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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assistance in Indonesia mainly includes special assistance programs，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and
communit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lthough it lacks universal assistance which makes its
protective function insufficient，the design ideas of emphasizing on th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of the poor，es-
pecially of the poor children，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nsid-
ering gender equality，which make the social assistance in Indonesia have a significant function of promoting devel-
opment and has some implications on China．

在当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是最古老的

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是当今社会中仍发挥重要作

用的制度，它是指面向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

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保障政策，通常

被称为最后的安全网
［1］。由于不同国家社会经济、

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政府实施

的社会救助计划也呈现出多样性并存在明显差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为了应对全球化

和社会排斥的挑战，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影响

下，许多国家开始对社会救助进行改革与创新，以

赋予其促进发展的功能。目前，国际上的发展型社

会救助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工作福利型，集中在

普遍型救助制度普及的欧美发达国家，改革趋势是

引入积极的就业激励措施，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在

享受被救助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一系列与工作有

关的义务; 二是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型，集中在以

类别型救助为主的拉美发展中国家，改革趋势是用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替代原有的类别型现金救

助，即救助金的发放带有一定条件，而这些条件的

设定有利于家庭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投资; 三是专

项救助型，集中在主要以临时救济措施为主的东南

亚国家，改革趋势是建立各类专项救助项目，为贫

困群体提供教育、医疗、就业服务等，以此提高人

力资本。具体可归结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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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种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相关内容

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类型 原有救助政策基础 具体措施和项目 代表地区

工作福利型 普遍型救助 积极的就业激励和激活措施 欧美发达国家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型 类别型救助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拉美发展中国家

专项救助型 临时性救济 就业、医疗等专项救助项目 东南亚发展中国家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际上社会救助制度的考

察和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包括欧盟国家、美国

和新加坡等国; 还有学者考察了拉美发展中国家，

如巴西、墨西哥等国的一些社会救助项目，但是学

者们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助关注较少。学

者顾昕对东南亚国家社会救助的特点进行了总括性

分析，认为其存在发展型的特点①。受此启发，本

文以印尼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细致考察。印尼采取

的是专项救助型的社会救助，且是东南亚国家中较

早摒弃零星的、不规范的临时救济措施并引入专项

救助项目的国家，也就是说，专项救助项目是印尼

社会救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印尼政府还

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引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的国家。除以上针对贫困者的救助，印尼政府还设

置了针对社区的救助项目。本文将分析印尼政府社

会救助计划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具体的项目构成以

及特点、成效和启示。

一 印尼政府社会救助计划产生和发

展背景

多年以来，印尼政府一直努力克服贫穷及其对

社会成员生活的影响。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

前，印尼政府没有系统性的、制度化的社会救助计

划，主要通过零星的临时性扶贫或救济项目来缓解

贫困，如落后村庄财政拨款计划或农民救助项目

等
［2］。1976 年到 1996 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印

尼的贫困率从 40. 1%下降到 11. 3% (见表 2)。
1998 年，印尼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贫困人口

大幅增加，贫困率上升到 24. 2% ( 见表 2)，受到

危机影响的大量贫困人口急需相应的救助来保障其

基本生活。2000 年，印尼政府签署了 “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 (MDGs)，承诺 2015 年将贫困人口

减少一半。在这之后，印尼政府开展实施了个别专

项救助项目和社区扶贫与发展项目，2004 年贫困

率降至 16. 7% (见表 2)。然而，2004 年底的海啸

和地震再次对印尼造成巨大冲击，另外，食品价格

和油价在 2005 年也达到顶点，这可能是 2006 年印

尼贫困率上升至 17. 8% 的主要原因 ( 见表 2)［3］。
其后，印尼政府意识到要建立和发展较为系统的社

会救助计划，并开始设立新的社会救助项目，比如

2005 年的医疗与教育救助项目、2006 年的就业促

进项目和社区发展国家项目以及 2007 年的有条件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即家庭希望计划 (PKH)。

表 2 1976—2012 年印尼的贫困率 单位:%

年份 1976 1980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贫困率 40. 1 28. 6 21. 6 17. 4 15. 1 13. 7 11. 3 24. 2 19. 1 18. 2 16. 7 17. 8 15. 4 13. 3 12. 0

