实际运用从培训中学到的理论知识。这些明确的干预措施旨在帮助

某一机构实现其任务授权中确定的规划成果和发展影响。因此这些项目被控制在赞助机构

内部，且得到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

关于非洲五国市政财政与地方民主的高
级国际培训方案

验证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来释放资源流的理念

© UN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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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P 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来帮助地方政府加快实现

SDG，特别是关于无贫穷的SDG 1； 关于性别平等的SDG 5； 

关于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的 SDG 7 ； 关于体面工作和经

济增长的 SDG 8 ； 关于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 SDG 9 ； 

关于减少不平等的 SDG 10 ； 关于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

SDG 11 ； 关于气候行动的 SDG 13 ； 以及关于促进目标实

现的伙伴关系的 SDG 17。这些主题包括地方政府财政、

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公共财政管理和

人类技能开发。每个模块都包括性别平等、人权和环境

等跨领域问题。共培训了 150 多名学员，设计和实施变

革项目 50 多个。例如，在津巴布韦的奇平格市，团队正

在开展一项变革项目来提高残疾人（PLWD）对服务提供

管理和市议会决策的参与度。在该市，地方当局经常拒

绝残疾人和儿童参与当地的发展和服务提供决策。所以，

即使这些服务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也被迫接受所

提供的服务。变革项目正通过提高人们的意识，建立残

疾人数据库，分派残疾人收取使用费以及管理公共厕所

和文化遗产中心等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资金被用于

向残疾人提供支持。各市的其他事例包括：增强妇女经

济权能的创收项目、改善地方税款的征收和管理、提高

妇女对地方政府规划和预算的参与度、文化与旅游业、

太阳能、增值农业以及市政业务流程及系统的数字化。

由于 ITP 的实施，已经开发和测试了相关工具和方法。

随着变革项目显示其有效性，私人资源和公共资金被用

来增加地方的发展资源。

政策影响包括从地方人工征税转变为数字化征税，性别

平等主流化，公私伙伴关系，地方政府借贷政策的完善，

公共资产管理和处置政策以及实体规划。市政当局已与

开发银行签署了资助大型项目的合作协议，如资助津巴

布韦古图的太阳能项目。各市政当局加强了区域内部和

跨边界以及与瑞典市政当局的合作。该培训可以在其他

存在分权治理和变革政治意愿的国家 / 地区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Jenifer Bukokhe Wakhungu 女士

职务：方案负责人

机构：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会（UNCDF）

邮箱：jenifer.bukokhe@uncdf.org

Skype ：jenifer.bukokhe

项目名称 ：高级国际培训方案（ITP）

国家 / 地区 ：南非、瑞典、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提名方 ：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会（UNCDF）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a、1.b、5.5、5.b、7.1、8.2、9.a、10.3、11.3、13.1、17.9

支持方 ：地方民主国际中心 (ICLD)

执行实体 ：UNCDF，以及目标国的 8 个市政当局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0–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EB6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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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墨西哥作为新兴经济大国正成为拉丁美洲南南合作（SSC）的拥护者。根据具体的国家情况

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是实现《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关键。所以鼓励加强该合作模式

的效力。

过去，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署（AMEXCID）曾对合作效力的监测方法进行过探索。许多国

家采用全球合作伙伴监测框架。该文书主要衡量在执行以下四项国际商定的效力原则方面

的进展：国家自主权、注重成果、包容性伙伴关系以及透明度和相互问责。2016 年，墨西

哥从一个 SSC 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角度审查了该框架的适用性。当时，全球伙伴关系监

测框架并不适合墨西哥。因此，AMEXCID 建议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对指标进行调整，以衡

量合作的效力。

寻求解决方案

该倡议由墨西哥牵头，旨在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对全球合作伙伴监测框架进行调整。

目的是收集制定 SSC 国家机构框架所需的数据和证据，并巩固 SSC 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AMEXCID 负责该倡议的实施以及整个监测流程。该机构设计了一个试点框架，收集和验证

了相关数据，并进行了分析和包容性磋商。该倡议得到了德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墨西哥办事处的支持；全球伙伴关系联合支持小组（JST）为该倡议提供了实质性的技术指导。

监测工作包括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是建立一个试点框架。墨西哥在 2016 年对全球伙伴关系指标的适用性进行了审查。

2017 年，墨西哥根据此项评估结果，制定了一个监测 SSC 效力的试点框架。由墨西哥制定

并在全球伙伴关系 JST 指导下调整的试点框架指标如下：

• SSC 援助与受援国的成果框架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 援助国使用 SSC 战略成果框架。

• 民间社会组织参与 SSC，并为有效的发展合作作贡献。

• SSC 中有高质量的公私对话。

• 关于 SSC 的信息是公开可用的。

• SSC 受议会的监督。

• SSC 纳入了性别平等。

 

监测墨西哥南南合作的效力

为墨西哥南南合作的效力制定监测方法

©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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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测试试点框架。有关监测指标数据于 2018 年收

集，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 100 名 ( 利益相

关方参与了这一过程。在收集和分析数据后，举行了一

次全国讲习班，所有参与者、与墨西哥合作的受援国以

及其他南方援助国汇聚一堂，对调查结果展开讨论。在

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即将结束时，举行了小组会议，对

最相关的结论进行讨论。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就提高墨

西哥南南合作的效力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与会者认为南南合作的体制框架，包括合作方案的监测

和评估系统，得到了加强。这让合作能更好地与发展优

先事项保持一致，并更加注重成果。尽管如此，在 SSC

方案和项目的运营机制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仍有

改善的空间。还须努力纳入更加系统的性别平等观念。

相关结果和建议包含在一篇题为 “南南合作效力监测活

动” 的报告中，该报告可作为国家加强墨西哥发展合作

的指导。该报告还可作为制定下一个 AMEXCID 国际发展

合作方案的依据。目前正在使用这些结果制定关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取得的进展的国家报告，特别是关于

尊重每个国家的政策空间和领导的 SDG 具体目标 17.15，

以及关于加强与多利益相关方的全球伙伴关系，以调动

和分享知识、专业知识、技术和财政资源从而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 SDG 具体目标 17.16。

在 BAPA + 40 期间，墨西哥政府在会外活动中向其他国家

的代表介绍了这些初步结果。这些建议主要针对中等收

入国家以及在国际发展合作中起双重作用的国家。鉴于

所拟议的解决方案具有多利益相关方的性质，民间社会

组织、私营部门和捐助国也会同样受益。

第三步是探索可复制性。因了解 SSC 的多样性，JST 让多

个南方援助国在其他情况下对调整后的框架对监测 SSC

效力的适用性进行评估。来自智利、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和南非的官员接受了在线问卷调查和一系列采访。

通过磋商，审查了 SSC 的组织和援助方式，包括这些援

助国是否制定了用于指导合作的国家级和国家以下层级

的策略。还考虑了 SSC 干预的决策程序，包括如何正式

确定这些安排以及各个阶段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

墨西哥制定的试点框架将作为其他 SSC 援助国评估其所

提供合作的质量的基础。该框架是一个灵活的工具，可

适应不同的 SSC 援助背景。实际上，哥伦比亚目前正在

计划开展此类工作。

联系方式 ：

姓名：Yuko Suzuki NAAB 女士

职务：全球政策效力小组顾问

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电子邮箱：yuko.suzuki@undp.org

项目名称 ：监测墨西哥南南合作的效力 

国家 / 地区 ：德国、墨西哥

提名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15、17.16

支持方 ：德国政府

执行实体 ：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署（AMEXCID）、UNDP、德国国际合作局（GIZ）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7-2019 年

