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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一位女性的成长，
     将影响三代人的命运”

这是一句中国的俗语，亦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的初心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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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学芳

夏学芳是村里“火波若玛”（意为“月亮的女儿”）艺术团的表演者和副团长，

还是当地一家民宿的经理。她为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喜欢向来访游

客介绍这座村庄丰富的历史文化。村里的生态旅游合作社成立妇联组织时，夏学

芳成功当选为妇联主席。2020年，芒果种植让她的年收入翻番，大大改善了家

庭经济水平。

韩世琼在外普拉村长大，当时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小时候，她每天需要走到河边

打水再用背篓背回家。当她的梦想终于成真、开始经营自家的养猪场后不久，她

的丈夫却不幸离世，留下她独自一人。经历了猪场管理的百般挑战，她找到了一

家畜牧学校“充电”，学习家畜饲养。经过不懈的努力，她意识到“女性有能力

自力更生”。现在，韩世琼是村里艺术团的主席，也是一位自豪的养殖户。  

韩世琼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我们在村子里成立了合作社……有一家旅店、一家青年旅舍和一家客栈，由我负

责管理。这一切都是以前万万想不到的，而现在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虽然这是个小养殖场，但只要我全力投入，一点一点地学习，那么任何事情都

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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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艳是外普拉村委会最年轻的委员，她拥有本科学历，在县城有着不错的工

作，当全国开展乡村振兴时，她毫不犹豫的回到了家乡，立志用自己的所学所能

支持家乡的发展。返乡后，她不仅毛遂自荐加入到村委会工作，还主动申请加入

生态旅游合作社，在服务好家乡亲友的同时，现身说教，带领妇女姐妹依托合作

社平台，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以妇之力、建妇之家。  

“村子里的桥让我们得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我还想再建一座桥，让外面的人也能

来看看我们的外普拉村……尝尝村里的水，听听我们的歌声，和我们一起跳舞，

体验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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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艳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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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改

善。中国减贫行动的成功，标志着全球四分

之三的极端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1

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主要依靠两大支柱：一

是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新

的发展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二是实

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消除长期贫困。2

尽管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中国的经

济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其中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

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较

大差距。

概要

1.  世界银行，2022年4月1日，《联合研究报告：8亿人摆脱贫困的中国经验》，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2/04/01/lifting-800-million-
people-out-of-poverty-new-report-looks-at-lessons-from-china-s-experience

2.  世界银行集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2，《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bdadc16a4f5c1c
88a839c0f905cde802-0070012022/original/Poverty-Synthesis-Report-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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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乡村实践

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携手

玫 琳 凯 中 国 、 中 国 国 际 经 济 技 术 交 流 中 心

（CICETE）、云南省妇女联合会以及永仁县

政府，启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聚

焦云南省外普拉村女性精准扶贫和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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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背景：
艰巨的发展任务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关于我们”，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about-us/about-china/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本报告旨在为负责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政府部门

及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提供参考，助力在地方层

面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农村贫困，并实

现绿色发展与包容性增长。

其次，本报告为其它面临类似发展挑战的国家

提供了经验总结和最佳实践，以期帮助其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并改变阻碍性别平

等和女性赋能的社会习惯。

报告结论还强调了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的重要

性，这些合作能有效加快地方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进程。 

本报告主要探讨以下话题：

在确保包容性经济增长方面，可以从中国

的减贫工作中学习到哪些经验？

在中国，女性创业在加速地方层面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减贫等方面，发挥了

哪些潜在作用？

政府、私营部门和基层社区行动者如何通

力合作、各尽所能，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快

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本地化进程？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

市场化改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

国实现了由农业迈向制造业的经济结构转型，

并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21年，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中国有能力

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减少贫困并解决

文盲、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其他发展难题，

•

•

•

这项成就令世人瞩目。2019年，中国的人类发

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得分

为0.761，与1980年的0.407相比取得了巨大进

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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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数据统计

0.761
 人类发展指数得分

39
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

77
预期寿命

16,05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47
收入基尼系数

0.034%
人口自然增长率

63.9%
城市人口比例

97.3%
成人识字率

更多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参见：https://www.undp.org/china/about-china

以创业赋能乡村女性：
主要见解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并且在减贫方面取得

了成功，但这块做大的“蛋糕“还需要进一步 

“切好”、“分好”。 为了应对分配不均的问

题，中国政府提出共同富裕战略部署，并确立

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重

要优先事项，明确了让“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

康的生活”的目标。

共同富裕侧重于消除系统性不平等情况，为中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勾勒出了一条新的转型路

