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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认知资本对中国儿童可能意味着什么?
Douglas J. Noble, Kathryn Martin, Lisa Qin, Pia Britto, Margo O’Sullivan, Jillian Popkins, 
Ron Pouwels, Robert W. Scherpbier, Rana Flowers

这是一份原创的、具有开拓性的报告；鉴于其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循证联系，它极有可能被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在全球借鉴使用、

并产生影响。正如外部专家组所指出的，通过建

立框架，将多领域举措整合为一套综合方法，从

而促进在中国和国际层面形成政策和规划，这项

“基于培育性照护提出的儿童早期发展行动具有

着坚实的基础，且在认知资本领域的投入回报可

能会为中国和其他新兴中等收入国家带来显著改

变”。同时， 内部专家组还强调了该文章有力的

构思与和清晰的表述。

从出生到5岁，儿童的大脑将迅速发育，这一阶

段将为他们智力的发展、对知识获取与理解能力

的形成、信念和心态的形成以及决策能力的培养

奠定重要的基础。由此看来，在儿童早期阶段所

进行的，对包括营养、卫生、教育、儿童保护和

社会福利体系等方面的干预，都有助于促进大脑

发育，这代表着为人类潜能而做出的投资，且将

在未来几十年内产生回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针

对全球在儿童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这为中国建立“认知资本”这一范式提供了令人信

服的论述——投资于儿童早期能够在未来产生经

济红利。

之所以进行本次综述，是为了支持中国政府应对

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时，所面

临的各项挑战，包括不公平现象、经济增速减缓

和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人员对相

关证据进行了回顾，涉及儿童早期干预措施的价

值以及近期出现的认知资本概念；以此为基础，

研究人员提出了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提高每个

人对经济和国家福祉所能够做出的贡献。 相关研

究发现和对下一步的建议，影响了政府在儿童发

展领域不断出台完善相关举措，使其更加紧密地

与国家社会经济中长期规划结合在了一起。

编者观点

对儿童早期
进行投资
能够为中国
带来哪些红利？

本文摘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年最佳研究》



 

  

  

 

 

中国在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今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许多国家一

样，中国也面临着一项挑战，那就是在受抚养老

龄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在保持增长的同时

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现象对儿

童造成了严重影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证实，在较高的人口抚养

比这一背景下，中国十分有必要将对儿童进行的

投资作为优先政策议题，才能够通过建立高效率

的劳动力队伍来实现增长目标。要做到这一点，

关键在于通过对大脑发育进行投资而积累认知资

本。通过在早期对儿童进行培育，政府可以储备

一系列认知资产（例如系统思维能力）；在这些

儿童长大成人后，整个社会都能够从中受益。换

言之，得到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照料的儿童将能

够成长为更聪慧、更具劳动生产力的社会成员。

通过对相关干预措施进行投资，从而使儿童大脑

得到充分发育、实现儿童权利，进而推动未来经

济增长。

在儿童早期，认知资本能够得到最高效发展；这

一理念与生命初期大脑神经元的惊人发展速度有

关。 此外，大脑发育速度如此之快，它将在幼儿

三至六岁间，达到其最终重量的90％。

这意味着对大脑发育进行优化的机会窗口转瞬即

逝，儿童早期经历将对他们未来的健康和福祉、

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儿童早期神经细胞的快速发育也意味着在适当

的时间进行适当的干预，可以抵消某些剥夺的影

响，例如与贫困相关的剥夺。 对整个童年和青少

年期进行持续投资能够巩固早期的收益，并可能

减轻甚至修正早期负面经验的影响。

迈克尔 ∙ 山姆森（M. Samson）博士

“认知资本：为儿童投入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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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回顾了几十年来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旨

在探索相关证据，以支持这样的假设——大脑发

育和个人表现可以通过多维方法进行优化，包括

为幼儿提供良好的营养、卫生、教育、儿童保护

和社会福利。 为了确保客观性和科学严谨性，并

广泛传播研究结果，该研究在同行评审期刊

PsyCh——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期刊上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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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团队重点关注了其他研究团队在2007年至

2016年期间进行的经济分析。这些研究证明，在

大脑发育最为高效的人生最初三年，人力资本的

回报率最高（从7％到10％）。 

研究也表明，对于弱势儿童来说，在出生后至5

岁期间得到的高质量项目支持，将带来高达13%

的投入回报率。 研究人员还指出，在儿童时期受

益于综合公共营养项目的成年人收入比未接受此

类干预的成年人多11.3％。

鸣饮标般芹布共蝈刻�廁測布
��敦鄰谜瘟炉综舔��让所有中国儿童都能实现发展潜力

意味着扭转不公平现象

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

在对研究进行综述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团队

对认知资本进行了重新定义，使其能够在中国得

到有效应用。这一定义为：“用于可确保儿童大

脑发育最优化、实现儿童权利、促进未来经济增

长的干预措施的、公平的资源投资”。这亦与中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相吻合。 此外，该定义也

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强调的观点进行了重申，

即：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必须采取多维度的方

式，提供一个具备充分营养、卫生、教育、儿童

保护和社会保护的“综合框架”。

根据中国国情对认知资本作出定义

目前，中国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财政数据仍显示

出广泛的地域差异和不公平现象；然而，针对儿

童时期优质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其成本和影响，仍

缺乏相关研究，而这些对未来经济增长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在儿童保护等其他领域，相关数据