实践网址 ：shorturl.at/hmF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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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自愿国家审查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后续和审查机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筹备自愿国家审查过程中，首次提交报告的国家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包

括数据收集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首次提交报告的北亚和中亚国家可与经验较丰富的国家

结成伙伴关系。对于 17 个 SDG，北亚和中亚国家缺少关于其中 10 个的充分数据。因为许

多国家仍处于根据其具体情况充分调整 SDG 具体目标和指标的阶段，所以数据汇编是一

项挑战。SDG 涵盖一系列广泛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如各部委和其他政府机构、民

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因此，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以全面、包容和有意

义的方式组织国家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该治理模式不常用的情 

况下。

寻求解决方案

2019 年，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关于筹备将在 2020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坛上提交的首份自愿国家审查报告的帮助。作为回应，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针对北亚和中亚国家启动了一项自愿国家审查结对方案，以与具有类似行政制度、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国家分享这方面的知识、经验和实用建议。根据南南合作的精神，该结对方

案的目的是就自愿国家审查的筹备和后续进程交流最佳做法和方法，以帮助各国克服在此

进程中遇到的系统性挑战。

作为结对行动的一部分，2020 年，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

流并分享了各自在筹备自愿国家审查方面的经验教训。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将在 2020 年可

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提交第二份报告，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将提交首份

报告。因此，试点结成了两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亚美尼亚一对，乌兹别克斯坦与格鲁吉亚一 

对。ESCAP 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联手促进了结对活动。

在结对活动中，代表团成员有机会与对应议会、国家统计、环境和国民经济机构、非政府

组织以及大众媒体的相关人员会面，以建立直接联系，交流优秀实践并分享关于筹备自

愿国家审查的知识。各国同意在 2020 年 4 月中旬之前交换报告初稿，以供同行评审。他

们将继续通过 SDG 服务台（一家由 ESCAP 托管的在线知识、专业知识和建议共享平台， 

(sdghelpdesk.unescap.org) 进行互动。SDG 服务台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关于自愿国家

审查以及与实现 SDG 有关的其他问题的知识和信息在线平台。

为实施《 2030 年议程》和自愿国家审
查而制定的 ESCAP 结对方案
促进合作和交叉学习，以克服在实现SDG目标和筹备自愿国家审查方面遇到的
系统性挑战

© ES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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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点放在了首次筹备自愿国家审查的国家，但进行

第二次筹备的国家也可从结对活动中受益。该活动表明，

知识和实践的交流是双向的，并可促进南南同伴学习。

结对活动引起了亚太区域内外发展共同体的极大兴趣，

联合国各机构和捐助方已开始筹划对此类活动进行复制。

复制该优秀实践非常容易，因为进行面对面和虚拟交流

并不需要大量资金。关键是国家要有与对方以及与利益

相关方分享其经验和进程的政治意愿。该优秀实践还有

助于通过同伴学习来加强能力建设。面临类似挑战的国

家可以相互倾诉，并分享实际可行的想法和建议。一旦

在结对会议期间正式建立联系，便打开了进行非正式和

正式交流以及南南和三方合作的渠道。

联系方式 ：

姓名：Riccardo Mesiano 博士

职务：可持续发展干事

机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邮箱：mesiano@un.org

项目名称 ：为实施《 2030 年议程》 和自愿国家审查而制定的 ESCAP 结对方案

国家 / 地区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提名方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9、17.14、17.16、17.17、17.19

支持方 ：ESCAP 北亚和中亚分区域办事处，ESCAP 环境与发展司

执行实体 ：ESCAP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在这些国家的

办事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jjtS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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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气候行动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减少不平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
福祉

挑战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东非和南非区域办事处（UNFPA ESARO）所负责的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布隆迪、

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卢旺达、塞舌尔、

南非、南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处于社会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各国国家统计局（NSO）进行 2020 人口和住房普查的能力也不相同。一些国家

拥有强大的数字化普查统计系统和能力，而其他一些国家缺少所需的技术能力和资源来获得必

要的数字技术。此外，有些国家未设有 UNFPA，或其技术人员配备不足，特别是在中高收入国家。

因此，需要实施新的战略来提高该地区进行 2020 年普查的能力。

寻求解决方案

为应对这一挑战，UNFPA ESARO 通过南南合作（SSC）促进关于 2020 普查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交流。

在 UNFPA ESARO 的技术支持下，该地区的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分别是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进行了

数字化普查，马拉维和肯尼亚分别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了该项普查。该地区的其他十个国

家（博茨瓦纳、布隆迪、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卢旺达、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和

赞比亚）计划在 2020-2022 年间进行普查。根据联合国的建议，所有进行普查的国家都应采用数

字化普查。为识别被忽略的对象，各国应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计算

机辅助的个人访谈（CAPI）、制图、地理空间分析以及数据处理和分析。在普查工作中采用相关

技术可以加快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速度并提高数据质量，所以各国还必须加强使用这些技

术的能力，并确保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获取这些技术。

因认识到同伴学习对知识分享的作用， UNFPA ESARO 努力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并鼓励已成功

进行数字化普查的 NSO 向准备进行普查的国家分享经验，包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克服这些挑

战的解决方案。采用该策略可有效识别优秀实践以及进行成功数字化普查所需的措施。为此，

UNFPA ESARO 促成了一次技术学习交流和一份协议。根据该协议，斯威士兰、肯尼亚和马拉维

以及准备进行普查的国家之间将分享用于普查的电子平板电脑。针对个别国家和团体组织了此

类技术知识交流。

斯威士兰于 2017 年完成了数字化人口普查，并于 2018 年接待了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马拉维、

南非和南苏丹的人口普查经理团队，向其分享了使用平板电脑进行绘图和数据收集的实践经

验。在 2018 年 9 月完成数字化普查后，马拉维分别于 2019 年 4 月和 2019 年 6 月接待了来自赞

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联合代表团， 以及来自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的联合代表团。该国分享了其在

数字化普查方面的技术、后勤和管理、资源调动、制图外包以及开发数据采集应用方面的经验。 

马拉维还分别于 2019 年 1 月和 6 月接待了来自肯尼亚和纳米比亚的代表团。肯尼亚驻马拉维代

表团由政府高级官员和代表相关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组成，对政府采购 140,000 台平板电脑进行

普查的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2019 年 8 月完成普查后，肯尼亚于 2020 年 2 月接待了来

自博茨瓦纳、利比里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联合国家代表团，帮助其筹备 2021-2022 年普查。 

所有技术学习交流方案都是在来访 NSO 的帮助下提前制定的。

针对 2020 年东非和南非普查的知识和
技术转让
促进与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塞舌
尔、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在普查方面的合作

© U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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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PA ESARO 将 SSC 作为解决平板电脑需求以及增强地方数