径，其中包括为人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和

其它社会保障。共同富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需

要依靠独特的能力和产业优势，确保全体人民

能够共享发展成果，降低社会经济快速转型带

来的风险。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1表明，消除世界各地

一切形式的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

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一项单独的目

标，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何

性 别 平 等 不 仅 是 一 项 单 独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它 贯 穿 了 全 部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并 且 体 现 在 4 5 个 具 体 目 标 和 5 4 个 指 标

中，反映了性别平等在不同方面的重要性。

人掉队”原则的重要方面，是一项国际法公认

的基本人权，也是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

展的基石。



中国云南省外普拉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第一阶段（2017-2021）影响力报告 中国云南省外普拉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第一阶段（2017-2021）影响力报告

14 15

9.  联合国，“妇女和女童：缩小性别差距”，https://www.un.org/en/un75/women_girls_closing_gender_gap  
10.  世界银行（2022年），性别数据门户网站 https://genderdata.worldbank.org/  

11.  世界经济论坛，2021，《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22.pdf 
12.  《世代平等》，2021，经济正义与权利行动联盟 https://forum.generationequali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EJR_FINAL_VISUAL_EN.pdf 

13.  联合国妇女署，2018，《将承诺付诸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等》，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
tions/2018/2/gender-equality-in-th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8

14.  国际金融公司，2011，《拓宽发展中国家女性拥有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https://www.ifc.org/wps/wcm/con-
nect/2a9123b3-d369-4115-8cbf-19083218ce64/G20_Women_Report.pdf?MOD=AJPERES&CVID=jqeI-xk

 

15.   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3月15日， 《为农村妇女带来平等正当其时》，https://www.ilo.org/moscow/news/WCMS_621364/lang--en/index.htm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预测：

到 2 0 2 5 年 ， 促 进 性 别 平 等 能 够 为 全 球 带 来 1 2 万 亿 美 元 额 外 的

经济增长。 8

4.  联合国妇女署，2018，“经济赋权”事实与数据 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conomic-empowerment/facts-and-figures 
5.  联合国妇女署，2018，“经济赋权”事实与数据 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conomic-empowerment/facts-and-figures 
6.  联合国安理会，2010，《秘书长的报告——女性参与维和行动》，联合国文件 A/65/354-S/2010/466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

DOC/GEN/N10/508/20/PDF/N1050820.pdf?OpenElement  
7.  联合国妇女署，2015，《预防冲突，追求正义、安全与和平：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执行的全球报告》https://wps.unwomen.org/

  

 
8.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5，《2015年职场女性研究报告》https://wiw-report.s3.amazonaws.com/Women_in_the_Workplace_2015.pdf

 

性别差距不断加大

•   

•
   

•

   

有证据显示，通过实现上述具体目标来缩小性

别差距，能够加速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4

例如，投资于女性经济赋权可以为实现两

性平等、消除贫穷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开拓

路径，因为女性更有可能将其收入用于医

疗、教育等家庭需要，从而对社会做出更

大贡献。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

体将其成就归功于女性在生产、贸易和创业中发

挥日益重要的作用，6 并将性别平等议题纳入其

经济增长战略中，包括：

加强女童教育；

扩大女性获得农业科普和信贷的机会；

消除女性在公共参与和私人领域的父权制

障碍 7

除了助力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越来越多的

商业案例表明，推动性别平等有助于经济增长。

虽然有了上述共识，但是性别平等的进展依旧缓

慢。近年来，性别差距在某些情况下持续扩大。

即使女性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非正

规 、 低 收 入 和 弱 势 岗 位 中 仍 占 据 了 过 高 比

例。

举例来说，全球有7.4亿女性为非正规就

业，这些工作普遍不稳定、工资低、工作

条件恶劣；12 同时，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

性要少23%。13

由于有些国家的法律限制女性以自己的名义签

订合同、在婚姻中支配财产以及在离婚或继承

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财产，女性比男性更难获

得土地和社会经济服务等经济或生计资产，或

•

•

•

•

•

由于法律和社会习俗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在25-54岁的女性当

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二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同龄男性的这一比

例则超过90%，并且该情况在30 年来都未得到改善。9

全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略高于50%，而男性为80%。10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消除经济层面上的性别差距还需要

151年。11

是接触金融机构，她们在创办企业时也比男性

更难获得金融服务或开设银行账户。有时，她

们还可能无法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办理身份证件

的权利，而这些身份证件往往是进行银行交易

和获取资金的前提。14

对农村女性来说，挑战尤为严峻。占世界人口

四分之一的农村女性打工挣钱或自行创业。女

性在全球农业劳动力人口当中占41%，在低收

入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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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预测：

