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农村贫困人群克服贫困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中国 

 
中国的农村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国，拥有13亿多人口。它有着辽阔的海岸、富饶的平原与

河谷、起伏的山峦和风袭的干旱沙漠。 

 

中国的幅员辽阔和多样性包含着整个发展中世界小农和牧民同样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

战。由于承载人口的压力,只占国土面积约百分之十的可耕地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脆弱牧场上日益增多的牲畜为饲料而竞争。易涝地区和退化的灌溉系统造成水涝和盐渍

化。推进的沙漠不断夺去原先的耕地。 

 

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提高其庞大农村人口的生产力。

在70年代末，政府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对土地和其它资源使用的控制权和决

定权从集体制向个体家庭转移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政府逐渐放松其对市场和价格的控

制。 
 



 

 

由于这些政策转变的结果，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到2001年，人均收入已经

增加了两倍，同时极端贫困人口从大约2.6亿减少到2500万以下。 

 

尽管中国取得了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贫困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边远的农村地

区。中国东西部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更加突出，而且自70年代末以来农村和城市居民

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现在城市收入比农村收入高三倍多。政府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

通过增加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灌溉、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来改变这一

趋势。这些投资旨在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创造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 

 中国农村扶贫现状 
 
通过过去的20年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强国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 

 

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提高其庞大农村人口的生产

力。在1978年期间，政府开始了从集体农业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赋予个体家庭在土地

和其他资源使用上更大的控制权和决定权。政府还逐渐放松了其对市场和价格的控制。 

 

自从实施这些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它现在

是世界主要出口国之一并吸引了创纪录的国外投资。政府还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

度，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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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过去的25年间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1978年极端贫困人口的估计数为2.6

亿，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大约2200万。然而，最新的估算表明，8000万到1.6亿人被

列为贫穷或低收入。他们被认为是脆弱群体，并有可能重新退回到极端贫困之列。 

 

尽管如此，据估计目前有一亿农村劳动者处在失业状态，贫困正在增加。为了进一步减

少极端贫困，政府新出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已经承诺不仅要加强其扶贫和

可持续发展运动，而且要在诸如治水和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投资并削减农民的

赋税，同时政府还将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基层参与。 
 



农发基金在中国的战略 
 

1981年，农发基金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国际捐助机构，从那时起它已

经为21个农村发展项目提供了贷款。农发基金在中国的大部分项目区位于贫困

和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边远地区和山区。项目通常以农村妇女为特定目标，因

为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 

 

项目活动包括农田改造、灌溉和水利以及粮食、经济作物、畜牧和鱼类生产。

大多数活动通过农发基金支持的小额信贷服务提供资金，这种服务可使贫困的

农村家庭获得小额贷款或储蓄计划。 

 

根据政府最新估计， 有21个省市的约3000多万人受益于农发基金的项目。中国

和农发基金的合作同样也促进产生了适用于该国农村地区的农业和经济政策。 

 

鉴于越来越大的区域和地方差距以及政府关于建设更为和谐富裕社会的目标，

农发基金将继续致力于消除边远地区的贫困和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状况。在2004

年4月，农发基金总裁伦纳特•博格在罗马会见中国副总理回良玉，重申农发基金

对中国战胜贫困和发展战略的支持。 

 

2005年更新的《中国国别战略机遇报告》强调了农发基金在中国的活动的催化

作用和重点。新的战略重点强调获得机遇的途径和创新的方法。农发基金促进

贫困男女获取信息和知识以及获得自然资源、适当的金融服务和质量高端市

场。通过实施部门计划，农发基金将数量有限的战略性机遇作为其投资方向。

试点计划的积极成果将成为政策调整和利用政府自己的资源进行推广的基础。 

 
 
项目： 21个 

总费用： 13.925亿美元 

贷款总额：4.282亿美元 

直接受益：3 216 000 户 

 

 
 
 
 

 

农发基金在中国的伙伴 
从1996年到2005年，农发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确立了伙伴关系，对中国政府减

少农村贫困和饥饿的努力给予援助。农发基金目前对其全部在华项目采取与粮食计划署联合投资

的方式，组成了两个联合国机构间的首例金融伙伴关系。通过将粮食援助与国际金融援助相结

合，两个机构可以联合起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直接需求，同时为将来的发展积累资产。 

 

截至2005年，共制定、审批和执行了10个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联合项目，它们主要集中在西部

和西南部省份。全部项目费用估计为6.3亿美元，其中8700万美元（52.4万吨粮食）来自粮食计

划署，2亿美元来自农发基金。 

 

伙伴关系依靠粮食计划署的脆弱性分析和绘图系统来确定中国最贫困的县镇，它们主要集中在少

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山区。该办法采用粮食安全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如安全饮用水和电的供应，