字化普查技术能力的一个有效策略。统计局最初在 2017 年

购买了 250 台平板电脑，用于马达加斯加的制图工作。随

后在 2018 年，这些平板电脑被转移到赞比亚进行普查制图。

受到在国家之间共享平板电脑可行性的鼓舞，UNFPA ESARO

在国际发展部的资助下于 2017 年又购买了 15,000 台平板

电脑。这些平板电脑是对马拉维政府在 2018 年普查中所采

购 15,000 台平板电脑的补充。然后这些由 UNFPA 所采购的

平板电脑被转移到赞比亚进行 2020 年普查。尽管肯尼亚的

平板电脑由肯尼亚政府全资购买，但肯尼亚政府同意通过

UNFPA ESARO 促成的政府间安排将其捐赠给以下进行普查

的国家：博茨瓦纳 （5,000 台）；利比里亚 （15,000 台）；加纳 

（70,000 台）；毛里求斯 （8,000 台）。每台带附件的平板电脑

的成本约为 165 美元，通过共享实现了资源的最佳利用。

UNFPA ESARO 还利用 SSC 帮助 NSO 了解进行成功数字普查

所需的技术。例如，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于 2020

年 2 月举办了技术学习交流活动。通过与 UNFPA 肯尼亚和

UNFPA ESARO 合作，KNBS 制定了关于数字化普查规划和实

施各个阶段的信息包，并与来自博茨瓦纳、利比里亚、坦

桑尼亚和乌干达的 NSO 联合代表团的代表分享了该信息包。

在此次学习交流中，确定了 KNBS 成功完成数字化普查的关

键因素。首先，在普查前四年开始进行适当的规划工作。其

次，政府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其承担了普查预算的

99% ，约 1.85 亿美元。第三，尽管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

作且经验有限，但还是在早期做出了使用数字技术的坚定决

定。第四，本地数字技术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两所公立大学

在当地组装了140,000台平板电脑，用于收集普查数据。第五，

通过 CAPI 编程增强了内部能力。第六，在国家和地方政府

层面制定并实施了完善的招聘指南。第七，与移动电话服

务提供商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和部门建立了强有力的多部门 

合作关系，以进行数据传输以及分发和收集普查资料。

在为期五天的肯尼亚数字化普查学习交流结束时，23 名

参与者对此次学习的成果进行了匿名评估。大部分参与者

（87％）) 认为此次标杆学习的目标明确，而有类似比例的

参与者认为他们在此次学习中获得的经验将对他们的国家

有所帮助。除报告和传播（61%）、问卷设计（87％）和制

图（96％）外，所有参与者认为以下要素与他们的国家相 

关：规划和实地运营、人力资源和行政后勤，CAPI 和数据

传输以及宣传和认识提升。绝大多数（96％）参与者认为

这些材料是有用的。参与者高度评价了这次从处于不同普

查阶段的国家学习的机会，并建议在未来的学习交流中采

用类似结构。

为促进 SCC，UNFPA ESARO 正在开发一个在线门户网站，该

门户网站包含一个实践交流群，将促进普查经验的记录和

分享，包括普查数据的分析、传播和使用。

联系方式 ：

姓名：Fredrick Okwayo 先生

职务：人口数据和发展数据技术顾问

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东非和南非区域办事处

邮箱：okwayo@unfpa.org

Skype ：fred.okwayo

电话：+27609976934

姓名：Willis Odek 博士

职务：中等收入国家技术中心战略信息专家

机构：UNFPA 东非和南非区域办事处

电子邮箱：odek@unfpa.org

Skype ：dr.willis.odek

电话：+27834888440

项目名称 ：将南南合作作为 2020 年东非和南非普查知识和技术转让的模式

国家 / 地区：博茨瓦纳、布隆迪、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

卢旺达、塞舌尔、南非、南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提名方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UNFPA)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具 体 目 标 ：3.1、3.2、3.7、4.3、4.7、5.1、5.2、5.3、5.6、5.c、8.5、10.2、10.7、11.1、11.5、

11.7、11.a、11.b、13.1、17.19

支持方 ：UNFPA 东非和南非区域办事处、UNFPA 国家办事处、国际发展部、肯尼亚国家统计局 

执行实体 ：UNFPA ESARO、UNFPA 国家办事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6-2024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gxNh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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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优质教育

挑战

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和移民在 2019 年达到约 500 万人峰值，对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产生了影

响。由于委内瑞拉的局势持续动荡，将有更多人流离失所。

秘鲁表现出伟大的团结精神，目前接收了 83 万委内瑞拉人，但大规模突发性难民和移民的

流入给该国机构和收容社区带来了压力。该国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显现， 因将委内瑞拉人看

作是资源和工作的竞争者，对其的不满情绪也有所上升。此外，委内瑞拉人被认为与较高

的犯罪率有关，从而大大加剧了仇外心理和歧视。约有 10 万委内瑞拉儿童无法接受教育，

而 88.5% 从事经济活动的难民和移民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非正常难民和移民数量的增

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有关当局、国际社会和地方行为体应作出一致、全面的响应，这是向政府和收容社区提供

持续有效支持的唯一途径。

寻求解决方案

难民和移民工作组（GTRM）是秘鲁的国家协调平台。该小组与区域机构联手就在秘鲁的大

量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响应进行协调。其通过人道主义发展关系来满足

相关需求并减少风险和脆弱性。GTRM 作为国家和区域机构间协调的一个试点模式可增强成

员之间的协作和一致性，从而增强其相对优势。通过减少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员及其收容社

区的风险和脆弱性，GTRM 合作伙伴确保所有人，特别是受委内瑞拉局势影响的人，获得 

发展。

在一个由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地区，这点至关重要。

GTRM 帮助秘鲁政府解决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的需求，同时克服该国自身的发展挑战，特别

是在贫困、公共教育、卫生和非正规经济方面的挑战。GTRM 致力于确保向委内瑞拉人和收

容社区提供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鼓励充分的生

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和平与包容性社会；加强落实和

振兴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GTRM 在基多进程中得到了 11 个国家的认可，并在支持政

府在该地区开展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接收和融合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GTRM 合作伙伴

就制定和协调关于文件编制、保护、教育、卫生和融合等领域的国家和地方战略方案提供

帮助。通过南南合作，已与该区域内的其他协调平台分享了最佳实践，以传播和开发相关

领域的技能、知识和成功举措，包括创造体面就业机会和创业领域；保护女同性恋者、男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酷儿和阴阳人、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以及加强确定难民

地位的国家制度。

秘鲁对委内瑞拉局势的机构间响应
协调对在秘鲁境内的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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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通过联合国机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社

区组织和信仰组织的参与和协商，以及各方根据共同响

应计划调整各自行动，取得了里程碑式成就。因此《难

民和移民响应计划》是该区域内各国政府与人道主义和

发展行为体之间进行南南合作的产物和手段。在主题工

作组的协调和引导下，合作伙伴实现了信息共享，制定

了标准的程序，减少了工作重复，并提高了响应的有效

性和效率。来自委内瑞拉和秘鲁收容社区的 34 万多人获

得了直接紧急援助，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融合方面的

支持和保护服务。这些努力也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能力。

2020 年，由于制定了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国家和区域

平台都采用了新的部门方法。在该区域推广的新部门包

括教育、粮食安全、卫生、人道主义运输、一体化、基

于现金的多目标干预措施、非粮食项目、营养、保护、

住房和支持服务以及针对所有人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等。该部门方法可使 GTRM 合作伙伴更好地应对难

民、移民和收容社区所面临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挑战。

为确保基于证据的响应，秘鲁的响应计划以一份联合需

求分析（JNA）为基础。所有参与该分析的 GTRM 合作伙

伴将对相关需求、差距、风险和脆弱性进行探讨。JNA

纳入了所有合作伙伴的观点、能力和需求。此外，区域

项目包括建立一个区域支持空间网络，在该网络中，难民、

移民和国民社区及其组织将共同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

持。其他项目侧重于分享关于人口趋势和需求的数据和

信息，这对协调该区域内的战略至关重要。

为确保可持续性，已建立了协调机制，以促进 GTRM 与

地方和国家政府的合作，这是在秘鲁取得的一项重大成

就。在国家级别，GTRM 保持其工作与政府 “移民管理跨

部门工作组” 的一致性。在阿雷基帕、库斯科、塔克纳

和塔姆贝斯，协调机制由地方政府机构主导，由平台成

员直接提供技术支持。

GTRM 已开发了针对 2020 RMRP 的监测框架。该框架包含

一份全面的部门活动清单，且为每个部门都设定了国家

和地方级战略目标和指标。目前在实行定期监测，包括

系统性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监测框架将有助于根据战

略目标和指标来衡量工作成果。它还将有助于进一步分

析响应的有效性，识别差距并对方案进行更改，以实现

SDG。诸如 GTRM 等高效的协调结构和平台，应予以复制。

通过这些论坛，主要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和捐助方可

就创新和互补问题进行合作，还可分享相关知识和最佳

实践。这对制定成功应对特定人道主义挑战的倡议至关

重要。对于受人道主义危机以及随后社区流离失所影响

的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以及在紧急响应方面

的成功经验交流可以增强收容社区的恢复力。

联系方式 ：

姓名：Margarida Loureiro

职务：高级机构间协调官

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HCR)