• 如果女性农户能够像男性一样获得金融资源，那么世界上34个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出将平均增长4%；

这一数字相当于可以使当地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17%，并帮助

1.5亿人口摆脱饥饿。18

•  

16.  哈佛商业评论，VanderBrug.J，2013年9月，《女性企业家在全球范围的崛起》，https://hbr.org/2013/09/global-rise-of-female-entrepreneurs
17.  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3月15日， 《为农村妇女带来平等正当其时》，https://www.ilo.org/moscow/news/WCMS_621364/lang--en/index.htm 
1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1，《2010-2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https://www.fao.org/3/i2050e/i2050e.pdf 

AUGUST

2017

SEPTEMBER

2017
Baseline survey conducted 

OCTOBER

2017

Planned area for landscape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identified 

JANUARY

2018

Semina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area held

OCTOBER

2018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inn

Project start-up meeting and 
riverside village inspection 

conducted

JANUARY

2019
Launch of Touris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MAY

2018

On-site survey and 
preliminary design of 

landscape completed

原住民族和少数民族女性作为传统知识和习俗

的传承者，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知识

和习俗对维持当地社区的生计、活力和文化传

承必不可少。此外，这些女性在自然资源管理

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独特贡献。

农村女企业家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创新与

增长，对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她们挣钱养

家，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

例如，研究表明，女企业家倾向于把90%

的收入花在家庭和社区上，从而将包容性

经济增长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16

尽管农村女性为农村经济作出关键贡献，并对

生产力和农业主导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但由

于性别歧视和社会的陈规陋习，农村女性在从

事经济活动时会面临重重限制。她们的工作往

往不为人知，不受认可，也不被重视。17

上述种种挑战阻碍了女性参与制定经济和社会

政策，对女性贫困、社会地位边缘化以及改善

社区、重塑未来的能力有深远的影响。

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这需要破除性别平等的障碍，并制定相

应的政策和战略，使女性能够和男性一样平等

地从减贫中受益。

没有任何一方能凭一己之力去实现包括“性别

平等”在内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私营部门

可以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建立一个更具

韧性、更加繁荣的社会和市场的道路上，私营

部门与政府志同道合。

可 持 续 发 展 示 范 村 项 目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典

型——该项目在地方层面推动并加速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多利益方合作伙伴关系，从性别平等

的视角推动脱贫攻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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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琳凯与性别视角下的
影响力项目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玫琳凯一贯秉持“丰富女性人生及其家庭”的

使命，业务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并致力于成为

倡导赋能并成就女性未来的公司。

在女性还没被商业界广泛接纳前，玫琳凯创始人

玫琳凯·艾施女士就已走在时代前列，支持性别

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权益这项事业。1963年，

她用5,000美元的毕生积蓄，创立了“玫琳凯”

品牌，为女性提供具有丰厚回报的事业机会。

1995年，玫琳凯正式进入中国，为女性提供事

业机会。如今，玫琳凯美容顾问遍布中国，她们

通过这份工作实现了经济独立，并获得了企业家

精神的能力建设、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专业指导

等丰富的资源支持。

多年来，玫琳凯秉持其初心与使命，参与了一系

列具有针对性的倡议和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女

性经济赋权。

2001年，玫琳凯中国与中国知名公益组织

合作，通过1000万的捐赠资金，赋能、支

持 女 性创就 业，截 至 202 1年底，共 扶 持

4 6 , 0 24户 妇 女 创 业，辐 射 帮 扶 2 3 个 省

（区）市约83,552名女性通过创业获得更

好的生活。

2011年，玫琳凯中国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

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合

作方在云南楚雄共同开展了一个社区发展

项目，通过开发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 —

彝绣，为少数民族女性赋能。其中，彝绣文

化产业示范项目使彝族刺绣成了彝族女性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该项目不仅提高了

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区领导力，也

让玫琳凯成为中国私营部门当中助力脱贫

攻坚的佼佼者。

在促进女性创业和性 别平等的独特商业模式

下，玫琳凯中国一直致力于打造积极的社区影

响。公司很快就意识到，品牌的商业资源以及过

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的经验优势有

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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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
（ 2017-2021）

1. 促进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为社区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

支持少数民族女性成为社区未来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少数民族女性创造更多事业发展的机会；

提供培训和制度支持，为绿色创业营造可持续的条件；

加强劳动力管理和创业技能发展，支持妇女组织的工作；

监测整个项目的协调与实施；

加强项目在各利益相关方中的推广和宣传。

2.

3.

4.

5.

6.

7.

