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国怎样培育 
人力资本
政府协调

整个政府体系以及各发展伙伴之间加
强协调，并在互补性部门增加投资，
有助于大幅推进人力资本发展议程。

worldbank.org/humancapital

关于本系列

这个由四部分组成的系列探讨各国政府为
克服各种障碍、有效投资于人力资本建设
而采取的各种策略。本系列以“全政府方
式”为核心，这种方式要做到（1）有关
努力跨越政治周期；（2）各级政府和各
部门相互协调 (3）以证据为基础来设计政
策和项目。

尽管采取以上任何一项策略都有助于人力
资本的培育，但那些兼顾三方面的国家通
常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在这个系列中，
我们利用一些国家案例来考察这种做法的
各个方面，最后总结成功采用三项策略所
带来的可观成效和长期收益。

智利：将部门性项目联系起来

智利的“智利伴你成长”项目（ChCC）创新性地
将与儿童发展需求相关的多个项目有效联系起来，
并将市级和地方性网络与国家一级的政策和项目相
衔接。ChCC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独项目，而是由若
干针对9岁以下儿童及其家庭进行投资的跨部门项
目与服务协调组成的一个体系。ChCC所包括的项
目中约70%在该项目成立前就已经存在。

该项目由健康、教育和社会发展这三个关键部共同
管理，项目的多维度性使不同部门开展的工作得以相
互强化。设立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基本保持服
务提供的原有组织形式的同时建立新的协调架构，从
而更好发挥现有机构的作用。ChCC项目成立十年多
后，现已扩大到全国，覆盖全智利的大多数家庭。

埃塞俄比亚：对接发展伙伴

埃塞俄比亚“提高生产率安全网项目”（PSNP）
是发挥政府与发展伙伴之间协同作用的一个例子。 
11个发展伙伴共同努力，创建了跨部委的有效实
施安排，并统一提供技术建议，支持这个政府主导
项目的实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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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PSNP的良好实施，从2006到2014年，埃塞
俄比亚的粮食安全大幅改善，具体表现在平均粮
食缺口（居民家庭报告粮食短缺的月数）下降超
过一个月。那些原来粮食安全水平最低的家庭改
善最为显著。2011年有分析指出，该项目已使全
国贫困率下降约1.6个百分点，即帮助140多万人
摆脱贫困。2 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在推动减贫方
面，PSNP比通过所得税进行的再分配更为有效。3 

巴基斯坦：通过投资于技
术支持人力资本项目

巴基斯坦政府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来有效提高服务
质量。旁遮普信息技术委员会创建了一个定制式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开展免疫工作的农村卫生
工作者仅需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保存获得接种的
儿童所在位置。虽然教会所有卫生工作者使用这
个应用程序花了几个月时间，但通过这项技术很
快就创建了数十万个数据点。把这些数据点与卫

星地图相连，规划人员就能看到哪些村庄已经得
到了免疫接种服务、哪些村庄被遗漏。服务覆盖
的漏洞可以暴露疫苗接种规划的不足。有些时候
工作人员没被派到正确的地点，而另一些时候是
哪些地点由哪个团队负责没有明确安排。数据还
可以显示哪些团队未能完成其工作任务，在哪些
地方卫生工作者因为省政府不支付其交通补贴而
未前往开展服务。4

印度尼西亚：充分发挥社区的力量

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经常被用来将家庭或社区层
面的多项部门性干预措施联系起来。印度尼西亚
的“家庭希望计划”（PKH）就是一个有条件现
金转移项目，它向受益家庭直接发放现金，前提
是他们必须接受当地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受
益家庭还需要参加“家庭发展讲座”，其中就包
括旨在促成行为改变的健康和营养内容模块。PKH
于2007年启动，现有大约1000万贫困家庭受益。
项目提高了他们的营养水平，并确保儿童可以更
长久地留在学校学习。5 

