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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儿童减贫事业。

 在全国率先制定并实施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儿

童减贫与发展专项规划。

 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指导下，在丹麦绫致基金、

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于2014

年2月，我省在4个片区8个县80个村启动实施了儿

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截止2017年7月底，

该项目累计完成投入2.75亿元（其中，国内投入

2.39亿元，丹麦绫致基金投入3557.9万元，占计划

投入4243万元的84%），项目带动了2.19万儿童受

益，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裴德盛参加试点项目启动仪式，与时
任湖北省政府副省长梁惠玲进行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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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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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欧青平副主任，丹麦绫致

集团创始人Troels Holch Povlsen先生、

Merete Bech Povlsen女士，董事会主

席Lida Hulgaard、绫致基金执行董事

彼得森、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总

经理丹飞一行，爬山涉水视察罗田、大

悟、宣恩等试点县试点项目 。



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

2014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原副主任何晓军，

丹麦绫致基金执行董事彼得森一行到通山县

检查。

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丹麦绫
致集团
董事会
领导视
察罗田
项目村

丹麦绫致基
金执行董事
彼得森、项
目官员衡曼
娜，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
刘胜安处长
在五峰县
入户访谈。



1

2

3

4

突出规划引领，明确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目标路径

注重理论探索，研究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应对策略

坚持部门联动，搭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实践平台

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



一、突出规划引领，明确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目标路径

（一）编制省县两级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规划

 省级编制《湖北省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
困儿童发展规划（2013-2015年）》，
对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8个试点县（区）分别编制了儿童减贫
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实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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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规划引领，明确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目标路径
（二）制定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实施路径

《中国贫困片区儿
童减贫与综合发展
试点项目建议书》

《中国贫困片区儿
童减贫与综合发展
试点项目操作手册》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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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理论探索，研究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应对策略
（一）开展重点课题研究

儿童减贫

以儿童减贫为主题，申

报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基

金项目，形成《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对策研究》，获

湖北省委、省政府改革重

点课题二等奖。

开展了由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主导的儿童减贫项目研

究，形成《贫困片区儿童

多维度贫困状况研究》课

题报告，获评审专家一致

好评，认为在儿童贫困问

题多维度研究方面具有开

创性，提出了儿童减贫与

综合发展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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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理论探索，研究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应对策略
（二）承办儿童减贫与发展研讨会

联合国儿基会驻华首席代表RanaFlowers女士认为：

湖北省在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研究方面率先一

步，研究成果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希望湖北省

进一步强化研究成果运用，为世界儿童减贫做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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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4至25日，我省在武汉成功承办了由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举办的儿童减贫与

发展研讨会，形成了一系列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的理论

研讨成果，对试点项目的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坚持部门联动，搭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实践平台
（一）坚持协调推进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政府
主导

分级
负责

协同
推进

社会
参与

民政

卫计
扶贫

共青团

妇联

教育

部门联合推进

 《湖北省贯彻落实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实施方案》

 《湖北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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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部门联动，搭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实践平台

（二）建设核心阵地

图书音
像

电视电
脑

乐高玩
具

儿童需
求

建身设
施

娱乐器
材

儿童服务中心

 试点项目实施以来，80个试点村儿童服务

中心累计开放15140次，开展儿童主题活动

3391次，参与儿童24.8万人次，参与儿童

家长10万余人次，儿童服务中心已经成为

儿童和村民学习生活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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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部门联动，搭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实践平台
（三）打造服务队伍

 全省共有县级骨干志愿者队伍80名、村级志愿者

160名，开展培训44批次、2600多人次，家访儿童

4642人，帮扶特殊儿童4126人，服务贫困儿童家庭

28600多户次、42000多人次。 有2.19万儿童受益，

1896名贫困儿童通过帮扶脱贫。
宣恩县万寨乡铁厂沟村的志愿者，在社会爱心人士资助

下，帮助并陪着一对爸爸已去世多年的16岁和12岁的

姐弟俩，到武汉监狱探望七年一直未见的服刑妈妈，完

成了孩子多年思念的愿望。

县级义工协会县村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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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上下联动，搭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时间平台
（三）打造服务队伍

南开大学黄晓燕副

教授为团队

国家和省级
专家团队

湖北省心里咨询师协会

常务理事、国家一级心

理咨询师、武汉弘智心

理咨询中心创始人周菁

女士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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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上下联动，搭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实践平台
（四）强化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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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项目实施计划管理、进度管理、财务管理、监督检查。
 每年报批一次项目计划，各县使用拨付资金达90%以上后，才能拨付下一期项目资金。
 目前丹麦绫致基金已拨付两期项目资金计3557.9万元；每年上报两次项目执行进度报

告；每季度填报一次财务报表；每半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丹麦绫致基金至少进行一
次项目检查，湖北省、县项目办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丹麦绫致基金执行董事彼得森在
五峰县柴埠溪村和儿童交流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刘胜安处
长在宣恩县大山坪检查



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一）促进贫困儿童家庭增收

 发展茶叶、核桃、板栗、中药材及其他经济林47384亩，开展规模化养
殖，带动9800多名贫困儿童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1711元。

 可确保贫困儿童家庭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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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县楠木桥村经济林

郧阳区曾家沟村核桃产业

郧阳区青曲镇巷子口村桔园



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二）发展贫困儿童教育

宣恩县大山坪村孩子们学习乐高知识 建设和改善村级幼儿园18所，适龄儿

童入园率达到98.44%，比基线调查

提高5.9个百分点。
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三）开展贫困儿童健康教育

 每年为80个试点村儿童开展2次健康教育，1次健康体检。

5.86‰

2.53‰

婴儿死亡率

8.68‰

4.55‰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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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四）实施卫生医疗救助

99.38% 标准化
卫生室

99.88% 儿童参
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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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五）开展营养知识培训

8.55%

5.16%

贫血患病率

6.62%

3.32%

生长迟缓率

7.10%

3.65%

低体重率

 组织县级专业团队和志愿者为80个村开展每年入村对儿童及家庭开展2次
培训，编制营养食谱，培养良好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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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六）改善住所环境—安全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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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河边挑水，饮水困难 新建蓄水池，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为48个村修建水池水窖，为50个村铺设水管39万多米，儿童家庭解决饮水

困难比例达到61.09%，提高14.39%。



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六）改善住所环境—通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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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村通组道路条件 试点村通组道路扩建

 为67个村扩建通组道路482公里，通路自然村（组）比例达96.88%，提高17.8%



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六）改善住所环境—扶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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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村儿童住房环境差 试点村扶贫搬迁

 扶贫搬迁478户，贫困儿童家庭住房改善比例达90.38%，提高43.38%。



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七）强化信息服务

 出资21.7万元为42个村通宽带，行政村通宽带率达

100%。

 出资21.98万元为33个村的569户贫困儿童家庭安装入

户宽带，贫困人口家庭宽带入户率达28.63%，提高

21.53个百分点。

郧阳区巷子口村志愿人员帮助
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家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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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行综合干预，创新儿童多维度减贫与发展新模式
（八）加强贫困儿童权益保护

 加强对特殊儿童关爱，组织妇联、教育、公安、司发等部门对80个村的儿童开展法

制、安全自护、应急处理等保护教育，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由6.41%下降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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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座谈会 儿童保护宣教知识讲座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儿童减贫与综合发

展的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

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正确指导下，在丹麦绫

致基金、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 进一步实施好“儿童优先”减贫战略，

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多维度发展模式，积极探

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新机制，努力为全国连片

特困地区儿童减贫提供示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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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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