亮点一览：
玫琳凯在该试点项目中的7项影响力行动

项目成果：

• 
 

项目充分挖掘传统彝族刺绣的优势，为当

地发展由彝族女性推动的可持续生态旅

游奠定了基础。

项目为中国减贫行动贡献了力量，外普拉

村的生活处于国家贫困线标准以下的村

民比例从2017年的28%降至2019年的

0.77%，再到2020年10月下降至0%，

成功实现了全面脱贫。

• 
 

2016年9月，中国政 府发布《中国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简称《国别方

案》）。作为中国首个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 纳入

国家优先 发展事项的战略，《国别方案》从七

个方面入手，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国别方案》还提及中国将完

善国家治 理体系，建 立 跨 部门协调 机制以 及

监 督和 评 估 机制，准 确 定 位各项 工作 的成 绩

和不足。

2016年12月，中国政府设立国家可持续发展议

程创新示范区，迈出了落实《国别方案》的第一

步。示范区由国务院直接监管，并覆盖全国多个

地区，旨在探索出具有地方特点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为全国各地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

2017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交流中心与云南省妇联、永仁县人民政府

和玫琳凯中国，在云南省外普拉村发起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简称“SDGs

示范村”）项目，重点聚焦以女性为主的脱

贫和可持续发展。

SDGs示范村项目实施以来，已推进17项

可持 续 发 展目标中12项目标的本地化进

程，为中国农村地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供了成功经验。该项目契合中国国家发

展战略，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合作伙伴

选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试点。同时，

该项目也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三

五”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的“到

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遥相

呼应。

外普拉村曾一度被列为国家级深度贫困村，

并且贫困现象在彝族女性当中尤为突出。该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改善绿色经济发展

的条件，鼓励女性参与绿色创业，从而实现

减贫，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又称“全球目标”（Global Goals），
于2015年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呼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
消除贫困、保护地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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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

•

•

外普拉村介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将SDGs示范村项目的地点

选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的外普拉村。

外普拉村始建于元朝（公元1271—1368），是一个古老的彝族

村寨。2014年，外普拉村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

外普拉村由三山两河环绕，以美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遗

产（如彝族刺绣、民间节日）而闻名。当地房屋色彩丰富， 展现

了彝族建筑景观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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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1： 目标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项目产出与
成果框架

产出 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指标

产出1（续）： 目标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目标9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提供社会保障是减贫的关键驱动力

提供社会保障在减贫以及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该项目有助于缩小在社

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项目基于在外普拉村开展的一项基础调查，为该村扫除减贫障碍提供建议。其

中关键建议之一是要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条件，包括单亲家庭和老年群体。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相关目标 和 指 标，支 持

外普拉村开发以生态旅

游为基础的可持续生计

体系，提 高 贫 困 人群 的

收 入 水平，以可 持 续 和

环境友好的方式实现减

贫。

1.1 到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极端贫困目前的衡量标准是每人每日生

活费不足1.25美元。

1.2 到2030年，按各国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各年龄段男女和儿童至少减半。

1.5 2030年，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降低其遭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

会、环境冲击和灾害的概率和易受影响程度。

2.3 到2030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土著居民、农户、牧

民和渔民的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要素、知识、金融

服务、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就业机会。

5.5 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并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

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

9.3 增加小型工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包括负担

得起的信贷的机会，将上述企业纳入价值链和市场。

10.1 到2030年，逐步实现和维持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并确保其增长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8.2 通过多样化经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包括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

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8.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创新；

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通过获取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8.5 到2030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障人士 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

做到同工同酬。

8.9 到2030年，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

产品。

8.10 加强国内金融机构的能力，鼓励并扩大全民获得银行、保险和金融服务的机会。

4.3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技术、职业和高等教育，包括大

学教育。

4.4 到2030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

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4.5 到2030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确保残障人士、原住民族和处境脆弱儿童等弱

势群体平等获得各级教育和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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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2: 产出3：

 

产出4：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相关目标 和指 标，支 持

永仁县政府在外普拉村

提 供公共服 务，实现贫

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全

覆 盖、新农合医疗保险

及 农 村 养 老 保 险 全 覆

盖。为确保义务教育及

其他必要项目全覆盖的

一切行动提供支持。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相关目标 和指 标，协助

永仁县政府完善文化遗

产保护计划，深化以生

态旅游为基础的发展模

式，促进可持续发展，助

力外普拉村成为生态健

康村落。

分享和传播项目成果

目标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1.3 执行适合本国国情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标准，到2030年在较大程

度上覆盖穷人和弱势群体。

目标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2.3 到2030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原住民族、农

