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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社会保护政策：背景 

•社会保护的模式结合了服务、福利及其他社
会政策服务的表达 

•18个国家 

•2010年，社会保护政策覆盖了1.35亿受益人
群（占人口总数的25%） 

•在覆盖范围、基础设施、日常事务甚至目标
等方面均有很高程度的异质性 



1 -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社会保护模式发
挥了作用 
•从长期和短期而言均有助于减贫 

• 2001至2010年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贫困（PPP低于
$2.5美元）发生率从25.2%降至15.7%。（Robles, 

2011） 

• “通过提供大量可靠的收入来源，有条件现金转移使
GDP的增长更具包容性。”（Stampini and Tornarolli, 

2012） 

• “有关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此期间，增加了项目覆盖
范围的国家更有可能改善向上倾向的概率，包括摆脱贫
困以及进入中产阶级。当然，尽管这不是一个因果归
因，它仍显示了针对性干预措施的潜在作用，能促进向
上倾向。”（Ferreira et al., 2013） 

 



Ferreira, F.H.G. Et al. 2013. 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图0.2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长期和短期而言均有助于减贫 



过去8年间，巴西的贫困率有了降低 

巴西财政部（2012）. “巴西的经济前景”，MF：巴西利亚，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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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率（占人口总数%） 

预计下降69.4% 



1 -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社会保护模型发
挥了作用 

•儿童社会保护得到了改善（健康、粮食安
全、教育和社会援助） 

•性别问题 

有些情况下： 

•有助于减少不公平 

•有助于国内市场的增长 



巴西“家庭津贴”计划-Bolsa Família Program (PBF)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关注：  

•  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在US$ 38.2-US$ 76.5之间 

•  特困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US$ 38.2  

 

•目标： 

• 扶贫 

• 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 

• 全方位地关注家庭 

7 



每月福利 

•基本福利（USD 35美元或R$ 70雷亚尔） 
支付给特困家庭，不管每家有几个孩子都只能领取一份 

•可变福利（USD 16美元或R$ 32雷亚尔）- 每个家
庭最多可领取5份 
支付给贫困家庭，每一例下列情况可领取一份： 

• 一位15岁（含）以下儿童 

• 一位孕妇 

• 一位哺乳妈妈 

•可变青年福利（USD 19美元或R$ 38雷亚尔）- 每
个家庭最多可领取2份 

 支付给特困家庭和贫困家庭，每一例下列情况可领取一
份： 

• 一位16岁或17岁的少年 
 

8 



“家庭津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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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津贴”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GDP增长%，货币：10亿雷亚尔，家庭数量：百万） 

巴西财政部（2012）. “巴西的经济前景”，MF：巴西利亚，第15版 

家庭数量：百万 

10亿雷亚尔 



         相应年龄的体重不足          相应年龄的身高不足 

过去25年，儿童人体测量学得分有了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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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975 1989 1996 2006

来源：ENDEF/PNDS 5岁以下儿童，数据源自全国范围的调查 



教育：东北部地区（2008年），受益儿童的入学率有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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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mpact Evaluation of Bolsa Família, 2ª round – IFPRI/MDS, 2010 



