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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权利 发展的权利

参与的权利受保护的权利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阐述了世界范围内儿童都应享有的四大基本权利：

你知道吗？



在刚刚结束的2011-2015 年项目周期中，有你的支持与同行，我们才能够为最弱势的儿童提供帮助。

欢迎你走进了解部分具体的项目和事例，探寻这五年背后的故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1979年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长期开展儿童援助项目，我们的项目周期为五年。

政策引导
推广落实

项目试点
研究、开发并实施项目

试点模式，改善试点地

区儿童生存发展状况。

根据试点经验和成果，推动

政府制定或完善与儿童相关

的政策、标准、指南。

支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项目经验，加强政策落实，

使更多儿童受益。

惠及儿童数

“试点-政策-推广”的模式
我们的工作模式：

你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如何致力于实现每一个儿童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每个孩子都享有生存和健康成长的权利。

生存的权利
     -小生命，大未来

“要是没有医生，我和儿子就都没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生小儿子的那天。如果没有医生，我和儿子就都没了。”

35岁的阿依日哈（化名）生活在四川省凉山州。“我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孩，06年和08

年在家里由我婆婆帮着接生的。这几年经常听村医说要到医院生孩子，这样安全，又不收

费。”

阿依日哈第三次怀孕后，在村医的劝说下定期去乡医院做产检。怀孕期间一切状况都良

好。但是孩子生下后，阿依日哈出现大出血。乡医院经过救治还是无法止血后，立刻安排救

护车将她转诊到县医院，并且通知县医院医生提前在路上等救护车，从而做到尽快救治。

产后出血的相关救治措施以及转诊制度的建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中针对县乡级医

务人员的一项重要培训内容，这一重要的干预措施能够帮助挽救更多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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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母婴健康
我们在7个西部省份35个偏远贫困县和2个东部省

份的2个流动人口聚集地区开展母子健康项目，全力降

低孕产妇、新生儿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制定出2015-2020 年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和减少儿童

疾病发生的《中国儿童生存发展策略》和《新生儿行动计

划》，并被中国“十三五”期间妇幼健康发展战略采纳。

• 从2011 年起推动6个地级市县的医疗卫生机构以电子化

和网络化的孕产妇及儿童信息系统取代了纸质信息档案。

使得妇幼保健的服务质量和老百姓获得服务的便利性和舒

适度得到很大提升，直接惠及33.6万孕妇和相近数量的五

岁以下儿童。

• 项目开发的母子健康手册，涵盖了整个孕产期以及0-6岁

儿童的全程保健信息，母亲可在手册中自我监测和记录孕

产期和儿童所有的健康和保健信息，供医生进行诊疗反

馈。2015年被国家卫生计生委采纳，并联合启动了全国统

一的《母子健康手册》试点工作。2016年下半年，6万份

手册将被分发至国家7个试点县孕产妇和新生儿母亲手中。

• 在艾滋病严重的3个西部省份，开展家庭社区动员宣传及

支持服务，推动及早筛查和规范治疗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

播工作，协助政府将项目经验向全国推广。2015年卫生

计生委将艾滋病母婴传播预防工作纳入现有妇幼卫生综合

服务之中，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实施，实现了从2015年起

全国所有孕期妇女和儿童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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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0年起通过营养包项目试点为国家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积累经

验。推动国家自2012年开始在21个省341个贫困县实施贫困地区

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为婴幼儿免费提供营养包，项目将惠及400

万婴幼儿。

• 支持制定了孕妇乳母多种微量营养素标准，未来五年将在15个贫

困县进行试点，并将进一步根据试点经验推动国家在更大范围内

实施此标准。

• 2013年来发起“母爱10平方”活动，通过网络宣传和线下母乳喂

养室的修建，倡导全社会支持母乳喂养。至今已在全国136个城

市建立了1583家母乳喂养室。

• 我们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在全国推动采纳和扩展爱婴医院评

估标准并开展评估。爱婴医院认证目的是确保所有有产科医院都

能成为支持母乳喂养的中心，并限制母乳代用品的大肆营销。到

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共7036家医院通过了爱婴医院评估。

下一步将针对此标准制定具体实施规范，完善具体操作流程。 

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我们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儿童营养状况，消除地区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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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平安 
我们在北京市、江西省、江苏省先后开展预防儿童

伤害项目试点。

• 在三个省市创建了“安全家庭、安全校园、安全社区”