户、牧民和渔民的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要素、知

识、金融服务、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就业机会。

目标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4.7 到2030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

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弘扬和平和非暴

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目标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6.1 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2 到2030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别注意

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6.6 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林、湿地、河流、地下含

水层和湖泊。

目标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
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5.3 到2030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

的土地，努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

目标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17.1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等方式，以改善国内征税和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力，

加强筹集国内资源。

17.9 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

以支持各国落实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

目标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3.7 到2030年，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生育、信息获取和教育，

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

3.8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经济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

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目标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4.1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并取得相关和有效

的学习成果。

4.2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获得优质幼儿发展、看护和学前教育，为他们接受初级

教育做好准备。

4.3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技术、职业和高等教育，包括大

学教育。

4.4 到2030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

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4.5 到2030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确保残障人士、土著居民和处境脆弱儿童等弱

势群体平等获得各级教育和职业培训。

目标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5.4 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

护政策，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

目标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6.7 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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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
六大举措
成立外普拉乡村生态旅游合作社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完善外普拉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2
2019年，外普拉乡村生态旅游合作社成立。以女性为主的村民积极参加旅游和信息服务培训课程，

为外普拉村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该合作社已开始接待游客，并为当地村民创造了

近30万元的收入。当地还成立了外普拉游客接待中心，作为一个彝族文化的展示中心。

项目基于对外普拉村的景观规划，通过老危房屋改造、饮水安全工程、垃圾处理站以及修整道路和

厕所改造等，使村子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改善。当地人还接受了文化保护方面的技能培训，学习利用

现成材料对彝族遗产进行可持续改造，同时保持彝族传统的建筑风格。村里原来的老烟叶站经过

改建，成为“外普拉教育培训中心”和“外普拉乡建成果展示中心”。现在，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

下，村子里有一家客栈、一家青年旅社和其他由女性管理的住宿设施，可接待300名游客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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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彝绣、手工、唱歌、舞蹈和音乐等特色传统技艺培训，培育并发
展彝族文化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3 将外普拉村建设成生态旅游目的地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4永仁县妇联立足于民族传统器乐、民族歌舞表演以及独具彝族特色的彝绣，在外普拉村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彝族特色传统技艺培训。村子里30位当地女性还自发组建了火波若玛（意为“月亮的女

儿”）艺术团，活跃在各种传统节庆活动中，提升了人们对彝族文化的认识。通过彝族刺绣，外普

拉村共有607名女性获得了就业机会，拓宽了增收渠道。2017年，当地人均收入为11,080元，到

2021年底则达到了14,128元。与此同时，当地女性也全面参与发展以及村落治理等社区建设。

在项目的支持下，当地成立了“外普拉教育培训中心”和“外普拉乡建成果展示中心”。当地村民

经过技能培训和技术支持，成功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例如，“外普

拉村游市集”活动通过展示和弘扬外普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民间民俗文化，吸引了3,000余

名游客参与，助力该村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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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态农业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5 保护传统历史文化，打造数字博物馆
 

外普拉村数字博物馆
 

 
http://main.dmctv.com.cn/villages/53232710201/Index.html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6基于朴门永续设计的理念，项目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占地超过15亩的朴门永续农场，并对村民开展

了可持续耕作的培训课程。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差异，朴门永续农场被分成四个功能区。目前，

建成的农场包括香草花园、一米菜园、堆肥箱、喂食区以及小动物区。除此以外，农场还种植了树

木和水稻。为保护周边自然环境，当地女性将生态农业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参与到永续农场的

建设当中。

项目还向村民和村干部组织开展生态水稻种植和农业合作社的培训，帮助农民掌握有机稻的种

植方法，并通过有机稻实现增收。如今，外普拉的生态大米和芒果干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成为了村

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项目在外普拉村修建了一座数字图书馆，并开展外普拉村历史文化保护活动，包括实地调查、口述

历史以及文化传播作品制作，如编写外普拉村志、拍摄外普拉民俗纪录片、宣传片以及创作村歌

《外普拉的故事》。此外，外普拉村还入驻了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通过“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外普拉大村”官方网站，可以了解外普拉村这座传统村

落的信息。展览内容涵盖全景展示、历史文化、传统建筑、美食物产、旅游导览以及视频材

料。想了解更多，请访问以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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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数据一览