2 - 同时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反对 

•民粹主义的压力 

•相当多的外债，造成不可持续的政策 

•缺乏可信度（政府和机构），主要是由
于项目覆盖范围的失误引起的 

•  意识形态上的限制：打消了工作的积
极性（至少影响了正式工作） 



有些方式能防止已知的失败 



3 - 投资于国家实力（联邦和次国家） 

•提供福利与提供服务有异： 

•充实能力和技能 

•建立一个强大的培训平台 

•运用现场经验 

•经济激励措施有促进作用（个人和地方管理部
门） 

•城市和农村地区需要不同类型的运作 

•国家的角色：可以是供应者，但始终都应该
是监管人 



4 - 提升了一个政治问题的技术水平 

•对政策和政治生存而言，证据是必要的。 

•拥有与以下人群沟通的策略： 
•受益人 

•行政合作伙伴 

•政治行动者 

•纳税人 

•  国际合作有益于： 
•验证这些选择 

•减少人们对那些有利于穷人的政策的敌意 

•提醒政府认识到差距、限制或政治过度 



政策与政治 



5 - 领导力很重要 

•作为议程中的重中之重 

•被保护的预算 

•定期授权其政治论坛和协调员 

•灵活的政策议程，允许区域化地区
政策的空间 



5 - 领导力很重要 

•公开承诺，包括确切的成功指标 

•要注意毕业目标 

•分享政治利益 

•社会保护的政治经济--拥有一致的选举
提议 

•总是提前开始 



6 - 可持续性和政治承诺：现在遇到了困
境 

•覆盖范围与质量 

•改善社会政策服务或改善家庭收入 

•临时政策或者社会保障权利 

•结果或者战略影响 



7 - 南南合作可以是有益的 

•拥有成熟系统的国家之间采取跨系统的方
式 

•为那些有能力超越基础的国家提供项目 

•为那些开始建立社会保护政策的国家提供
基本工具（注册登记、培训策略、监测技
术、民间团体参与等等） 

•常见的错误 



8 - 一个据称要被实施的议程 

•促进社会发展。不仅仅寻求恢复这个已被现状破坏
的“有尊严的贫穷”的平衡，并且还要将此前完全
被排除在外的一个人口群体融入该国的经济和社会
动态当中。 

•促进公平。使用公共政策，减少社会不合理的差
异，反对许多人群遭受的歧视。   

•制造机会。考虑生命周期、性别、居住地区（城市
或农村）和文化背景因素的人力资本发展。 

•改善现有模式的质量。在许多国家，特别贫困的人
们面临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优质公共服务的获
取渠道。 



谢谢！ 



各国之间经验教训的扩散：政策
扩散的过程 

儿童贫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中国-联合国儿基会 
国务院扶贫开发办 
2012年11月  北京 

 

Gabriele Köhler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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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分享：如何将成功的经验教训从某个国家
的背景下复制或调整至另一个国家 

 

• 推广益于儿童扶贫的宏观环境 

 

• 基于“社会公正、公平和权利”愿景的
前提之上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政策扩散的相关问题 
 

• 什么是政策扩散？ 

• 经验、教训和政策以何种方式传播到
什么地方？ 

• 经验、教训和政策何时扩散？ 

• 在此过程中有谁参与？ 

• 政策扩散的风险有哪些？ 

• 经验、教训和政策为什么会扩散？ 

• 接下来怎么办呢？ 



gabrie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什么是 

政策扩散？ 

• 任何形式的对某个政策创新的连续使用都可
称作扩散 

• 政策选择相互依赖的一个过程，即：某一位
决策人所做的选择影响其他决策人，并反过
来又受到其他决策人的影响 

• 政策扩散需要经过成功的调整，从而适应不
同的背景环境 

        Eyestone 1977, Braun et al, others 



政策扩散 

• 例如：上世纪社会保障的传播 

 

 

(播放视频)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什么是 
… 不同层面的政策扩散？ 

• 规范和原则： 

– 关于人权和社会融入的原则 

– 基于《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权利理念 

– 社会政策的普遍性概念 

• 政策理论与策略： 

– “福利国家”或“不干预的最低限度政府角色”的理念 

– 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 项目： 

– 主要的卫生健康活动/主要的入学注册项目 

– 水和卫生项目 

– 中小企业发展 

– 针对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 

– 公共事务 

– 儿童福利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什么地方？ 

… 不同方向的政策扩散 

• 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 

• 从北到南 

• 从南到南 

• 南方的经济政治实力导致加剧的南南
政策扩散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规范和原则的层面： 

《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2000-

2015)  

• 基于《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
切歧视公约》、《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
《儿童权利公约》之上 

•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峰会上的后续跟进 

• 通过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上后来的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进行扩散 

• 如今：大部分国家参照“千年发展目标”作为
发展框架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规范和原则的层面：  
消除儿童贫困  