资料来源: “Indonesia data”，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country / indonesia，2012 － 12．

总的来看，印尼政府当前社会救助计划产生和

发展的背景与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社

会因素，主要是 20 世纪末之后国内贫困人口和弱

势群体的增加; 二是经济因素，包括 1998 年的金

融危机和 2005 年的食品价格和油价高涨; 三是自

然灾害因素，如 2004 年的海啸和地震; 四是国际

影响因素，主要是 2000 年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的签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方面

的因素，因为各国社会救助从产生到发展，都是以

直接的方式帮助穷人进而应对贫困问题，印尼也不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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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顾昕《为了公平与发展: 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助》，载于《中国社会安全网的制度建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二 印尼政府社会救助计划的项目构成

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主要包括专项救助项

目、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和社区扶贫与发展项

目，以下将加以具体描述和分析。
(一) 专项救助项目

专项救助项目是印尼社会救助计划的重要组

成。专项救助通过提供就业、医疗、教育服务等来

改善贫困与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提高人力资本。
印尼政府的专项救助项目包括就业促进、医疗救助

和教育救助等。
1. 就业促进项目

1998 年金融危机后，印尼出现了大量失业人

员，其中许多人因失业陷入贫困，为了使这些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者摆脱贫困，许多政府部门推出了一

些劳动密集型项目，由政府设立 “社区基金”，直

接资助贫困村庄开展公共工程 ( 以工代赈) 项目

或者小额信贷项目。
其中，小额信贷项目通过多年发展，于 2007

年发展成为人民商业信贷项目 (KUＲ)，该项目通

过发展小型、微型商业企业促进贫困者创业。根据

规定，微型商业活动的规模最大为 5 亿印尼卢比，

小型企业的规模从 5 亿卢比到 25 亿卢比，全国共

12 家银行加入该项目。项目参与者为从事小型、
微型商业活动的个人或组织，且其商业行为不得少

于 6 个月。通过该项目，参与者在向银行申请不超

过 500 万卢比的贷款时不再需要向银行提交到款抵

押品或其他担保，印尼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为

人民商业信贷项目提供担保。截至 2008 年 7 月底，

人民商业信贷项目已向 81 万包括非正规企业在内

的小型借款人发放了 8. 7 万亿卢比的贷款，印尼政

府将拨付更多财政资金以扩大人民商业信贷项目，

特别是满足小型、微型企业 500 万卢比及以下的贷

款需求
［4］，到 2012 年，该项目的贷款额已增加至

30 万亿卢比，比 2011 年增加了 50%［5］。
与以公共工程 ( 以工代赈) 项目来促进贫困

者就业不同，人民商业信贷项目致力于长期的、可

持续生计的维持，而非短期的、补偿性的措施，它

通过赋予贫困者资产和参与市场的机会，使其融入

市场并最终可以自力更生，摆脱对救助的依赖并断

绝贫困的传递，它同发达国家的工作福利模式和其

倡导的工作伦理意识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
2. 医疗救助项目

印尼的医疗救助项目既包括政府资助贫困地区

的医疗服务、卫生中心的运作、药品和进口医疗设

备的购买、生育计划、营养计划和接生服务，也包

括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医疗帮助措施。
2005 年，印尼引入贫困人口健康保险项目，

为贫困人口提供补贴性质的社会健康保险，这成为

针对贫困人员的重要医疗救助项目。该项目每年由

政府完全补贴的月保险费为 6 万卢比 (6 美元)，

在公共健康诊所和医院住院看护方面覆盖了基本的

卫生保健，主要目标是为缺乏正式保险的贫困家庭

提供健康保护。健康保险包括基本的门诊病人护

理、A － D 类医院的第三类医院护理、产科系列服

务、移动公共医疗服务以及为偏远地区和岛屿、免

疫项目和药物提供的特殊服务。医院可以根据服务

费用向服务受益者提出费用要求，同时以人头计算

向初级医疗中心提供补偿
［6］。参与医疗救助项目

的贫困人口是由国家家庭计划协调署的机构组织进

行调查，根据家庭收入确定的。该机构把所有家庭

依照经济状况分为四类，即贫困家庭以及富足 I、
II、III 类家庭，贫困家庭获得一种授权卡，持卡的

贫困家庭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的医疗保险费
［7］。在

医疗救助方面投资并帮助穷人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实际上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对