这些努力尽管降低了总体儿童发育迟缓率——自
2013年以来下降了7个百分点，但目前仍高达
30.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尼开始实施多部门
的“全国加快防治发育迟缓战略”，确保全国所
有有孕妇或两岁以下儿童的家庭都可以获得对预
防发育迟缓至关重要的一揽子服务。这项全国战
略需要23个部委的协调，这些部委都对确保每个
村庄、每个家庭都可以获得预防发育迟缓的核心
服务发挥某种作用。这包括卫生部、公共工程部
（供水和卫生设施）、教育部（儿童早期发展）
、社会事务部（社会保护项目）、农业部（食品
供应）、宣传部（行为改变）以及内务部和农村
部（区和村一级的服务提供）。因为印度尼西亚
是一个有8.1万个村庄的高度分权国家，该战略还
要求加强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以确保基层可以
有效提供预防发育迟缓的各项服务。6

埃塞俄比亚阿鲁西的妇女使用由“提高生产率安全
网项目”提供的托儿所。 
照片作者: Binyam Teshome/世界银行



埃及：通过补贴改革创造财政空间

近年许多国家减少了财政成本高昂的能源补贴，
将省下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2014年，埃及
开始实施燃料与电力补贴改革，在三年内将这类
补贴削减了一半以上。能源补贴的削减创造了每
年140亿美元的财政空间，埃及政府利用这一空
间推出了现已覆盖950万贫困人口的现金转移项
目，将食品补贴提高300%，并扩大学校午餐计
划以覆盖1200万儿童。最近的分析发现，由于
这项改革，埃及的长期GDP增长将提高约一个
百分点。7

阿富汗：社区驱动发展

在那些受脆弱形势或冲突和暴力影响、政府机构
和服务十分薄弱或捉襟见肘的国家，社区驱动发
展（CDD）项目对改善人力资本成果尤为有效。
在阿富汗，“阿富汗公民宪章项目”旨在通过加
强社区发展委员会，改善社区的核心基础设施、
应急支持和社会服务。该项目正在全国所有34个
省份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公民打分卡计划，以改善
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服务的提供。它在动员公
民参与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初步成果。自
2016年启动以来，77%阿富汗公民参加了本地发
展委员会选举，女性参与率达到70%。该项目是
以阿富汗政府的“国家团结计划”为基础，该计
划筹集了近25亿美元，与35000多个由社区自己
选出的发展委员会合作，支持了88000多个社区
层面的基础设施项目，涵盖了交通、教育、供水
和卫生设施等多个领域。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乌干达：多部门方法

最近一个世界银行项目采用多部门方法，在吉布
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境内的难民接

纳社区改善基本社会服务，扩大经济机会，加强
环境管理，已取得良好的初步成果。这个项目名
为“对流离失所问题的发展响应”（DRDIP），
于2016年启动，最终将在非洲之角的11个难民收
容区实施，为期五年。项目目标是覆盖难民收容
区里的250万人和11万名难民，从而为7.5万个难
民家庭提供生计支持。该项目有五个主要组成部
分：社会经济服务和基础设施；环境和自然资源
管理；生计支持；项目管理——包括监测评价及知
识共享；向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提供支持，扩大关
于被迫流离失所和混合移民问题的地区秘书处。8

目前项目已使埃塞俄比亚逾21.8万人受益，其中
近一半是妇女。在所有受益人中，有逾1.2万名儿
童上小学的机会得到改善，逾2万人获得了更好的
医疗卫生服务，7.6万人的用水条件得到改善。9

许多国家减少了财政成本高
昂的能源补贴，将省下的资
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

埃及：
每年将140亿美元资金转
为支持950万贫困人口

食品补贴提高300%

扩大学校午餐项目以
覆盖1200万儿童

长期GDP增长潜力提高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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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项目（HCP）是为更快、更
多、更好地对人投资、推动更大公平和
经济增长的一项全球性努力。该项目帮
助各国领导人创造必要政治空间，使之
可以将具有转型意义的健康、教育和社
会保护投资作为工作重点。项目目标是
实现更迅速的进展，以建立这样一个世
界：所有儿童都获得充分营养，做好学
习准备，他们在学校里能真正学到知识
和技能，作为健康、有技能、生产率高
的成年人进入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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