来选择最脆弱的地区。农发基金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被用来进一步准确确定这些地区最贫困的

家庭和村庄。 

 

粮食计划署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粮食和创收技能：以训代赈是一项功能性扫盲和技能建设计划，

而以工代赈则教会农民如何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和扩大其可耕地。 

 

农发基金的大部分贷款都包括对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支持。项目与农村信用社共同努力，帮助

扩大其客户基础，将农村社区最为贫困的部分包括在内。农发基金的资金还用来改善推广服务，

如在畜牧、经济和粮食作物、重新造林等方面，以及重建农村基础设施，如道路、水厂及卫生和

教育设施。 

 

在制定并实施其战略以便协助中国政府开展减贫和发展计划的同时，农发基金也在努力扩大与其

他国家、国际和双边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 



正在实施的活动 
 
 

 
 

内蒙古农业综合发展项目 

 
尽管中国正经历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前所未有的贫困减少，在西部等主要不发

达地区不平等现象却逐步上升而且农村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这个由国际农发基

金直接监督的项目将致力于促进农村贫困男女平等地对信息、技术、农村金融

和市场服务的获取，来可持续地减少项目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在努力实现持续

改善贫困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项目将引入创新扶贫措施以及可以复制和

扩展的扶贫模块。项目还有利于促进正在进行中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项目的目标群体包括项目区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特别是以妇女为支柱的家庭。

这些人群技术能力低下且不易获得金融服务，所以特别需要外部发展努力的支

持。 

 

项目的主要目标为： 

 通过促进农牧业生产、有机农业、农技推广和市场链接服务来改善农牧

民的生产和产品营销； 

 通过成立村级妇女信贷小组和乡级妇女协会为农村妇女开展创收活动提

供策略性支持； 

 通过开发微型金融、加强和壮大基层农村金融合作组织以及皈正成功的

小额信贷组织来支持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 

项目总投资：709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3000万美元 

项目执行期：6 年 

项目地点：内蒙古9个县 

直接受益人口：125，000农村

家庭 

联合投资方:农村信用合作社

(570 万美元) 

 
新疆贫困地区农村综合发展项目 

 
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减少， 但不公平性仍在上升，农村贫困

依然持续，特别是在西部不发达地区。这个项目将使农发基金与当地政府一起致

力于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贫困地区的发展。项目目标是减少新疆地区特别是项

目区妇女的贫困，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 

 

项目的具体目标是： 

• 引入社区管理自然资源，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项目总投资：550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2510万美元 

项目执行期：5 年 

项目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直接受益人口：176，000农村家庭  



• 鼓励通过科技推广来实现农业发展； 

• 改善生产者参与有机农业市场活动并获取应得利益； 

• 通过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开发面向贫困人群特别是妇女的信贷产品来

支持微型金融的发展。 

 

项目采用模块式分阶段设计，以便使地方项目管理机构能够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

和市场情况，调整项目创新内容并在第二阶段加以更有效的实施。项目最终将使

政府或其它发展机构能够在项目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广有效可持续的扶贫模式和

办法。 

 

项目采用的模块的方式将为适应中国农村快速变化的情况提供调整和改进的灵活

度。通过支持建立可持续的基层组织包括妇女小组等，项目将帮助农村贫困人群

来持续和扩展有效的扶贫活动。 
 

 
甘肃南部扶贫项目  

 
甘肃省中南部边远山区的村庄是最为贫困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面临艰苦的生活条

件、经常性的干旱以及灌溉和生活用水的极度短缺。他们缺乏医疗保健和教育。可

耕地产量很低，而且他们没有资金和应用改良技术的知识。 

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帮助提高产量以及涉农和非农活动来提高粮食安全并增加收

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服务及教育、卫生和社会网络的途径。投资将对农

村基础设施、获得金融服务和教育机会以及特别是妇女间的基层组织提供支持。公

共资源的保护也是一项优先重点。 

总费用：806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930万美元 

直接受益：300,000户 

联合投资：世界粮食计划署 

 
 

农村金融部门项目 
 

准备在国家一级实施的这一项目将首先对特定地理区域产生影响，那里的贫困人

口通过旱地农耕和到其他地区做季节工或短工来勉强维生。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增

加获得金融服务和市场的机会，使农村贫困人口改善其生计。为了促进目标的实

现，农发基金将对农村金融部门和拟议的政府关于农村信用社政策改革提供支持。

其目的是让信用社成为可使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受益的可持续性小额金融机

构。政策试点改革已经在该地区试行，并正 

在农发基金资助的中国其他项目中实施。一旦政策环境适宜，农村信用社便会在

农发基金未来的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为执行新的，特别是有关小额信贷的政策提供资金。该项目