的综合模式，促使地方妇联、教育、卫生、交通、公

安、水利等部门协调合作，逐步建立儿童伤害监测系统

和报告机制。受益儿童数将近16万。

• 我们编制并推广的“安全小卫士”教材已列入北京教委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伤害预防试验推广项目”。

• 开发了系列儿童伤害预防指南，供全国预防儿童伤害的

妇儿工委和疾控中心等工作人员作为工作依据，组织当

地政府和社区开展相关活动。

• 在项目推动下，预防儿童伤害已被纳入《中国儿童发展

纲要（2011－2020年）》。

小厕所、大民生
我们在50个村实施“环境卫生全覆盖”项目，在

7个省13个贫困县共330所学校开展“爱生学校全方

位环境改善”项目，在西部五省38个乡镇卫生院试点

水环境卫生改善项目。

• 针对项目县及村学校、乡镇医院、管理机构进行水环

境卫生培训，激发卫生院、学校和社区在水环境卫生

变革上起主导作用，促进人们转变陈旧观念。

• 项目经验得到扩展，73个非项目村成为“粪便无暴露

村庄”，超过10万老百姓受益。近200所项目学校提

供煮沸后的饮用水，36所项目学校使用全新的卫生厕

所和洗手设施，直接受益师生超过12万。

• 2014年，教育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中明确提出了水、环境卫

生与个人卫生的三项指标要求。

• 根据38个乡镇卫生院试点水环境卫生改善项目的项目

经验编写了乡镇卫生院供水、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指

南，将进一步推动该指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中国西部和偏远山区开

展“儿童早期发展”和“爱生

学校”等项目，农村孩子不再

孤立无援。每个孩子都享有受

教育和发展的权利。

发展的权利
-让更多孩子乐学起来

“我要多陪伴孩子”

小曾（化名）是3 岁的乔乔（化名）的母亲，她每天都会带着小儿子

乔乔去湖北省宜昌市儿童早期发展社区服务中心参加活动。五年前，小曾

和她的丈夫从福建省来宜昌务工。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五岁，比

乔乔大两岁。当中心开始免费向居民开放时，小曾认为自己一家没有当地

户口，不具备享受这一服务的资格，因此就没有问询带孩子去参加活动的

事儿。后来，中心的志愿者和妇女干部主动找到她，并表明欢迎社区中的

每个孩子都去参加中心的活动。现在，每天在把大儿子送到幼儿园后，小

曾都会带着小儿子乔乔去中心参加活动，她说她觉得在社区有归属感了。

小曾说她在中心学到了很多科学的育儿知识。“我现在在家时，会尽

可能用所有的时间和孩子多交流，我要多陪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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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困境儿童享有最佳的生命开端

为了让贫困儿童拥有平等的起跑线，我们致力

于让更多孩子从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受益。

• 从2011年起，在重庆、广西、贵州、新疆和云南5省

5县的250所农村学校开展“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试

点。1800多位地方培训者及校长参加了培训，3000

多位教师和14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为四川和甘肃578 

所学校以及云南87所学校的教师提供即时的现场的教

师培训。这种送教下乡，为教师提供持续支持的指导

模式被纳入教育部2015-2020年乡村教师培养计划，

4000万孩子和330 万教师将从中受益。

• 自2013年开始，我们在贵州和山西的4个国家级贫困县

开展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目试点，为0-3岁儿童提供包

括卫生、营养、早期启蒙、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一揽

子综合服务。

• 我们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众多的湖北、湖南及河北三

省为资源贫乏、最需要帮助、最有需求的儿童和家庭居

住的40个社区建立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社区服务中

心，并对看护人进行幼儿早期发展培训。

• 在新疆、云南、广西、贵州和重庆五省（市）针对3-6 

岁儿童开展“爱生幼儿园”项目。通过培训帮助幼儿教

师和家长摆脱传统的填鸭式的学习方法，让儿童身心潜

能得到充分发展。

• 参与制定、试验和实施全国范围内国家《3－6 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制定《幼儿园安全友好环境建设指

南》，开发科学育儿网http://yuer.cbern.com.cn/。

让孩子乐学善学

通过创建爱生学校理念，为孩子们创建一个快

乐、安全、友好的校园环境，倡导和激发孩子的好奇

心，让孩子乐学善学，得到全面综合的发展。

©UNICEF/China/2015/Wu Kaixiang

©UNICEF/China/2014/Jason Li



“生活有了希望”