邮箱：loureirm@unhcr.org

WhatsApp ：+51 978234723

项目名称 ：秘鲁对委内瑞拉局势的机构间响应

国家 / 地区 ：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提名方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HCR)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1、4.4、4.5、4.7、4.a、8.3、8.5、8.7、8.8、8.10、16.2、16.9、16.10、16.a、16.b、17.7、17.9

支持方 ：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加拿大政府、瑞典政府、欧洲公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ECHO）、丹麦政府、世界粮

食计划署（WFP）、中央应急基金、联合国艾滋病毒 /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和欧盟委员会等

执行实体 ：75 个成员，包括 14 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人

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居署（UN- 人居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42 个国家和国际非政府、学术、社区和信仰组织，1 个国家私营部门组织，4 个红十字运动以及 14 个捐助者、

大使馆和合作发展机构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8–2020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hywnCA ( 西班牙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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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优质教育

挑战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质教育系统和培训方案无法满足新需求，也无法应对在技术、

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政府与国家和国际私营公司之间的不协调对话影响了现代技术和

职业教育培训（TVET）系统的发展和可持续性。此外，私营部门与 TVET 机构之间合作不畅

也常常会阻碍他们提供满足市场需求和未来技能要求之计划和课程的能力。同时，有限的

财务投资和公司投入导致了对过时的且不会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的 TVET 系统的不信任。所

以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 TVET 对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的驱动价值，而就业、体面工作和创

业可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并支持向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过渡。

寻求解决方案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7，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公共、私营和发展伙伴

联手开展了培训中心的设计和推广，以通过学习和知识开发设施（LKDF）来填补发展中国

家的技能空白。通过创新的培训和课程，年轻学生可掌握以需求为导向的未来技能，从而

抓住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机会（关于优质教育的 SDG 4和关于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 SDG 9 ）。

迄今为止，UNIDO 已与 40 多个合作伙伴合联手在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利比里亚、摩洛哥、

乌拉圭和赞比亚建立并升级了约 15 个培训中心，每个 TVET 中心每年约培训 100-500 名学生

以及 20-100 名培训师。由于这些项目的实施，女性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部门的比例达到了

35％，60％ 的学员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通过公私发展伙伴关系，UNIDO 及其合作伙伴 1 联手制定课程，并联手建立、维持和升级

培训中心。各国政府获得了在评估其 TVET 系统，识别财务和人力资源能力要求以及与私营

部门的联系和差距方面的援助。从公共和私人捐助者收到的捐款被用于提供符合国际标准

和市场需求的培训服务。通过与政府联系，私营公司可了解当地情况以及提高其业务效率、

效力和安全性所需的技能。此外，学生可获得所需的技能，并了解工作内容以及工作前准备。

其中一个示例是埃塞俄比亚的 MISALE 项目 2。2017 年，在埃塞俄比亚开办了商用车驾驶

员培训学院，以创造商用车驾驶领域的就业机会，并解决运输企业技术工人短缺问题。

该培训学院的培训期限为 5 年，每年有 40 名正式学员。该学院还为来自不同公司的约

480 名驾驶员提供短期模块化培训。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根据各自的需求制定课程， 

 

1 有关LKDF合作伙伴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lkdfacility.org/partners/

2 有关MISALE的其他信息，请访问 https://lkdfacility.org/misale-ethiopia/

学习与知识发展设施

使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掌握受需求驱动的工业技能和知识

© UN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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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为培训师和学生制定相关法规并提供认证服务。

与其他学校分享合作模式和经验，特别是在管理方面的

经验，有助于提高埃塞俄比亚 TVET 的质量。

LKDF 通过收集、存储和分析学员的数据进行系统性监测

和评估，并对结果进行跟踪。该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

LKDF 与方案之间的信息共享。后者提交半年度报告和中

期评估，并衡量投资回报率。LKDF 负责项目和国家基准

报告、实地考察报告以及中期和最终评估。其评估方案

的规模以及其在基于结果的学习和知识发展方面的可持

续性，以衡量方案对减少青年失业的贡献。该设施还提

供相关透明数据，以证明方案的成本效益以及向其他国

家或地区进行扩展的合理性。

LKDF 的知识共享机构帮助确保知识和优秀实践的可扩展

性以及跨国转让。例如，与沃尔沃（Volvo）联手在摩洛

哥开办的重型设备和商用车学院可将来自科特迪瓦、摩

洛哥和塞内加尔的 600 名学生纳入其培训方案。UNIDO

在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对应机构就学生的招收问题同

当地私营部门进行协调。合作伙伴提供综合性职业支持

服务，以帮助学员更好地确定职业目标，并为毕业生提

供就业支持。该学院帮助 500 多名学生在超过 62 家公司

获得了实习机会。

UNIDO 还改善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林业和木材工业

教育方面的区域合作，从而促进了绿色就业以及可持续

森林管理和利用。在南非开展试点培训项目的目的是在

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对此类项目进行复制。

其他项目，如赞比亚工业培训学院（ZAMITA）和摩洛哥

的 H20 马格里布培训中心等，依靠创新来提高培训效果

和竞争优势。ZAMITA 采用最新发动机技术和欧 6 排放卡

车模拟器。其还使用数字化教学工具来确保适当的能力

水平。该项目提高了运输和重型设备领域 450 名学生的

就业能力，特别是女性和弱势群体。该合作方式提高了

私营部门的参与度，另有六家合作伙伴已就熟练工人的

提供与职业服务中心签订了谅解备忘录。鉴于该学院的

成功，在利比里亚开发了一个类似项目。同样，H20 马

格里布项目的课程通过采用虚拟现实和自动化技术将理

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H20 马格里布项目提供水

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满足市政、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复

杂需求。该项目现已进入第二阶段，并计划在马格里布

全区进行复制。

联系方式 ：

姓名：Riccardo Savigliano 先生

职务：农业企业发展部农业工业和技能发展司司长

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邮箱：r.savigliano@unido.org

项目名称 ：学习与知识发展设施 (LKDF)

国家 / 地区 ：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利比里亚、摩洛哥、乌干达、乌拉圭、赞比亚

提名方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4.3、4.4、4.5、4.6、4.7、4.8、4.10、5.8、8.2、8.5、8.6、9.1、9.4、9.6、9.8、17.6、

17.7、17.8、17.9、17.16、17.17、17.18、17.19

支持方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

执行实体 ：UNIDO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2-2025 年

实践网址 ：www.lkdfacil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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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优质教育零饥饿

挑战

2016 年，非洲联盟（AU）委员会启动了一项非洲大陆教育战略（CESA）。《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和《2063 年非洲联盟议程》 都呼吁在非洲开展教育和技术革命。作为回应，CESA

要求改变非洲大陆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方式。学校供餐是实施 CESA 的一个核心支柱，因为此

类方案可提高入学率和保留率，并可通过健康投入来促进学习。自提出 CESA 以来，世界粮

食计划署（WFP）与非洲联盟联手支持将学校供餐纳入该战略。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WFP 办事处和 WFP 巴西卓越中心（CoE 巴西）制定了一系列手段、框架和文件，使学校供