0% 120 60
贫困发生率

自2017年的28%降至
2020年10月的0%

120名
长期外出务工人员

获得返乡就业和
创业的机会

607名当地女性
实现就业和收入增长

2021年
村民种植的生态大米
线上线下销售总额达

22万元

2021年
村民人均收入增至

14,128元

2020年
生活在贫困线下的
60户家庭共193人

成功脱贫

210名
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

返乡就业和创业

210

607 220,000 14,128

第一阶段：成果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2项

项目第一阶段（2017-2021年）的成果表明，

当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国家发展战略做支持，并

能随当地实际情况做调整，这些目标在落地时

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

2017至2021年，17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的

12项已融 入了村庄的整 体发 展中，该 村庄也

逐渐成长为一个由彝族女性创业者带动的生

态旅游目的地。

项目实 施 前，外普拉村 有30%的居民 年

收 入不足8 0 0 美 元。村民 们主 要依 赖 种

植烤烟和养殖牲畜为生，由于缺乏可持续

和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村民的生计水平难

以提升。有效实现减贫的一大关键要素在

于拓宽当地收入来源，同时也要兼顾本地

自然资源保护。

于是，地方政 府制定了“多规合一”实用性村

庄 规 划，以 提 升 外普拉村人 居环境 和基 础设

施水平、指导乡村产业发展，为村民创造心得

收入来源，并通过多方渠道筹集资金用于村庄

建设，这些投入都为当地村民，尤其是彝族女

性打开了新的收入渠道。

该 项目重 点改善了村庄基 础设 施 不足的

问题，包括村里 的 供水、电气化 系 统，以

及垃圾和废物处理等方面。随着外普拉村

的自然环境逐渐改善、独特的传统文化得

到更好的保护，该村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 变 化。村里 开 始提 供 餐 饮 服 务和 住宿

设施等一系列生态旅游服务。彝族刺绣工

艺和文化产业得到了复兴，同时村里的农

业经营类型也变得更加多样，出现了多种

可持续农作物。

女性的变化，是该项目的关键成果之一，

也 是 推 动 贫 困 率显著 下 降 的关 键 因 素。

在外普拉这个小山村中，这些女性面临着

多重社会文化和经济挑战。通过该项目提

供的培训和机会，妇女得以掌控自己的未

来，在重振家乡和自我创业中发挥出主导

作用。

•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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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项目的一部分，2020年外普拉村举办了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培训。

村民们制作了明信片，展示外普拉村经济社会面貌的革新、优美的村庄景色和

丰富的文化生活，表达了对项目成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的认可。

“这个项目让我们看到，创业可以成为消除性别收入差距和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有力工具。

彝族女性被赋予了适合的技能和资源来发挥她们的文化遗产优势，为自己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并在社区中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为未来女性的发展铺路。”

—— 白雅婷（Beate Trankman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SDGs示范村通过聚焦女性经济赋权，展现了社会力量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程中所起

到的关键作用，同时该项目也为企业提供了一幅蓝图，指导其发挥专长，建立与政府部门的伙伴

关系，达到发展成果事半功倍的效果。”

—— Deborah Gibbins，玫琳凯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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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利益
相关方参与

20.  Yin, J. & Jamali, D，2020年，《冲突或合作：跨部门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竞争逻辑与制度工作的相互作用》，商业伦理学杂志，169（12）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20-04548-8

21.  Yin, J. & Jamali, D，2020年，《冲突或合作：跨部门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竞争逻辑与制度工作的相互作用》，商业伦理学杂志，169（12）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20-04548-8

政府部门：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

 

资助企业：玫琳凯

该项目合作的目标是探索在基层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方法，向中国其他农村地区分享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验和最佳实践。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认为，该项目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

化方面的创新理念和做法，为基层推动减贫、 

女性赋权与性别平等以及实现绿色、包容和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最佳实践案例。该

项目所采用的举措虽然针对的是外普拉村的具

体情况，但也可以为其他面临类似发展挑战的

地区提供参考。 

高效的跨界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产生深远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17的要求。SDGs示范村的成功案例已经

被一篇针对跨国公司与非营利组织间伙伴关系

的比较分析报告所引用。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玫琳凯中国在赋能女性

创业领域的战略眼光和实践经验，以及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提供的资金支持和紧密的合作，是项目

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玫琳凯中国积极推动跨

界合作，将中国精准扶贫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挂钩，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创新范
式和针对性方法，也得到了全球专家的赞许。21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是商务部直属事业

单位，于1983年3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交流中心受商务部授权和委托，管理我国与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对华

合作，负责合作项目在中国的执行落地，并承

担了对外援助一般物资项目、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项目、援外培训项目以及现汇援助项目的实

施管理任务。

历经40多年的发展，交流中心已成为促进多边

和双边经济技术交流和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桥

梁和平台，与150多个联合国机构、国内外民

间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

合作，与国家30多个部委及省、市、自治区各

级政府建立了广泛联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是联合国从事发

展的全球网络，倡导变革并为各国提供知识、

经验和资源，帮助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UNDP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专业建议、培训及其