生活在云南省俄罗村的贺亮（化名）今年10岁，妈妈在他

4岁的时候去世了，3年后，贺亮的爸爸也因病去世，贺亮和

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贺亮变得特别内向，无论大人还

是小朋友过来跟他说话，他都爱理不理。村里的儿童福利主任

瑞应特别担心这个孩子，用了半年时间和贺亮交流。慢慢地贺

亮的性格发生了些变化，愿意参加活动了，和其他小朋友玩得

相当好，甚至舍不得回家。瑞应还为贺亮申请了孤儿补助，鼓

励爷爷奶奶养小猪和小牛提高家里的经济收入。几年的帮助下

来，贺亮变得更加开朗了。奶奶说他们现在觉得生活有了希

望。“长大以后，我想当一名魔术师”，贺亮说。

每个孩子都享有在安全、受保护和

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的权利。

受保护的权利
-实干和法律，孩子安全有保障

©UNICEF/China/2014



让困境中孩子们的心不再孤单

我们通过在最基层摸清困境儿童面临的问题并提供及时

的帮助，逐步建立起深入村级、综合全面的儿童福利体系。

• 2010年开始，我们在中西部5个省份的120个村设

立村儿童福利主任，协助每一名有需要的儿童享

受应有的福利保障，试点地区近8万名儿童受益。

2015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

展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决定在全国百县千村推广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

• 汶川地震之后，我们与国务院妇儿工委合作，设立

了40所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友好家园。基于此成功

经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中明确写入，到2020年中国90%社区将建立儿童之

家。从2012年起，我们支持国务院妇儿工委在9个

省共19个县建立儿童友好家园，为当地困境儿童提

供心理辅导、早期儿童发展活动、基于社区的儿童

保护和福利服务。

• 彝良、雅安、鲁甸、景谷地震后，我们在当地建立

了共16所儿童友好家园，为受灾情影响的孩子们提

供安全玩耍和学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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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China/2015/Xia Yong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伤害

对于遭受暴力侵害的孩子们，我们倡导所有人行

动起来，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的、免于恐惧和伤害的

成长环境。

• 自2011年起，我们支持全国妇联编写了供全国60万

保护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和社区妇女/儿童

之家工作人员使用的《妇女之家维权服务工作指南》

和《12338热线服务工作指南》。

• 自2011年起，我们在全国8个市县开展儿童保护综合防

治试点，建立社区儿童保护三级预警机制，有效预防并

应对暴力伤害儿童行为。仅云南省华宁县就实现受益儿

童6.6万名，受到重点关注的高风险儿童2600名。

• 我们积极参与和推动为儿童提供特殊保护的政策制定

和立法，并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各方努力，中国第一

部反家暴法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首次立法明确

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措施。



面对生活，改变人生！

文钦（化名）从技工学校辍学后，一直待在家。在社

区引荐下他参加了青少年技能培训班。第一天，他抱着

无所谓的态度来听课，与整个课堂及同学们格格不入。

随着课程的深入，文钦的学习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参与“风雨同舟”小组活动时，文钦扮演“哑巴”，带

领扮演“盲人”的同伴，认真顺利地通过一系列“障

碍”，安全到达目的地。经过一系列相关培训后，文钦

说：“我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每个孩子都享有表达意见，参与

社会事务的权利。

参与的权利
-孩子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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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分享、关爱

我们希望成千上万的弱势儿童，都有机会和同伴

分享经验及乐趣。我们通过教育宣传减少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所面对的歧视和排斥。

• 我们在青少年中开展艾滋病同伴教育。培训同伴教育

员走入学校和工作场所，向流动儿童和青年打工者传

播预防艾滋病的核心信息。

• 我们与社区组织合作，通过微信、推送简报、开发好

玩的线上游戏鼓励年轻人获取有关艾滋病和安全性行

为的信息、参与论坛讨论以及预约咨询检测服务。

• 我们支持开展了社区组织、国际国内合作伙伴和青少

年代表的利益相关方咨询，探讨制约青少年，尤其是

重点人群青少年利用艾滋病咨询、检测和治疗所面临

的瓶颈和障碍，为国家艾滋病检测相关政策和指南开

发如何反映社区和青少年需求提供依据。

帮助孩子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

我们从2011年开展对于偏远和贫困农村地区青少

年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培训。提高他们独立生活、自我

管理以及沟通的能力，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

• 青少年技能培训在中国10 个省19 个县的农村地区实

施，直接受益青少年3 万多名。

• 青少年技能培训模式和课程体系弥补了政府职业培训内

容中的空白，已经被教育部和科协采纳并在当地试点项

目县进行推广。通过正规教育，为弱势儿童尤其是大龄

流动和校外青少年提供了第二次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学

会适应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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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的持续支持，我们的项目可以持续地实施。但是最弱势儿童仍然面临挑战，这部分最弱势的儿童就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下一个五年项目周期的工作重心。我们将致力于在2020 年针对儿童应该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达