• 规范： 

– 基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 

• 证据： 
– 儿童贫困的相关研究和出版研究 

• 联盟： 

– 从事相关话题的学术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儿
童导向的非政府组织 

• 扩散： 

– 政府以立法或提供儿童服务、儿童保护、儿童敏感
的社会保护行动等形式进行响应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项目层面： 
有条件现金转移：自“学校津贴”计划
（Bolsa escola）向“家庭津贴”计划

（Bolsa Família） 
• 政治背景：各党、各市之间为了争取好项目和好结果而进行

的政治竞争 

• 选举政治：基于项目重新选举政党 

• 民众运动及怒火导致公众对扶贫项目的合乎需要程度达成共
识 

• 各受益方制造压力，以保持或扩大项目的规模 

• 恰当的设计（拨款的规模、针对性）  

• 国内资金的稳定来源 

• 现已“出口”至其他国家 
 

Marcus André Melo. 2007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项目层面： 

社会保护和扶贫转移支付 

 

    

• 印度、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孟加拉国、莫桑比克 

• 促成成功的因素 

– 有利的政治背景 

– 有影响力的“变革推动者” 

– 政策空间 

– 现成可用的关于贫困的数据和分析 

– 发展理论的总体转折 

– 项目自身吸引人的设计和实施模式 

– 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 
 

Hickey 2006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项目层面： 

 尼泊尔的儿童拨款 (2007-2009) 

   

– 识别并抓住了一次“政策时机” 

– 基于现有的机制和政策历史 

– 引起了有关政策变革的讨论，并提供了变革具有优势
的证据 

– 确定了财政资源 

– 在政府内外均建立了联盟 – 各部委之间；与工会及
联合国机构之间 

– 支持政府，并与其他政策相融合 

 
Koehler 2011;ESCAP 2011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什么地方？ 
北向南扩散 

 

 
 欧盟内部所讨论的社会保护 

– 《罗马条约》(1958)   

– 更新：《里斯本条约》(2009) 

– 《欧洲2020》愿景 

 进入欧盟发展合作政策的扩散 

 关于社会保护和体面工作方面的PovNet论文 

 2010年度《欧洲发展报告》 

 有关发展合作方面社会保护的欧共体交流（政策
文件）(2012)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什么地方？ 

南南政策扩散 

• 巴西和墨西哥贫困和人力发展项目 （CCTs）
（始于2010） 

• 泰国全民医疗保险模式（2010至今）以及
在东盟的合作 

• 巴西合作机构-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社
会保障的南南合作项目（2009） 

• 中国-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体面工作的南南合
作协议（2012）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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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技能

发展 

工作场

所便利

设施 

生产力/

资产建

设 

男女平

等 
 

社会

融入 
 

最小年

龄 

阿富汗            
孟加拉国   否          
不丹            
印度            
马尔代夫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什么地方？  

南亚地区的公共事务项目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何时？ 

政策扩散的时机  

 

–政府变更 

–政治过渡 

–紧急的贫困问题 

–重大金融或经济危机 

–自然灾害 

–武装冲突结束 

–新的财政资源 

–经济领先范式的改变 

–社会愿景的改变 
  

 
 

 

 

政治意愿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谁？ 

行动者 /变革驱动者 

• 内部： 

– 地方或中央政府内部的政策推动人员 

• 外部：  

– 政策扩散来源地的政府人员 

• “中间人” 

– 政策企业家、捐助者、国际发展机构、非政府组
织、学术界、媒体等 

 

Graham et. al. 2008; Hicke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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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风险？ 
• 不同的起因： 

– 贫困的结构性起因或儿童贫困的形式可能不同，从
而导致政策的不适用 

• 证据的不可转移性 

– 缺乏有关基本情况和政策影响的证据 

• 政治、体制及政策环境的差异 

– 为另一国家重新设计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害无益 

• 不同国家、不同情境下的联盟建立有所差异 

– 各国有不同的政党、地方利益团体和民间社会运动 

• 可获得的资源不同 

– 资源总是能有办法获得，但可能需要政治决策或耗
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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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关于政策扩散的一些理论 