他支持措施，并日益关注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

助。UNDP致力于促进各国之间的技术和投资

合作。

在中国，UNDP支持政府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

入国家发展规划中，促进向低碳经济和可持续

社会的转型，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协助中国成

1995年，玫琳凯正式进入中国，为女性提供事

业机会。为了践行“丰富女性人生”的使命，

玫琳凯中国致力于为中国女性创造独立的事业

机会，帮助她们成功创业。玫琳凯中国实施了

诸多项目，让女性创业者得以获得丰富的资

源。2001年，玫琳凯中国与中国知名公益组织

合作，通过1000万的捐赠资金，赋能、支持女

性创就业，截至2021年底，共扶持46,024户

妇女创业，辐射帮扶23个省（区）市约83,552

名女性通过创业获得更好的生活。2011年，玫

琳凯中国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全

球专业知识支持女性赋能和可持续发展。 
国际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长为为重要的国际发展伙伴。UNDP还帮助政

府确保近年来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在社会中

得到平等分配。UNDP的工作方式强调拔除贫

困的根源，而非仅仅解决表面问题，同时相应

地影响利益相关方实现意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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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区

多重利益相关方参与

国际组织代表

资助企业

公共部门/政府代表

永仁县政府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

项目指导
委员会

总体协调项目实施各方，对项目
活动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

确保总体项目成果质量，进行把关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并进行质
量监督

监督项目进展，确保预期成果

总结项目实践经验并对外传播

对项目地方层面的实施进
行监督和指导，协调组织
动员相关政府部门和实施
伙伴

公益组织 玫琳凯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 永仁县人民政府
项目管理办公室

（设在永仁县妇联） 宜就镇工作小组

项目指导委员会

成员单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云南省妇女联合会、永仁县人民政府、玫琳凯

咨询专家技术支持

项目核心区村庄 项目扩散区村庄 农民协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项目点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宜就

镇外普拉村。项目管理办公室设在云南省妇

联，负责日常协调和工作汇报。妇联副主席担

任当地的项目主管。在永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项目管理办公室与所有合作伙伴密切协

调，指导项目的实施。

确保项目实施的总体成效，加
强项目管理的有效性

确保项目的实施符合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规章制度

承担国家项目执行手册中规定
的责任 

保证项目产出实现

监督项目总体实施

提供组织支持

促进项目开展与推广，帮助引进多元化资源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小组
组 长 为 永 仁 县 县 委 副 书
记，副组长及成员为县政
府和各政府部门的领导和
负责人

负责组织调动相关政府部
门的支持

监督落实项目执行，以及
落实配套资金与资源调动

项目管理办公室将负责项目的
日常事务管理、报告、宣传

与交流中心对接财务经费拨
付和日常报账

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将由永
仁县政府确定

主要负责项目活动的实施和
协调、筹资以及成果的总结
和汇报

成立宜就镇项目工作组，镇
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副
组长，成员包括镇党委领导
和外普拉村支书记

落实村级开展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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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间表
（ 2017-2021年）

 

1月-9月
2020

举办旅游接待培训
外普拉村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8月

2017

9月

2017开展基线调查

10月

2017

明确景观和基础设施改善规划区域

1月

2018

举办项目区建设研讨会

10月
2018

首家民宿建成

举办项目启动会议及河边村调研

12月

2018

1月
2019启动游客培训和信息服务中心建设

4月

2019

举办首届“豆花节”

设立外普拉乡村生态旅游合作社

5月
2018

完成初步景观设计现场调查

8月
2019

开展彝族传统文化培训10月
2019

村委会举办首届外普拉村游市集
启动外普拉教育培训中心和

外普拉乡建成果展示中心建设

OCTOBER

2020

Trainings  in Yi arts and crafts held
Waipula's poverty rate drops to 0%

MAR-NOV

2020

Hospitality trainings held with income 
from coffee businesses reaching

 RMB 1,000 

MAY

2020

Ecological rice planting trainings held 
Permaculture sustainable design 

techniques applied to farming practices

5月-6月

2021

开展可持续农业和作物多样化培训
生态种植大米线上线下销售额达22万元 10月

2021

开展生态旅游和传统村庄保护培训

JAN-SEPT

2020

Tourism reception trainings held 
Inclusion of Waipula in digital museum of 

China's Traditional Villages

DECEMBER

2018
APRIL

2019

Establishment of the 
Waipula Rural Ecotourism 

Cooperative 

AUGUST

2019

Training on Yi ethnic 
culture conducted

OCTOBER

2019

First Waipula Village Tourism Bazaar hosted 
by Village Committee

Launch of Villa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 and Village Exhibition Center