餐成为 CESA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产品在 2020 年被全部提交给非洲联盟，目前由非洲

联盟全权负责其推进工作。

寻求解决方案

CESA 于 2016 年启动，由非洲联盟人力资源、科学和技术部（HRST）负责。在制定该战略时，

由于与巴西进行了关于知识交流的南南合作，非洲联盟和 WFP 启动了关于大陆学校供餐的

新政策。HRST 请求非洲联盟领导人将学校供餐纳入该战略。在启动该战略后，2016 年通过

了一项关于正式将学校供餐确定为 CESA 优先支柱的补充决定。

在此项决定中，HRST 呼吁 WFP CoE 巴西和 WFP 非洲办事处通过非洲联盟正式公共网络为学

校供餐设计多部门伙伴关系。为完成该任务，WFP 非洲办事处和 WFP CoE 巴西与巴西政府

和非洲联盟委员会联手设计并交付了三项成果：为大陆学校供餐群组设计的工具、非洲联

盟关于学校供餐的研究以及监测和评估框架。多国和多部门群组目前受非洲联盟管理。群

组成员包括非洲联盟、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 (UNESCO)，以及来自非洲联盟成员国教育和农业部的代表。此轮 SSTC 交流工具已于

2020 年移交给非洲联盟，以促进非洲联盟对其的主导权。

尽管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仍应重视 SSTC 在确立学校供餐在 CESA 中优先地位中

的作用。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WFP CoE 巴西接待了来自非洲联盟成员国的多个代表

团，并在非洲组织了区域和国际活动，以促进关于学校供餐与农村发展之间联系的讨论。

在 WFP 非洲办事处和 WFP CoE 巴西在南非和卢旺达举行的全球活动中就使学校供餐成为大

陆优先事项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对话和倡导工作后，AU HRST 在 2015 年派出了非洲国家的

非洲联盟工作人员和部长代表团前往巴西学习学校供餐经验。他们与巴西合作局和巴西教

育发展基金会交换了关于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教育发展的战略和方案。

支持促进实现食品和营养安全政策区域
自主权的大陆网络
落实非洲联盟做出的在多部门和多国协调小组中将学校供餐与农村发展联系起
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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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巴西进行 SSTC 交流后并在 WFP 非洲办事处的大力

倡导下，2016 年开始讨论将学校供餐纳入 CESA。在 WFP 

CoE 巴西的政策支持下， 非洲联盟也将学校供餐当作促进

教育和当地经济以及小农农业的机会。该决定的交付成

果也启发了其他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南亚。3 月 1 日

被指定为非洲学校供餐日，且成立了非洲专家多学科委

员会以促进该议程的实施。此外，2016 年，一些国家建

立了泛非洲学校供餐网络（REPANS）和一个在线知识平台。

作为该决定的一部分，非洲联盟呼吁 WFP CoE 巴西和

WFP 非洲办事处研究学校供餐对非洲联盟国家的包容性

优质教育的影响以及对各部门的促进作用。此项研究为

学校供餐建立了一个以系统方法运行的概念框架，并向

多利益相关方委员会提出了建议。

2017 年，非洲联盟创建了主题群组，以实施特定 CESA

目标。在每个群组中，利益相关方可以访问关于学校供

餐计划的设计和实施信息。在该结构下，WFP 致力于将

REPANS 和多部门委员会合并为一个群组。CESA 学校供

餐群组于 2017 年正式启动，群组成员任命了一个协调小

组来管理工作，以提高协同作用、效率和效益。2018 年，

WFP CoE 巴西和 WFP 非洲办事处设计了所有支持文件，

以通过磋商程序组织各群组的活动。

这些文件于 2019 年第三个非洲学校供餐日被移交给非洲

联盟。这些文件为群组行动提供指导，并被用于制定战

略和运营计划，以在2023年之前实现CESA的愿景和使命。

可基于该经验和方法并通过区域组织拥有的正式网络建

立有效的公共多部门伙伴关系。为复制该经验，需要提

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认识，且必须指定负责相关流

程和系统的区域组织。

联系方式 ：

姓名：Sharon Freitas 女士 

职务：方案负责人 

机构：世界粮食规划署（WFP）巴西办事处

电子邮箱：sharon.freitas@wfp.org 

姓名：Bruno Magalhaes 先生 

职务：南南和三方合作（SSTC）联络点 

机构：WFP 巴西办事处

电子邮箱：bruno.magalhaes@wfp.org 

项目名称 ：非洲联盟本地学校供餐网络

国家 / 地区 ：非洲联盟成员国、巴西

提名方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巴西反饥饿卓越中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3、4.1、17.14、17.15、17.16、17.17

支持方 ：WFP 非洲办事处、非洲联盟委员会、巴西合作署（ABC）、巴西教育发展基金（FNDE）、WFP巴西办事处 

执行实体 ：非洲联盟人力资源和科技司 

项目状态 ：已完成

项目周期 ：2015–2020 年

实践网址 ：edu-au.org/cesa/ 和 https://bit.ly/2El6v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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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优质教育零饥饿

挑战

在巴西世界粮食计划署卓越中心（WFP CoE 巴西），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SSTC）的方式。在新冠病毒（COVID-19）所造成的限制下，数字化工具促进了巴西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创新交流。为促进 SSTC 在支持扩大国家学校供餐方案方面的可持续

性，WFP CoE 巴西一直在与尼泊尔和冈比亚尝试远程援助。自 2017 年以来，WFP CoE 巴西

一直在向 WFP 驻尼泊尔国家办事处提供支持，帮助其制定必要的评估、规划和技术框架，

以扩大国家学校供餐试点方案。自 2019 年以来，WFP CoE 巴西一直支持冈比亚建立学校供

餐方案与国家农业部门的联系，并支持其申请国际资金以资助小农户的粮食生产和市场准

入。根据从两国获得的经验，WFP CoE 巴西将提供的远程援助转变为更大规模的被称为 “虚

拟交流” 的援助方案。

寻求解决方案

这种数字化的转变使 WFP CoE 巴西能够通过 SSTC 来促进技术和咨询服务、伙伴关系、宣传

和知识服务， 而无需频繁地进行航空旅行、部署或执行临时任务。

尼泊尔是第一个从 SSTC 倡议中受益的国家。2017 年，WFP CoE 巴西通过虚拟会议和网络研

讨会分享了巴西在本地学校供餐方面的经验，以支持尼泊尔国家办事处评估基于现金的校

餐试点方案以及补充营养品敏感素质教育。WFP 巴西还为 WFP 尼泊尔设计了远程技术支持

一揽子方案，包括分享关于学校菜单设计以及召开关于学校供餐方案筹资机制的电话会议

的知识。即将交付的成果包括远程参加活动、讲习班和研讨会以及最终国内任务。

基于从尼泊尔获得的经验，WFP CoE 巴西开发了 “虚拟交流” 方法的原型。该中心设计了可

根据要求量身定制的服务菜单，方案内容则包括知识管理和技术援助。信息库包括全球专

业知识以及巴西在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社会保护方面的宝贵经验。为分享这些知识，WFP 

CoE 巴西设计了四个系列的刊物，一个直接的远程技术支持渠道以及一套学习工具，这些

都可以在其网站上找到。

“虚拟交流” 可促进远程协助，支持优质供餐方案的设计、实施和交付，并可促进国家战略

计划下的实地行动。该方法利用 WFP CoE 巴西作为知识中心的作用和经验，提供数据知情

和基于知识的远程援助。该方法对需求进行了界定，并设计了用于远程技术支持和成果交

付的一整套方案。交流形式包括通过出版物分享知识、电话会议、审查有关文件、特定国

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支持亚洲和非洲的
发展项目和资源调动
利用数字化技术改善南南和三方合作、技术援助和经验，克服停滞的财政资源
以促进发展