• 建构主义理论： 

– 源自专家、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规范和原则会带来新政策 

• 竞争理论： 

– 在政治或经济上相互竞争的国家会依照规范或证据去施行成功的政策 

• 实力不对称理论： 

– 强制理论：捐助者提供了发展合作，但却强制推行某些特殊的政策模
式 

– 软实力策略：实力强大的国家为了获得政治影响或自身的经济优势而
推行某个特殊的策略 

• 学习理论： 

– 有些国家从自己的经验中或从类似国家的政策试验中学习 



gabriele koehler development economist 

接下来怎么办呢？ 
• 探索优秀的政策经验 

– 其实根本没有“最佳”实践这回事 

• 针对“规范和原则层面”引进的政策 

– 基于愿景之上 

– 引发真正的公众讨论 

• 针对“项目层面”引进的政策 

– 考察“出口”和“进口”国家的基本情况以及配套政策 

– 相应地调整 

– 与预计的受益者群体进行协商，了解他们的偏好和要求 

– 努力实现互利互惠和相互学习 

• 分析并建立联盟 

• 时刻从以下两点出发： 

– 基本的“社会公正、公平和权利”愿景 

– 有利于消除儿童贫困的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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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中证据的重要性: 
墨西哥测量儿童贫困采用多维方式 

Gonzalo Hernández Licona 
 

2012年11月 



证据必须是所有公共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识别和测量 

     社会挑战 

 

 分析 

 
 

 方案设计  

 预算 

 实施 
 

 

 

 

 监控&评估 

 哪个有效?  

为什么需要证据? 

 

 做出更好的决策
（管理、设计、预
算……） 

 

 可靠性 



为什么要有测量贫困的新方法？ 

 

• 社会发展法法令 

 

• 该法确立了测量贫困的主要特征，应该： 

 

– 从社会权利和收入两个方面来定义； 

– 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让社会项目和贫困测量方法
之间的联系可见； 

– 由独立机构进行测量: CONEVAL 



通过法令测量贫困 

社会发展法 

 
贫困测量指标 

 

• 当前人均收入 
 

• 教育差距 
 

• 医疗服务享有权  
 

• 社会保障享有权  
 

• 生存空间质量 
 

• 住房基础服务获得权 
 

• 食物获得权 

周期 
州 

（2年） 
市 

（5年） 



无 
 
社 
 
会 
 
 
匮 
 
乏 

社会权利 

匮乏 

主要特征 
(简单易懂) 

EWL 

0 3 5 2 4 1 6 

贫困 

社会匮乏 
弱势人群 

收入弱势人群 

既不贫困，也
不弱势 



一般  

贫困 

社会权利 

匮乏 

EWL 

极度贫困 

0 3 

社会匮乏弱势
人群 

收入弱势人群 

5 2 4 1 6 

既不贫困，也
不弱势 

MWL 

贫困鉴定 



社会权利 
匮乏 

LBE 

      0 3 

社会匮乏弱势人群 
3230万 
28.7% 

平均匮乏1.9 

收入弱势群体 
650万 
5.8% 

5 2 4 1 6 

既不贫困也不弱势
2180万 
19.3% 

 

LBM 

福
利

 
收

入
 

2010 总人口 (1.126亿) 

城市 = $2,114  农村 = $1,329 

来源：estimates by CONEVAL based on MCS-ENIGH 2010. 