强调借贷政策在更好地提供农村信用社贷款以及机构和执行政策在提高机构效率和

促进金融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性。 

总费用：2130 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1470 万美元

期限：2005-2009 年 

地理区域：两省的四个贫困县

直接受益：120000 户 

 
宁夏和山西环境保护及扶贫项目 

 

该项目涉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山西省的12个贫困县。至少有80%的家庭属于贫困

家庭，10%被列为极端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为82美元。由于该地区气候恶劣，

大多数家庭遭受季节性的粮食短缺。该项目与合作伙伴和农村贫困人口共同努力

来增加收入、改善获得卫生和教育设施的途径并确保淡季的粮食安全。该项目鼓

励社区参与村级发展规划，并支持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扫盲和培训项目。 

总费用：903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890万美元

期限：2005-2011年 

地理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和

山西省 

直接受益：300,000 户 



广西西部扶贫项目 
 

该项目旨在减轻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个最贫困县农村人口的贫困。该地区至少有

80%的家庭被列为贫困，10%为极端贫困。14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来自在很小块土

地上的耕作和非农活动，如饲养小牲畜、加工和销售。妇女是主要的受益群体并

参加与用水管理、小额信贷和培训等相关的活动。该项目鼓励社区积极参与村级

发展规划，并帮助村民管理其自然资源及建立地方农耕协会。 

总费用：1.073亿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3040万美元

期限：2002-2008年 

地理区域：广西壮族自治区 

直接受益：240000户 

 

 
已完成的项目  

 

秦岭山区扶贫项目 
 
总费用：1.063亿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890万美元 

期限：2001-2007年 

地理区域：湖北省西北部和陕西省西南部 

直接受益：310000户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项目 
 
总费用：1.072亿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800万美元 

期限：1999-2007年 

地理区域：贵州东部和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 

直接受益：365000户 

 

安徽皖西南农业综合发展项目 
 

总费用：5567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650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97-2004年 

 

川东北和青海/海东农业综合发展项目 
 
总费用：1.0811亿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786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97-2002年 

 

江西赣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总费用：4883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380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96-2001年 

 

青海海南农业发展项目 
 
总费用：4027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000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95-2000年 

 

 

云南思茅农业发展项目 
 
总费用：506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580万美元 

类型：农村信贷金融服务 

期限：1993-2000年 

 

吉林低洼地开发项目 
 
总费用：552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760万美元 

类型：农村发展 

期限：1992-1997年 

 
 



 
 
山西农业综合发展项目 
 
总费用：506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530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91-1997年 

 

山东烟台农业发展项目 
 
总费用：429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150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90-1996年 

 

四川畜牧发展项目 
 
总费用：3465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1732万美元 

类型：畜牧发展 

期限：1989-1994年 

 
 
 
 
 
 

 
 
 
广东综合淡水养鱼项目 
总费用：314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1200万美元 

类型：渔业发展 

期限：1987-1992年 

 

农村信贷项目 
 
总费用：714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500万美元 

类型：农村信贷 

期限：1985-1988年 
 

河北农业发展项目 
 
总费用：5150万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2500万美元 

类型：农业发展 

期限：1983-1988年 

 

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 
 
总费用：1.123亿美元 

农发基金贷款额：3500万美元 

类型：畜牧发展 

期限：1981-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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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Thomas Rath 
Country programme manager， IFAD（罗马总部） 
电话：+39 0654592069 
电子邮件：t.rath@ifad.org 
 
Sun Yinhong 孙印洪 
IFAD Country Presnece Officer, Beijing PR 
China （北京办公室） 
电话：010-85325228-5251 

电子邮件： y.sun@ifad.org 
 
欲知更多关于中国贫困的情况，请访问

以下链接： 
http://www.ruralpovertyportal.org 

 

  
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农发基金是致力于在世界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与贫困作斗争的联合国专门机构。通过提供低息贷

款和赠款，它制定计划和项目并提供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项目是根据受援国国情以及通过

贫困人群参与得出的限制因素和发展需求来设计的。 

 

自1978年开始运作以来，农发基金为世界各地的751个项目提供了98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活动使得

3.1亿多小农、牧民、渔民和无地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土著社区的成员逐步实现让自己和家人更美

好生活的愿望。 

 

但这仅仅是农发基金资助项目总投资的一部分。在过去的29年间，参与项目建设的政府部门、受

益人群、单边和多边机构以及其它合作伙伴还为这些项目投入了164亿美元。 

 

通过与包括农村贫困人口、政府、非政府组织、金融和开发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在内的伙伴共同努

力，农发基金在与贫困作斗争中不仅是一个借贷机构，而且还是农村贫困人口的支持者。它的优

先重点之一就是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发展和壮大其组织，从而扩大其利益并消除阻碍如此众多人

口，特别是妇女实现自己更美好生活的障碍。通过这种方式，农村贫困人口将能更充分地参与决

定和掌管自身的发展。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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