© W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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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在线会议、能力建设培训和录像、远程参加任务、

活动、讲习班和研讨会，以及面对面活动（如有此类需

求和可用的国家资金）。

在 2018 年至 2019 年之间，WFP CoE 巴西提议 WFP 驻冈

比亚国家办事处参加一些 “虚拟交流”。WFP 巴西、WFP

驻冈比亚国家办事处和冈比亚政府为本土学校供餐多部

门工作组提供了支持，该工作组力求加强农业部门与该

国现有学校供餐方案模式之间的联系。WFP 巴西和 WFP

国家办事处目前正在筹备多个资源调动项目，涉及国际

资金 1000 多万美元，以通过南南合作和性别敏感方法，

对能力建设和小农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在冈比亚，进

行航空旅行仍然是必要的，但鉴于该项目的规模，实际

部署已大大减少。

因为 WFP 驻冈比亚国家办事处负责就该方案的各个方面

与政府进行协调，所以可采用这一可持续方法。国家办

事处是一个将 WFP CoE 巴西与国家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

的切入点。通过 SSTC，WFP 巴西为 WFP 国家办事处提

供关于能力建设的知识以及宣传和技术咨询服务，以更

好地向政府提供支持，特别是在资源调动方面。联合国

人口基金冈比亚国家办事处通过提供关于性别敏感方法

的知识和政策建议为 WFP 班珠尔办事处提供性别与健康 

方面的支持。活动包括高级别会议、网络研讨会以及项

目和出版物的远程开发。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亲临现

场，双方人员在产品设计和交付方面更具灵活性；在项

目提交截止日期之前，只举行了三次此类会议。

这两项 SSTC 倡议的成果促进了战略规划和融资、利益相

关方计划的设计和交付、小农农业的市场准入以及非国

家行为主体的参与。此种数字化转型旨在寻求支持政府、

地方行为主体、非政府组织以及 WFP 总部和总部外办事

处的新方式。对于寻求全面、适应性强、灵活且价格便

宜的支持方案的国家而言，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持续产生

影响之时，远程协助将是这些国家的一个关键选项。

联系方式 ：

姓名：Sharon Freitas 女士 

职务：方案负责人 

机构：世界粮食规划署（WFP）巴西办事处

电子邮箱：sharon.freitas@wfp.org

姓名：Bruno Magalhaes 先生 

职务：南南和三方合作（SSTC）联络点 

机构：WFP 巴西办事处

电子邮箱：bruno.magalhaes@wfp.org

项目名称 ：WFP CoE 巴西虚拟交流 

国家 / 地区 ：巴西、冈比亚、尼泊尔 

提名方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巴西反饥饿卓越中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2.1、2.3、4.1、17.14、17.15、17.16、17.17

支持方 ：巴西合作署（ABC）、巴西教育发展基金（FNDE）、WFP CoE 巴西、WFP 驻冈比亚国家办事处

执行实体 ：WFP、非洲开发银行、WFP 驻冈比亚国家办事处、冈比亚政府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5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3llsO4N 和 https://bit.ly/2EvBe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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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挑战

2010 年，因有害微生物、化学物质、金属和其他污染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导致东南亚地区

约 175,000 人死亡。仅在印度，医药方面每年就要花费 28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无法达到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所制定的国际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食

品安全监测和管理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国内食品供应的不安全，也可能引起国际食品贸易

问题。在南亚，精通食典标准和惯例的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通常对从尼泊尔和不丹进口

的生姜、茶和其他食品进行隔离，并拒绝接受这些国家食品安全实验室的调查结果。这导

致三个国家食品安全当局之间的严重不信任和缺乏沟通。

寻求解决方案

食典或食品法典汇集了用以建立健全的国家食品控制体系的国际通用食品标准。所有成员

国均有责任制定和更新食典标准和准则，以确保人们的饮食健康和食品安全。但在中低收

入国家，食品安全和食典活动并没有得到重视，且缺乏投资。

食典信托基金（CTF）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旨

在支持成员国建立强大的且可持续的参与食典活动的能力。食典信托基金为中低收入国家

提供了资金窗口，以通过个人或团体申请来支持国家和国家间食典活动。不丹、印度和尼

泊尔使用 FAO/WHO 国家食典方案状态诊断工具对其食典能力进行诊断，以识别差距和需要

改进的重点领域。这些国家采用国家协商程序来编制申请。通过与 FAO 合作，WHO 促进了

各国在申请过程中的协调。印度作为三个国家的代表通过在线系统提交了项目建议。该项

目的目标是通过吸引所有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食典活动和标准制定，加强国家食典结构并

提高国家专家在促进食典和次区域合作方面的科技能力。通过该战略和创新方法，三个在

经济上相互依存并相互开展跨境贸易的友好邻国被团结在一起。该项目为他们提供了通过

双边和多边活动建立信任、信心和相互理解的机会，以推进区域食典标准的制定和协调。

这三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当局须就团体申请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WHO 在促进复杂项目的开

发和实施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从一开始，它就与 WHO 国家办事处一起为提交团体申请提供

技术支持。此外，它还通过其办公室提供了项目实施资金。这是 CTF 批准的第一个全球级

多国项目，也是旨在促进亚洲南南合作的第一个 CTF 项目。该项目将通过国家间合作进一

步加强参与国的国家食典活动，同时将重点放在制定食典标准这一共同目标上。CTF、WHO

和参与国为该项目共拨款 464,120 美元，而团体申请的未来范围将取决于该项目的成功情况。

因此，WHO 一直在提供技术支持并与总部和伙伴机构协调。

食典信托基金

通过南南合作增强各国改善食品安全的能力

©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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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洲食典区域的许多国家将从 CTF 的支持中受益，

但仍有几个国家未能制定并提交健全的申请。在 2019 年

9 月于印度果阿举行的亚洲食典委员会会议上组织了一

次关于 CTF 的会外活动，以帮助成员国更好地了解申请

流程以及成功申请所具备的特征。不丹、印度和尼泊尔

分享了他们在准备团体申请中的经验，关于如何获得更

好申请结果的建议，以及集体项目的进展。由于该项目

的设施，各国进行了知识和实践转让，以加强南南技术

合作。在 FAO 和 WHO 的协助下，缅甸代表柬埔寨、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提交了团体申请。在 FAO 的协

同下，WHO 推动各成员国参加了 2019 年召开的亚洲食

典委员会会议和国际食品安全会议。

通过帮助创建一个可持续平台，该项目可促进这三个国

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

本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这三个国家在此项工作中都拥

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联系方式 ：

姓名：Gyanendra Gongal 博士

职务：食品安全区域顾问

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电子邮箱：gongalg@who.int

Skype ：gn_gongal

项目名称 ：食典信托基金 

国家 / 地区 ：不丹、印度、尼泊尔

提名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小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9

支持方 ：FAO/WHO 法典信托基金

执行实体 ：不丹、印度和尼泊尔的国家食品安全局

项目状态 ：正在进行

项目周期 ：2019-2021 年

实践网址 ：https://bit.ly/2YQXS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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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陆地生物水下生物气候行动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减少不平等产业、创新和基础
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性别平等优质教育

良好健康与
福祉

零饥饿无贫穷

1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附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清单1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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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
贫困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
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
进可持续农业

