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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通过增加卫生设施和供水，加强人们的卫生意识，从而提高社区儿童和

 家庭的健康水平. 

2. 随着社区的发展，社区能力得到提高. 

3. 当地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得到加强，可以推动并采纳以社区为

 导向的发展模式、改善农村用水和卫生条件.

4. 确定一个可行的以社区为导向的水、环境和卫生治理模式和系统，并对

 其进行测试，为中国政府制定农村扶贫开发战略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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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目标的贡献

目标 1: 各年龄阶段儿童的健康状况均得到改善. 

目标 2: 孩子们生活在能够获得清洁饮水、基本卫生设施和

 良好卫生行为的环境里.  

目标 5: 家庭能够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孩子的需求. 

目标 6: 儿童和成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

目标 7: 民间社会能够听取孩子和社区的声音，并将其相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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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目标

目标 1: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目标 3: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
目标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 5: 改善妇产保健.
目标 6: 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疟疾和其它疾病. 
目标 7: 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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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1. 通过社区参与，制定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新扶贫战略，

 来帮助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2. 水和卫生条件较差，形成了阻碍农村贫困人口取得发展

 的循环. 

2.1在社区和学校，不能取得足够和可靠的安全饮用水

2.2 卫生意识不够导致了不适当的卫生行为和水传染疾

 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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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卫生设施供应不足和垃圾管理系统落后

2.4 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缺乏有效的干预

2.5 缺乏有效社会参与的管理机制和能力，特别是对

 边缘群体，从而阻碍了卫生行为的改变. 

2.6 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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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的现状和目标

1. % 一年四季有足够饮用水的家庭.
现状: 2.21% ( 基线2-2005) 

目标: 80％ (PU目标的加权平均值)

2 %  用清洁卫生的方式处理排泄物的家庭.                   
现状: 7.79%  

目标: 70%

3. % 组织环保活动的社区成员.
现状: 13% 

目标: 70%

4 %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家庭.                                   
现状: 1.76% 

目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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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方法

以影响为

导向的
规划

倡导以数据为基础

软件先于硬件
卫生设施先于供水

推广生态卫生
社区主导总环境卫生

(CLTS)

儿童为本, 以社区为导向, 整合, 
性别意识,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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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 All PUs)

编号 项目

总数

06财政年度
07财政年

 度 (计划)

07财政年

 度 (到

 2007年

 4月)
1 覆盖农村 122 125 125
2 新的供水系统 33 40 22

3 现有供水系统的升级 20 24 7

4 坑式厕所的数量 1650 2921 2496
5 尿分流厕所的数量 8457 8684 5992
6 使用沼气单位的数量 1214 1675 834
7 农村通路 15 44 24
8 灌溉计划 16 21 10
9 IEC 活动次数 586 606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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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 广泛接受家庭生态厕所(尿分流厕所) 

• 厕所单位成本和相关补贴的大幅度下降，每坑式厕所的补贴从2004财政年

 度的948元减少到2006财政年度的386元，并且到2008财政年度将减少至

 332元.

• 逐步发展为社区主导总的环境卫生(CLTS)

• 将水、卫生设施和环境卫生宣传同WES规划相整合.

• 将尿分流厕所引进学校.

• 对儿童、他们的家庭、社区、学校教师和乡镇项目官员进行连续的能力建

 设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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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改变传统的做法和态度，处理农村地区动物和人类排放的垃圾，需要

 长期的持续的干预（实施后的继续支持）.

• 不同政府机构处理供水、卫生和保健需要相互协调.

• 民间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必须行动起来，提高对导致健康问题、环境相

 关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原因的认识.

• 30 % 的家庭还需要更多的转变推动力.

• 提高社区一线员工的技能

• 减小对补贴的依赖和降低成本

• 将WES与教育、健康和生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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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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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员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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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导总环境卫生(CLTS)



© Plan

卫生改善

尿分流厕所

社区主导总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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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分流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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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修建跟踪& 孩子们通过绘画了解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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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绿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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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日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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