极度贫困 
10.4%  

(1170万) 
平均匮乏3.7  

 

35.8%  
(4030万) 

平均匮乏2.1  

一般贫困 
城市= $978  农村 = $684 

  46.2 % 
  5200万 
      平均匮乏 2.5  

贫困 



UNICEF-CONEVAL合作 

•分析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过程

中墨西哥有儿童的家庭所面临的一

些变化 

 

 

•发布及时信息，能反映儿童在这

次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的

状况 



儿童、老年  2008 
不同年龄层的多维度贫困人口比例 

来源：estimates of the CONEVAL based on the MCS-ENIG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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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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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获
得权 

居住质量
及面积 

社会保障
享有权 医疗服

务享有
权 

教育差距 

贫困 极度贫困 
收入极低的人群 

2008 
5.3 millions 

530万 

2010 
5.1 millions 

510万 

社会匮乏 
2008 

21.5 millions 
2150万 

2010 
21.4 millions 

2140万 

住房基
础服务
获得权 

百万人口 

墨西哥儿童贫困变化 2008-2010 



• 墨西哥儿童比其他人群贫困率更高 ； 

 

• 自2008年至2010年，尽管收入降低且食品安全恶化，

有儿童的家庭的基础服务和社会保障都有所提升（医疗服

务、社会保障、教育）；因此儿童整体贫困并未加重； 

 

•只采用收入措施，是看不到这种成效的。 

墨西哥贫困和儿童社会权利情况 
2008-2010   



• 并非所有贴着“社会保护”标签的计划都是好计

划……有些其实真的非常差…… 

 

• 制定（这么多）计划是有政治动机的。 

 
 

评估: 有关社会保护的警告I 



评估: 
计划成效总结 



• 社会保护是经济增长的补充，但不能代替经济增长/就

业。 

 

• Progresa-Oportunidades 在教育援助、营养和体重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不能为其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社会保护警告II 



有、无社会项目资助的收入贫困变化 1992-2010 

粮食贫困 无社会项目资助的粮食贫困 

贫
困
人
口
率 



• 墨西哥公民有两种类型的保护：正式就业中的社会保险；

主要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护。 

 

• 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险的享有资格和保障质量是

不平等的；对有同样需求和类似风险的个人，提

供的服务也不同。 

社会保护警告 III 



 

•对政府行为的测量、评估和透明化是任何公共政

策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公民现在要求…… 



www.coneval.gob.mx 

www.coneval.gob.mx 
 

ghernandezl@coneval.gob.mx 

 
Gonzalo Hernández Licona 

 

http://www.coneval.gob.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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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儿童贫困 

——模式比较与政策含义 

 

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主要内容 

 为什么关注减贫模式 

 减贫模式的分类方法 

 三种减贫模式 

 减贫模式与儿童贫困 

 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为什么关注减贫模式 

 减贫模式 
 减贫模式是对一个国家（地区）反贫困政策的一种总体性的概括，

反映该国（地区）在应对贫困过程中的基本策略、资源动员、实
施机制以及干预的效果。 

  不同于对某项具体政策和技术特征的概括 

  不同于减贫战略 
 减贫模式是对实际发生的减贫机制的总体概括 

 减贫战略是一种行动导向的政策安排 

 为什么需要总结减贫模式 
 描述出一个国家成功减贫背后的总体逻辑 



减贫模式的分类方法 

 概念性框架 
 哪些国家在减贫上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进展或成功 

 哪些因素推动成功减贫最重要的直接因素 

 哪些因素间接影响了减贫的进展 

 减贫取得实质性成功的标准 
 考虑国际可比/成就的稳定性/延续性 

 基本消除了人均2美元/每天的贫困；或者在最近5-10年以上的持续时间中，
年均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 

 哪些国家在减贫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 

 34个经合组织国家 

 29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只考虑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国家） 

 导致减贫的关键直接因素 
 来自市场的收入 

 政府转移收入 

 影响减贫的间接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收入分配、就业、财政收入、公共支出结构 

 公共化（nationalization) 



三种减贫模式 

三种典型的减贫模式及关键特征 

 

减贫模式 经济发展
水平 

增长速度 减贫相关公
共投入 

政府财政
能力 

增长型 中低收入 较高增长 低 低 

项目型 中低和中
高收入 

中等增长 总体偏低，
专项高 

中等 

福利型 高收入 稳定的低速
增长 

高 高 



三种减贫模式（续） 

 增长型减贫 
 实现机制：更加普遍的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机

会）；恢复和扩大市场 ；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 ；
放松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构调
整措施 ；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项目型减贫 
 实现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兼顾长期和短期的