具体目标

2.1    到 2030 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

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

的食物。

2.2    到 2030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到 2025 

年实现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问题相关国际

目标，解决青春期少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

人的营养需求。

2.3    到 2030 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

者，特别是妇女、土著居民、农户、牧民和渔民的

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

生产资源和要素、知识、金融服务、市场以及增值

和非农就业机会。

2.4    到 2030 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并执行具

有抗灾能力的农作方法，以提高生产力和产量，帮

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

干旱、洪涝和其他灾害的能力，逐步改善土地和土

壤质量。

2.5    到 2020 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管理

得当、多样化的种子和植物库，保持种子、种植作

物、养殖和驯养的动物及与之相关的野生物种的遗

传多样性；根据国际商定原则获取及公正、公平地

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

2.a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

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技术开发、植物和牲畜基因

库的投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的农业生产能力。

2.b    根据多哈发展回合授权，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

上的贸易限制和扭曲，包括同时取消一切形式的农

业出口补贴和具有相同作用的所有出口措施。

2.c    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工具正常发

挥作用，确保及时获取包括粮食储备量在内的市场

信息，限制粮价剧烈波动。

具体目标

1.1    到 2030 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极端

贫困目前的衡量标准是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 1.25 美

元。

1.2    到 2030 年，按各国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

各年龄段男女和儿童至少减半。

1.3    执行适合本国国情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

括最低标准，到 2030 年在较大程度上覆盖穷人和弱

势群体。

1.4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

体，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本服

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

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包

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1.5    到 2030 年，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

降低其遭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

冲击和灾害的概率和易受影响程度。

1.a    确保从各种来源，包括通过加强发展合作充分调集

资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充

足、可预见的手段以执行相关计划和政策，消除一

切形式的贫困。

1.b    根据惠及贫困人口和顾及性别平等问题的发展战

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制定合理的政策框

架，支持加快对消贫行动的投资。

无贫穷 零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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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
祉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
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
学习机会

具体目标

4.1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

的中小学教育，并取得相关和有效的学习成果。

4.2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童获得优质儿童早期发

展、看护和学前教育，为他们接受初级教育做好准

备。

4.3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

技术、职业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

4.4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

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

年人数。

4.5    到 2030 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确保残疾人、

土著居民和处境脆弱儿童等弱势群体平等获得各级

教育和职业培训。

4.6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青年和大部分成年男女具有识

字和计算能力。

4.7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从事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

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

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教

育、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

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4.a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

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无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

习环境。

4.b    到 2020 年，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发达国家和部分

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的高等教育奖学

金数量，包括职业培训和信息通信技术、技术、工

程、科学项目的奖学金。

4.c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合格教师人数，具体做法包括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开展师资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

具体目标

3.1    到 2030 年，全球孕产妇每 10 万例活产的死亡率降至 

70 人以下。

3.2    到 2030 年，消除新生儿和 5 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

亡，各国争取将新生儿每 1,000 例活产的死亡率至少

降至 12 例，5 岁以下儿童每 1,000 例活产的死亡率至

少降至 25 例。

3.3    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

热带疾病等流行病，抗击肝炎、水传播疾病和其他传

染病。

3.4    到 2030 年，通过预防、治疗及促进身心健康，将非

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

3.5    加强对滥用药物包括滥用麻醉药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

预防和治疗。

3.6    到  2 0 2 0  年，全球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 

减半。

3.7    到 2030 年，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

包括计划生育、信息获取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

家战略和方案。

3.8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经济风险保护，人人享

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

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3.9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

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3.a    酌情在所有国家加强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

3.b    支持研发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

的疫苗和药品，根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的规定，提供负担得

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多哈宣言》确认发展中国家

有权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关于

采用变通办法保护公众健康，尤其是让所有人获得药

品的条款。

3.c    大幅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筹资，增加其卫生工作者的招聘、

培养、培训和留用。

3.d    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减少风险，以

及管理国家和全球健康风险的能力。

良好健康与
福祉

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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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
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
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
管理

具体目标

6.1    到 2030 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

饮用水。

6.2    到 2030 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

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6.3    到 2030 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减少污染，消

除倾倒废物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

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例减半，大幅增加

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6.4    到 2030 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

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缺

水人数。

6.5    到 2030 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

开展跨境合作。

6.6    到 2020 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

山地、森林、湿地、河流、地下含水层和湖泊。

6.a    到 2030 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和

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它们开展与水和卫生有关的活

动和方案，包括雨水采集、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

率、废水处理、水回收和再利用技术。

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生管理。

具体目标

5.1    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

5.2    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

力行为，包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

5.3    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

5.4    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

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在家庭内

部提倡责任共担。

5.5    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

的决策，并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

会。

5.6    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

动纲领》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确保普遍

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5.a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

源的权利，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

权和控制权，获取金融服务、遗产和自然资源。

5.b    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

女权能。

5.c    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立法，促进性

别平等，在各级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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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
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
代能源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
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
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
得体面工作

具体目标

7.1    到 2030 年，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

现代能源服务。

7.2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

的比例。

7.3     到 2030 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

7.a    到 2030年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

究和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进和更

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并促进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清

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7.b    到 2030 年，增建基础设施并进行技术升级，以便根

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各自的支持方案，为所有

人提供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

具体目标

8.1     根据各国国情维持人均经济增长，特别是将最不发达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至少维持在 7%。

8.2     通过多样化经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包括重点发展 

高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

产力。

8.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

业、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创新；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

业通过获取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8.4     到 2030 年，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产的资源使用效

率，按照《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方案十年框架》，

努力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发达国家应在上述

工作中做出表率。

8.5    到 2030 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疾人实现充分

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做到同工同酬。

8.6     到 2020 年，大幅减少未就业和未受教育或培训的青

年人比例。

8.7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强制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

卖人口，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使用童工，包括

招募和利用童兵，到 2025 年终止一切形式的使用童

工。

8.8     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人，特

别是女性移民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

的工作环境。

8.9     到 2030 年，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

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

8.10  加强国内金融机构的能力，鼓励并扩大全民获得银

行、保险和金融服务的机会。

8.a        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促贸

援助支持，包括通过《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技术

援助的强化综合框架》提供上述支持。

8.b    到 2020 年，拟定和实施青年就业全球战略，并执行

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契约》。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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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
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
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
创新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不平等

具体目标

10.1    到 2030 年，逐步实现和维持最底层 40% 人口的收

入增长，并确保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2    到 2030 年，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

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疾

与否、种族、民族、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

其他任何区别。

10.3    确保机会均等，减少结果不平等现象，包括取消歧

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推动与上述努力相关的适

当立法、政策和行动。

10.4    采取政策，特别是财政、薪资和社会保障政策，逐

步实现更大的平等。

10.5    改善对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测，并

加强上述监管措施的执行。

10.6    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过程中

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建立更加有效、可

信、负责和合法的机构。

10.7    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和人口流动，

包括执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完善的移民政策。

10.a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议，落实对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10.b    鼓励根据最需要帮助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的国家计划和方案，向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资

金，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10.c    到 2030 年，将移民汇款手续费减至 3% 以下，取消

费用高于 5% 的侨汇渠道。

具体目标

9.1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

设施，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

和提升人类福祉，重点是人人可负担得起并公平利

用上述基础设施。

9.2    促进包容可持续工业化，到 2030 年，根据各国国

情，大幅提高工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

例，使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翻番。

9.3    增加小型工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

些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包括负担得起的信贷的机

会，将上述企业纳入价值链和市场。

9.4    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升级

基础设施，改进工业以提升其可持续性，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更多采用清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

9.5    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

提升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 2030 年，鼓励创

新，大幅增加每 100 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

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9.a    向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技能支

持，以促进其开发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基础 

设施。

9.b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与创新，包

括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实现工业多样化，增加

商品附加值。

9.c     大幅提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度，力争到 2020 年 

在最不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普遍提供因特网 

服务。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减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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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
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
和人类住区