成以下目标。

下一个五年，翻山越岭
©UNICEF/China/2015/Xia Yong



健康
• 　将试点县能够提供高质量基本新生儿保健的医疗机构的比例从不到20%提升至80%。

• 　推动试点地区80%家庭使用涵盖身份证明、出生登记和妇幼服务信息的一卡通，为所

有五岁以下儿童提供儿童健康档案。

• 　推动国家政策出台并采纳，促使全国参加医疗保险的新生儿的比例从22%提升至

97%，全面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免疫与伤害预防
• 　至少将1 种新疫苗纳入常规免疫中，并逐步提高其他新疫苗的可及性和覆盖率。

• 　将试点县从现有3省9县区拓展到50个县。实现试点县1000所小学和1000个社区使

用儿童伤害预防指南和工具，同时推动预防儿童伤害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开发。

营养
• 　在项目地区开展营养咨询活动，促进早开奶、纯母乳喂养和科学辅食添加，促使最贫

困地区达到最低可接受膳食的儿童比例从目前的4%提升至40%。

• 　推动国家在目前全国儿童营养包项目县实施孕期营养素补充剂项目，全面促进生命最

初1000天营养支持与干预。

生存

水环境卫生
• 　推动试点县和全国拥有卫生厕所和洗手设施的卫生服务和儿童保育机构的比例分别从

原有50%和36%提升至80%和50%。

• 　建设以社区为主导的环境卫生全覆盖模范乡镇，推动健康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指标体

系中纳入儿童生存关键要素。



受保护

儿童福利与保护
• 　推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转型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试点，为困境儿童提供帮助。

• 　在50%项目试点地区建立儿童保护信息管理系统。

• 　确保项目地区60%需要儿童保护和福利相关支持的孩子们获得了相应的充分服务。

• 　在全国31 个省实施百县千村项目，推广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确保贫穷偏远村庄建立

深入村级、综合全面的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

反对针对儿童的暴力
• 　继续推动对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相关政策和立法。

• 　推动反家暴法中儿童保护措施有效施行，包括在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和村居委等

建立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制度。

• 　实现项目试点社区中不使用暴力方式管教孩子的监护照料人比例从40%提升至60%。

发展
儿童早期发展

• 　促使教育部制定并采纳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质量评估指南和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评估工具。

• 　五个欠发达县试点爱生幼儿园中的在园儿童在认知、社会情感和身体发展水平将从现有非

常有限的状况，改善为75%在园儿童的发展领域有大幅提升。

爱生学校
• 　开发爱生学校国家标准指南，从而为全国实施模式提供依据。

• 　将试点县爱生学校学习成果有改善的比例提升至60%。

• 　为最不发达地区教师开发培训策略，基于爱生学校试点经验制定教育部教师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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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五年中，我们希
望重点关注缺乏并难以获得公
共服务的弱势人群,无论他们住

的那座山有多高。诚挚
地感谢您，也邀请您与我们一
起，为了孩子继续攀登前行。

参与
•　开发性别敏感的校外青少年培训模块，并在10 个县实行试点。

•　促进政府采纳生活技能模块并将其纳入职业教育教学大纲。

•　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有效倡导公众积极关注儿童问题。

•　通过覆盖5000 万用户和所有省份的数字化活动，动员青少年应对艾滋病。



三种一次性捐款方式(请汇款时备注您的会友ID号或联系电话)

每月捐款：
感谢您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贫困儿童提供持续性帮助。

欢迎填写随信所附的反馈表并寄回给我们。

或登陆http://yuejuan.unicef.cn，直接在线加入月捐。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网上捐助

感谢您的支持！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或网上银行均可办理。

捐款帐户名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捐款帐户号码：7783 5002 1519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开户行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100818

使用随附的中国邮政汇款单汇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资处

北京市三里屯路12号

邮编：100600

只要持有境内银行卡及网上银行帐户， 
您就可以进行网上捐款。

请登陆http://apr.unicef.cn；或直接汇款至我们的
支付宝帐户 ：cnalipay@unice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