发展目标；比较科学和规范的瞄准；财政优先 

 福利型减贫 
 实现机制：充分财力保障；普惠；覆盖教育、卫

生、养老、就业、最低生活保障、住房等全面的
领域 



三种减贫模式（续） 

 三种减贫模式下的代表性国家 
 增长型减贫 

 中国、越南、泰国、印度、阿塞拜疆、乌克兰、格鲁吉
亚、塔吉克斯坦 

 项目型减贫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 

 福利型减贫 

 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传统发达国家 



减贫模式与儿童贫困 

 为什么关注儿童贫困 

 童的发展，特别是儿童早期阶段的发展质量，
对于儿童进入成年期以后的发展能力和生活质
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Fogel,1999; Heckman, 
2010）  

 儿童时期的高度脆弱性，使之对外部经济、社
会以及自然环境的风险缺乏必要的自我识别和
防护能力（UNICEF，2005，2008，2009）  

 对儿童贫困的多维性认识不足 

 常规贫困统计对儿童贫困的忽视（Sen，2012） 

 



减贫模式与儿童贫困（续） 

 儿童发展/贫困的主要维度 
 体面生活水平（收入） 

 教育（包括早期教育） 

 营养与健康 

 安全 

 清洁水、改进的卫生设施、居所 

 可在家庭成员中分担的维度 
 收入、清洁水、改进的卫生设施、居所 

 难以被其他家庭成员直接分担的维度 
 教育、营养与健康、安全 

 不同发展/贫困维度的影响因素与路径 
 营养 

 健康 

 教育 

 安全 



减贫模式与儿童贫困（续） 

 营养 
 增长型减贫 

 项目型减贫 

 福利型减贫 

 健康 
 增长型减贫 

 项目型减贫 

 福利型减贫 

 教育 
 增长型减贫 

 项目型减贫 

 福利型减贫 

 



减贫模式与儿童贫困（续） 

 政策设计中的教训 
 增长型减贫 

 印度的ICDS 

 乌干达营养与早期发展计划（NECDP） 

 项目型减贫 

 墨西哥Oportunidiades项目 

 巴西Bolsa Familia计划  

 福利型减贫 

 英国的校园餐计划 

 美国的校园餐计划 



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儿童贫困问题的重要性需要在政策日程上得到
充分的重视  

 充分认识儿童贫困的多维性和阶段性特点  

 减贫模式需要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
而进行动态调整  

 与消除儿童贫困相关的公共政策不仅需要加大
投入，更需要加大机制的创新  

 加大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性  

 进一步提高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
加强对政策实施的全过程评估  

 政府在消除儿童贫困中该有更积极的作为  



Better Policy, Better Society! 

谢  谢 ! 



Royaume du Maroc  

政府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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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DH简介  

ONDH成立于2006年，是一个独立机构，直接汇报给政府首

脑 

其使命是评估与人类发展有关的政府政策和项目，并提出战

略，以提高人民的人类发展、减轻贫困、减少社会排斥。 

 

为实现这一使命，ONDH会： 

开展一般和比较研究及调查，分析人类发展相关的数据和信

息，并向国家元首提交年度报告 

编制具体的人类发展指标，从而评估政府项目对目标人群的

影响，或测量其在全国、各地区和某些特定县的影响和效应 

建议政府采取行动和建议，使政府的人类发展战略更加高效、

有效。 



摩洛哥采用过很多测量贫困及儿童贫困的不同方式，特别

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WFO-WHO、HCP（摩
洛哥规划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ONDH等组织开发的工
具。 