仍然缺乏。综述团队强调了这些差距，以求未来

这些领域能够得到更多关注。

发现信息缺口

此外，研究还对社会保护项目相关研究进行了回

顾。 根据所收集到的依据，此类措施降低了家庭

的脆弱性，从而使父母和照料人能够通过为儿童

提供良好的教育、健康与营养来培养认知资本（

见表1）。 这一发现与中国农村儿童（其健康状

况不佳和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他们的认知与智力发

展迟缓）以及留守儿童尤为相关。

社会保护项目所承担的角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之所以进行这项综述，原因之

一在于认知资本这一概念尚未适应中国国情而得

到有效定义。 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团队希望

将这一概念与中国指导儿童支持与服务体系建设

的政策相关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重点关注儿童

早期，这是因为经过数十年的投资，随着经济增

速放缓，中国决策者越来越有兴趣知道公共投资

领域的最大回报来自何处。

这项综述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广泛收集科学证据，

以证实这种早期积极干预措施的益处。鉴于已经

完成了对相关证据的收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

仅局限于这一概念，而是进而描述儿童早期的干

预措施如何确保所有儿童皆能充分实现其发展潜

能，而这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收集证据

“今天的认知资本
将为国家财富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村儿童贫困发生率为7.1%。

2014年，农村地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城

市地区的两倍多。

2013年，部分省市的三年学前教育入园率仅接

近50%，尽管同年全国平均水平为67.5%。



表1： 投资回报示例
领域 干预措施 投资回报

卫生 免疫促进
 

母乳喂养
 

营养 综合公共营养
 

减少营养不良
 

儿童保护
 
 

教育

 

来源：见完整报告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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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还关注了其他几个可能制约儿童发展的

因素。 例如，一项研究表明，未能保护儿童免受

暴力侵害可能对中国造成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7％的生产力损失。此外，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母

乳喂养能够促进大脑发育且对母乳喂养的投入可

能使全世界的国民总收入每年增加0.49％或3020

亿美元，然而卫生、教育和宣传倡导方面的必要

投资还远远不够。 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切实促进认

知资本发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开展的这项研究，以及其他

团队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研究，为儿童早期发展项

目的价值提供了证据。 除中国之外，该研究还有

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推动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和其他组织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将有助于

形成一种认识，即促进儿童认知发展就是投资于

国家的可持续增长。 政府需要进行更多投入，并

通过政策手段缩小儿童各阶段发展水平的差距。

阻碍认知发展的因素

当目仍缺乏在中国背景下关于儿童早期干预措施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包括缺乏对干预的影响

和成本效益的分析。结合中国特点和儿童权利视

角，关注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干预措施，将有助于

推动该领域的研究与政策议题。就童年时期大脑

发育的进一步研究，将深化我们对投资于儿童早

期发展所能带来的益处的认识，与此同时对青少

年时期“第二个十年”进行投资所能带来的收益也

值得进行研究。

未来工作

如需进一步了解研究方法与发现，
请点击链接，获取报告全文
www.unicef.cn/en/uploadfile/2017/1207/20171207114939473.pdf

这篇报告倡导加大儿童发展政策领域的投入能带

来诸多益处，从而建立起认知资本对可持续经济

增长及儿童权利之间的促进关系。

报告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关注。例

如，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前夕，为应对社会

开始显现的影响

流动性降低带来的挑战，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为其政策开

发提供技术支持，这篇报告被纳入政府询证的研究综

述中，并为中国政府后期制订相关社会和经济政策、

形成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综合政策体系以提高中国下

一代劳动力的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此为基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继续与政府和相关

部门开展密切合作，呼吁在政府经济规划中纳入对相

关服务的投入，以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与福祉。

2017年5月，来自中国各部委、高校、国内和国际机

构的100多位嘉宾出席了于北京召开的高级研讨会，

针对促进中国儿童认知资本发展的主要领域进行了探

讨。

迈克尔 ∙ 山姆森（M. Samson）博士

“认知资本：为儿童投入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  2016年

“认知资本无法通过开采或贸易交换
获取，而须依托最具前瞻性的政策来
悉心培育。对儿童、尤其是最年幼的
儿童的投资所产生的回报不仅有利于
人权的实现，也将遏制如今因不平等
现象、遭受剥夺和经济停滞不前所带
来的巨大障碍。这些投资有助于为以
实现人的潜力为特色的经济繁荣铺平
道路。”

为此，本文推动了在以下领域开展对话，即有鉴

于国家人口、社会与经济领域面临的挑战，如何

通过可行战略促进和维护儿童权利。在现阶段为

儿童发展项目（以及认知资本）做出的投入不仅

能确保今天的儿童受益，更将造福国家的未来。

防止和应对

针对儿童的暴力

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高

质量的儿童早期教育

免疫促进方面，每投入1美元，回报最高可达60美元

在儿童时期受益于综合公共营养干预的成年人，收入比
未接受干预的高11.3％

遭受暴力将会降低儿童理性思考、计划和沟通的能力，
由此可导致相当于中国GDP1.7%的生产力损失

在为弱势儿童提供高质量儿童早期教育领域，每投入1美
元能够带来7-13％的回报

在减少营养不良领域每投入1美元，回报最高可达45美元

在母乳喂养方面的投资可能会使全世界的国民总收入增
加至少 0.49％，相当于每年302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