10月
2020

开展彝族艺术和技巧培训
外普拉村贫困率下降到0%

3月-11月
2020

开展酒店礼仪培训
咖啡营业收入达1,000元 5月

2020

组织生态水稻种植培训
将朴门永续设计理念应用于农业实践

3月-4月
2021

1月-11月

2021外普拉艺术团参加了文化交流活动
展示了外普拉村文化和音乐遗产以及彝族文化

12月

2020

推出外普拉村生态旅游合作社业务发展计划
合作社累计收入9万元

建立农业合作社和旅游合作社
并提供培训

支持彝族文化和产品商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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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结语

22. Boudet, A. M. M., Buitrago, P., de la Briere, B. L., Newhouse, D., Matulevich, E., R., Scott, K. & Suarez-Becerra, P. 2018年，《生命周期中贫困和家庭构成
的性别差异》（工作文件8360页），世界银行政策研究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135731520343670750/pdf/WPS8360.pdf

图片：中国云南省外普拉村

性别歧视仍然是造成贫困的关键要素之一。女

性和男性所经历的贫困不尽相同。他们所处的

贫困程度不一，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也面临着

不同的障碍。22

实现可持续目标1，消除一切形式和维度的贫

困（包括极端贫困)，是全球社会面临的一大关

键 挑 战。贫困给 企 业带来 的威 胁也 逐 渐引起

重视。

任何组织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并依赖于社会的

稳定、进步与繁荣。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会

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企业如果设定了

明确的包容性经济目标并据此行事，就一定会

受益于由此建立的稳定的社会经济营商环境。

玫琳凯作为企业代表在该项目作出的贡献，体现

了企业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这种多重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关系带来了丰厚的

项目成果，为未来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合

作提供了如下经验：

项目表 明，女 性 创 业 对于 外 普 拉 村 消 除

绝 对 贫困，以 及 助力17项 可 持 续发 展目

标中的12项做出了贡献，能够发挥出“乘

数效应”。 

女性创业者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行动，最

终成为当地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推

动者。

这些成果充分 证明了促 进 性 别平 等的变

革性意义，性别平等不仅推动可持续发展

目标在地方层面落地，还能有效促进绿色

发展以 及包容性 经济政 策和行 动计划的

成形。 

该项目还让我们看到，虽然政府、国际组

织和公益机构在应对性别不平 等 和 贫 困

• 

• 

• 

• 

等全球挑战时有许多行动空间，但仅凭一

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可持续发展目

标17所示，不同利益相关方和不同行业之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价

值，只有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

优势。

可持 续 发 展目标为企 业 提 供了一 条清 晰

的行动路径，指引其通过与政府和公益机

构合作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在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 点领域创造出真正的经济和

社会价值。该示范项目的成果表明，在寻

求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并着眼于系统性

变革的多方合作项目中，企业可以通过提

供其独有的知识资源和创新实践，实现事

半功倍。

• 



中国云南省外普拉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第一阶段（2017-2021）影响力报告 中国云南省外普拉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第一阶段（2017-2021）影响力报告

46 47

女性创业
加速器

SDGs示范村项目孕育和激发了这一倡议

SDGs示范村项目的成功实践打造了女性经济

赋能带动脱贫的有力案例。

在看到外普拉村的成功转型，以及女性创业对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乘数效应之后，玫琳凯

与联合国达成合作，并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上

启动女性创业加速器（WEA）项目。

WEA是一个聚焦女性创业的多利益相关方倡

议平台，共有六大联合国机构参与：国际劳工

组织（ILO）、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贸易

中心（IT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

合国全球契约（UNGC）及联合国妇女署，玫琳

凯作为企业代表参与其中。 

该倡议的目标是通过为世界各地的女性创业者

构建一套有利的生态系统，最大程度发挥女性

创业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作用。

WEA提供六种语言的在线创业证书课程，并

辅以实地培训和指导。同时，WEA还作为一个

减少女性创业障碍倡议平台，从数字信息获取

能力的提升到法律层面的改革，促使女性能够

充 分 地 参 与 到 当 地 和 本 国 经 济 活 动 之 中。

WEA支持和鼓励全球范围内的企业与女性创

办的公司建立并扩大合作关系，包括促进性别

平等的采购等。 

凭借 这种多重利益 相 关 方 的 合作伙伴关 系，

WEA已承诺到2030年赋能500万名女性创

业者。

了解更多：we-acceler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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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ourtesy of Waipula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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