最常用的那些测量标准考虑了福利指标的阈值，并认为只

有在阈值之下的人才能被认定为贫困，这样做导致： 

将所有人二分为两种：穷人和非穷人； 

认为穷人都是不可靠的寄宿者； 

认为儿童贫困与成人贫困并无差别； 

专家之间的异议。 

4 4 

2. 关于摩洛哥儿童贫困的问题 



很难包含儿童贫困的所有决定因素，如营养、

教育、卫生、居住条件、父母职业地位、文

化、生活习惯和风俗等等                                                                                                                 

 
确定这些因素或许能解释一个人贫困的成因，

但却无法判定每个因素对促成贫困的影响程

度。 

5 5 

3. 贫困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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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国家层面上使用货币方式以及HCP的模糊集理论
测量儿童贫困 

为弥补HCP所使用方法的标准的二分法： 
 

更倾向于“部分归属感”的概念，根据每一种被考虑的贫
困，查看每个儿童归属于某一贫困人群的感觉是更强还是
更弱； 
 

建立一个结构化的贫困测量，使用贫困的所有维度，致其
受到二进制»二分法的影响更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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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国家层面上测量儿童贫困（HCP）（续） 

2001 2007

多维度 - HCP 25.9 17.8

Alkire-Fooster多维度测量方法 25 10.4

世界银行货币门槛（国家） 2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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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儿童贫困问题策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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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国家层面上测量儿童贫困（HCP）（续） 

0 -4 ans 5- 6 ans 7-14 ans 15-17 ans

2001 26.7 32.5 25 23.1

2007 18.6 23.2 16.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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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贫
困

率

多维度贫困率-HCP 儿童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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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国家层面上测量儿童贫困 

儿童扶贫策略 

政府要求 ONDH董事会
的决议 

测量标准和指标 

Al Bacharia  
数据库 

儿童匮乏的关键决定因素 
 

•社会的 

•经济的 

•地理的 

•身体的 

•人类发展国家倡议 

•HCP（计划部） 

•ONDH （定性研究） 

•PNU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合作伙伴 

家庭专门小
组 

行动计划 
一系列行 

经验教训和最佳
实 

各利益相关方 

国家政府 

地方政府 

家长 

老师 

地方卫生工作者 

非政府组织 

参与的过程 

或 



 

优先级确认 

成本/效益分析 

时间框架 

 

操作矩阵     * 时间线 

                                  * 领导力 

                                  * 人力资源 

 

 

 

 

 

 

 

 

 

 

 

 

 

 

•试点项目 

 

 

• 实施和监测 

• 评估：输出、结果和影响 

 
 

4. 在国家层面上测量儿童贫困（续） 

                                                                                                                                                                

 

家庭专门小
组 

样本的选择 

修改、调整并改进行动
计划 

回到行动计
划 

最终实施 

调查 

查询 

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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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ONDH开发的工具：ONDH负责评估公共政策，并

在开发工具时，考虑到人类发展维度和贫困的决定因素。 

实施一个开放的基于人类发展的信息系统，由下列项目组

成： 

数据库：包含与人类发展相关的数据，能进行基于主题的

数据分析和基准； 

仪表板：涉及11个主题，能将摩洛哥的情况与120个样本国

家进行比较； 

虚拟文件网络：能集中并生成人类发展分析报告； 

地理信息系统：旨在生成与人类发展相关的领土数据； 

衍生于ONDH项目受益者的查询和动态调查系统：涵盖与

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相关的数据 

4. 在国家层面上测量儿童贫困（续） 



12 

 
 

由ONDH开发的工具· 

实施反事实调查：影响由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决定； 

 

专门小组调查：年度监测相同的代表性家庭样本以及他们的人类发展各

维度（贫困、教育、医疗、就业、收入、支出、住房、获得基本服务的
渠道等……）组成部分时，这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监测是基于
某一特定人群的类别和年龄分组； 

 

对由专门小组调查所提供的数据进行年度处理和分析需要与合作伙伴分
享关于贫困测量、公共政策评估技术或小组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经
验。 

 

因而，ONDH（摩洛哥）和CONEVAL（墨西哥）之间于今年签订了第一次
南南合作伙伴关系。 

4. 在国家层面上测量儿童贫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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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其国际地位及其对推广包容性社会政策和帮助那些身处贫困和弱势
的儿童的承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扶持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因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促成本次合作伙伴关系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为什么选择CONEVAL（社会发展政策国家评估委
员会）？ 