确保采用可持续的消费
和生产模式

具体目标

12.1     各国在照顾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

落实《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发

达国家在此方面要做出表率。

12.2    到  2030 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高效 

利用。

12.3    到 2030 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

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

获后的损失。

12.4    到 2020 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

所有废物在整个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幅

减少它们排入大气以及渗漏到水和土壤的机率，尽

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12.5    到 2030 年，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大

幅减少废物的产生。

12.6    鼓励各个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采用可

持续的做法，并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各自报告周

期。

12.7    根据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推行可持续的公共采购

做法。

12.8    到 2030 年，确保各国人民都能获取关于可持续发

展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并具有上述意

识。

12.a    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和技术能力，采用更可持

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12.b    开发和利用各种工具，监测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

地方文化和产品的可持续旅游业对促进可持续发展

产生的影响。

12.c    对鼓励浪费性消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进行合理化

调整，为此，应根据各国国情消除市场扭曲，包括

调整税收结构，逐步取消有害补贴以反映其环境影

响，同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和情况，

尽可能减少对其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注意保

护穷人和受影响社区。

具体目标 

11.1    到 2030 年，确保人人获得适当、安全和负担得起

的住房和基本服务，并改造贫民窟。

11.2    到 2030 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起的、易

于利用、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善道路安全，

特别是扩大公共交通，要特别关注处境脆弱者、 

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11.3    到 2030 年，在所有国家加强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

建设，加强参与性、综合性、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

划和管理能力。

11.4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11.5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灾害造

成的死亡人数和受灾人数，大幅减少上述灾害造成

的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直接经济损失，重点

保护穷人和处境脆弱群体。

11.6    到 2030 年，减少城市的人均负面环境影响，包括

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和其他废物管理等。

11.7    到 2030 年，向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

人和残疾人，普遍提供安全、包容、便利、绿色的

公共空间。

11.a    通过加强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支持在城市、近

郊和农村地区之间建立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联系。

11.b    到 2020 年，大幅增加采取和实施综合政策和计划

以构建包容、资源使用效率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具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城市和人类住区数量，并

根据《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在各

级建立和实施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

11.c    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

地取材，建造可持续的、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建筑。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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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具体目标

13.1    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气候相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

能力。

13.2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 

规划。

13.3     加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等

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加强人员和机构在此方面的能

力。

13.a    发达国家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

承诺，即到 2020 年每年从各种渠道共同筹资 1000 

亿美元，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帮助其切实开展

减缓行动，提高履约的透明度，并尽快向绿色气候

基金注资，使其全面投入运行。

13.b     促进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增强

能力的机制，帮助其进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效规

划和管理，包括重点关注妇女、青年、地方社区和

边缘化社区。

*  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通过谈判达成应对

气候变化全球对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

具体目标

14.1    到 2025 年，预防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特别

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营

养盐污染。

14.2     到 2020 年，通过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等方式，可持

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

负面影响，并采取行动帮助它们恢复原状，使海洋

保持健康，物产丰富。

14.3    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方式，减少和应对海

洋酸化的影响。

14.4     到 2020 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

做法，执行科学的管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使鱼群量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允许的能产生

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4.5    到 2020 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

佳科学资料，保护至少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14.6    到 2020 年，禁止某些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捞的

渔业补贴，取消助长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

动的补贴，避免出台新的这类补贴，同时承认给予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有效的特殊和差

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14.7    到 2030 年，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通过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获得的经济收益，包括

可持续地管理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

14.a    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

则》，增加科学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

术，以便改善海洋的健康，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对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发展的贡献。

14.b    向小规模个体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机会。

14.c    按照《我们希望的未来》第 158 段所述，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

及其资源的国际法律框架，加强海洋和海洋资源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气候行动 水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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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
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
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
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
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
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
机构

具体目标

16.1     在全球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相关的死亡

率。

16.2    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以及一切形式的

暴力和酷刑。

16.3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法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

诉诸司法的机会。

16.4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

追赃和被盗资产返还力度，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

犯罪。

16.5     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

16.6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

16.7     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

代表性。

16.8    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

16.9      到 2030 年，为所有人提供法律身份，包括出生登

记。

16.10  根据国家立法和国际协议，确保公众获得各种信

息，保障基本自由。

16.a    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强相关国家机制，在各

层级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预

防暴力，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

16.b     推动和实施非歧视性法律和政策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具体目标

15.1    到 2020 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护、恢

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

务，特别是森林、湿地、山麓和旱地。

15.2     到  2020 年，推动对所有类型森林进行可持续管

理，停止毁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大幅增加全球植

树造林和重新造林。

15.3    到  2030 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

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努力

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

15.4     到 2030 年，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其生物多样

性，以便加强山地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其能够带来

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益处。

15.5    采取紧急重大行动来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遏

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到 2020 年，保护受威胁物

种，防止其灭绝。

15.6     根据国际共识，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

生的利益，促进适当获取这类资源。

15.7    采取紧急行动，终止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的动植物物

种，处理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求问题。

15.8     到 2020 年，采取措施防止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并大

幅减少其对土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或消

灭其中的重点物种。

15.9     到 2020 年，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纳入

国家和地方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和核算。

15.a     从各种渠道动员并大幅增加财政资源，以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15.b     从各种渠道大幅动员资源，从各个层级为可持续森

林管理提供资金支持，并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可持续

森林管理，包括保护森林和重新造林，提供充足的

激励措施。

15.c     在全球加大支持力度，打击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物

种，包括增加地方社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机会。

陆地生物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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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
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具体目标

筹资

17.1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等方式，以改善

国内征税和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力，加强筹集国内 

资源。

17.2    发达国家全面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许多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 

0.7% 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占

比 0.15% 至 0.2% 援助的承诺；鼓励官方发展援助

方设定目标，将占国民总收入至少 0.2% 的官方发

展援助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

17.3    从多渠道筹集额外财政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

17.4    通过政策协调，酌情推动债务融资、债务减免和债

务重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债务可持续

性，处理重债穷国的外债问题以减轻其债务压力。

17.5      采用和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制度。

技术

17.6    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

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

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包括加强现有机制间的协

调，特别是在联合国层面加强协调，以及通过一个

全球技术促进机制加强协调。

17.7    以优惠条件，包括彼此商定的减让和特惠条件，促

进发展中国家开发以及向其转让、传播和推广环境

友好型的技术。

17.8    促成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库和科学、技术和创新能

力建设机制到 2017 年全面投入运行，加强促成科

技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

能力建设

17.9    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

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以支持各国落实各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包括通过开展南北

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贸易

17.10   通过完成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等方式，推动在世界

贸易组织下建立一个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

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

17.11   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尤其是到 2020 年使

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出口中的比例翻番。

17.12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决定，及时实现所有最不

发达国家的产品永久免关税和免配额进入市场，包

括确保对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原产地优惠规

则是简单、透明和有利于市场准入的。

系统性问题

政策和机制的一致性

17.13   加强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包括为此加强政策协调

和政策一致性。

17.14   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

17.15   尊重每个国家制定和执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

政策的政策空间和领导作用。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17.16   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多利益攸关方

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

术和财政资源，以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7   借鉴伙伴关系的经验和筹资战略，鼓励和推动建

立有效的公共、公私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

数据、监测和问责

17.18   到 2020 年，加强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大

幅增加获得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民族、

移徙情况、残疾情况、地理位置和各国国情有关

的其他特征分类的高质量、及时和可靠的数据。

17.19   到 2030 年，借鉴现有各项倡议，制定衡量可持续

发展进展的计量方法，作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补

充，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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