与ONDH有着相似的关注点：在通过改进规划、操作和项目

预算，从而带来更多的透明度和问责性，定义社会政策指导方针的过程
中， CONEVAL发挥了重要作用。 

CONEVAL提供： 

 有利于包括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和项目评估 

 对社会保护项目的支持（例如：为贫困家庭和儿童提供的opportunidades项
目）； 

 多维度贫困因素的定义以及测量它们的技巧 

5. ONDH和CONEVAL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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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合作伙伴关系的目的：旨在为ONDH、CONEVAL、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之间就评估社会发展政策或项目、确定贫困测
量方法、在社会发展领域交流经验和专家等方面进行合作奠定一个基础 

有助于提高ONDH和CONEVAL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伙伴关
系的效率的一些行动： 

 生成利于穷人的、弱势敏感的（特别是对儿童友好的）公共政策研究； 

 提高人们对ONDH和CONEVAL在多维度贫困测量中所用的创新工具和方法
的认识，并帮助其掌握这些工具和方法； 

 借鉴CONEVAL的经验，制定一个在摩洛哥测量贫困的多维度方法，并利
用这一多维度方法去测量摩洛哥的贫困情况（2013年初）； 

 与国家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提出一项用于规定摩洛哥的贫困和弱势的法
律； 

 倡导公共政策评价的体系化。 

 

 

 

5. ONDH和CONEVAL的合作伙伴关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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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政府机构、议员、民选代表和民间团体开展公众政策
的能力； 

 加强社会发展和评估领域院士之间的合作； 

鼓励联合出版，并邀请双方的专家参加有关人类发展的全
国、区域和国际活动； 

建立一个国际专家的网络，以便交流中东、北非和拉丁美
洲等地的跨国经验：包括包容性社会政策的构想和实施，
以及生活在贫困和弱势中的目标人群定位，尤其是儿童； 

在整个实验过程及双方所采用的工具和方法的适应过程中
，提供技术援助。 

 

 

5. ONDH和CONEVAL的合作伙伴关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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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缓慢的全球经济复苏 

图2. 全球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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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及其长期影响 

来源：粮农组织 

图5. 粮食价格指数 



急速的城市化 

城市世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自然灾害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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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限制的范围日益扩大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percent of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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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政府支出（GDP占比%）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亚洲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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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就业愈加困难 

• .  

年份 

图7. 年轻人失业率（%） 



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1980-2010 
:  

  

来源：Coady and Gupta (2012) 

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上升趋势 



应对儿童的需求 

来源：UNICEF 

未有任何匮乏 

图8.  多种重叠匮乏的分析：坦桑尼亚5岁以下儿童 

只有水 

水和营养 

健康和水 

只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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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政策目标 

•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 缩小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更多社会投资，尤其是对儿童，支持短期和长
期的增长 
 
找到经济和社会投资之间的恰当组合： 

• 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城市需要） 

• 促进私人消费的扶贫（社会保险，转移
等） 

• 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重点关
注青年人 

 

更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 

• 通过加强税基获得更高的税收比例 

• 在更进步的经费中占据更高的份额 

• 更少的递减间接税和更多的累进所得税 

挑战亦是机会 -- 危机 

Dual policy objectives 

•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 Narrow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Greater social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 children, 
support short-term and long-term growth 

 

Getting the right mix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investments:   

• Infrastructure (green sector, urban needs) 

• Poverty alleviation that boosts private 
consumption (social insurance, transfer, etc.) 

• Public spending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with a 
focus on youth 

 

More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policy in reducing 
income inequities 

• Higher tax ratio by strengthening tax base 

• A higher share of more progressive spending 

• less regressive indirect tax and more 
progressive income tax;   

 

 



……并且，社会安全网的支出有更高的覆盖面和水平 

来源：基于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数据库和WEO数据库（IMF）计算所得 

社会安全网的支出（GDP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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