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
3. 教育救助项目

1998 年金融危机后，印尼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大幅增加，以期增加人力资本并在未来提升国家竞

争力。由此，教育救助项目开始启动并受到高度

重视。
2005 年，印尼教育和文化部开始实施一项大

规模 的 教 育 救 助 项 目， 即 学 校 运 营 救 助 计 划

(BOS)，当年投入 4. 8 万亿卢比，覆盖 3，450 万小

学生和初中生。该计划直接为小学和初中拨款，拨

款由学校进行支配，数额根据学生数量计算，2005
年每个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拨款标准分别为 254，000
卢比和 324，500 卢比，2008 年增长为 254，000 卢比

和 354，000 卢比。2010 年印尼政府开始区分城市

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城市地区每个小学生和初中生

的拨款标准分别为 400，000 卢比和 575，000 卢比，

而农 村 地 区 稍 低 一 些，分 别 为 397，000 卢 比 和

570，000卢比。2012 年，共有 23. 5 万亿卢比用于

学校运营救助计划，占印尼政府整个教育开支总额

的 8. 1%［8］。学校获得的拨款用于购买所需的产品

和服务，如教材和书籍、教学资料、教师职业培训

等，这样学校就可以不再要求学生家长支付相关费

用。这个计划一方面可以防止学生，尤其是贫困学

生辍学，因为学校按学生人数获得拨款，所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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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学生，此外，学校获得拨款就可以减少收费，

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 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学校提高

教育质量并实施管理改革，这主要体现在该计划使

学校可以灵活地使用资金并购买所需要的产品与服

务上。为了加强该计划的有效和透明运作，印尼政

府开展了大规模宣传运动，通过媒体和学校公告等

方式让贫困家庭的家长了解该救助计划能够提供的

资源以及可以帮助他们减少的教育负担
［9］。研究

表明，在获得救助计划拨款的小学学习的学生成绩

比未获计划拨款小学的学生要好
［10］。

(二)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2006 年，印尼政府官员参加了第三届有条件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CCT) 的国际会议并前往该类

项目的发源地———墨西哥进行考察和学习。这些政

府官员回国后通过认真评估该类项目的利弊，并针

对本国人力资本发展所遭遇的瓶颈 ( 主要是较高

的农村地区中小学辍学率、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和儿

童营养不良率)，最终在 2007 年建立了印尼的有条

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即家庭希望计划 (PKH)，

印尼也因此成为东南亚地区最早建立该类项目的国

家。2007 年，家庭希望计划覆盖了印尼 7 个省的

38. 8 万贫困家庭; 2009 年，该计划扩展至 13 个省

的 72 万贫困家庭; 2011 年进一步扩展至 25 个省

的 112 万贫困家庭
［11］。

家庭希望计划 (PKH) 要求受助家庭把获得

的救助金用于家庭中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主要集

中在教育、营养和健康方面。在教育方面，具体条

件包括: 所有 6 － 12 岁儿童必须上小学，13 － 15
岁的儿童必须上初中，且出勤率不低于 85%。在

营养和健康方面，条件包括: 孕妇必须接受至少 4
次产检并服用含铁药品，要由受训的专业人员接

生，产后至少接受 2 次护理探视; 所有 6 岁以下儿

童要接受免疫预防，1 岁以下婴儿每月测量身高体

重，1 － 6 岁儿童每季度测量身高体重。该计划的

现金救助额度因家庭规模和家庭中儿童的年龄而有

所不同 (参与家庭的年救助金额度见表 3)，受助

家庭最长可参加 6 年，其受助资格每 3 年审查一

次
［12］。另外，救助金发放给家庭中的母亲或其他

成年女性，一方面可以为女性增权，另一方面她们

更倾向于把救助金用于儿童。当然，由于印尼的家

庭希望计划实施的时间不长，和拉美国家的同类项

目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既有评估研究表明，

实施该计划省份的婴儿免疫率有所提升，儿童营养

不良 率 有 所 下 降，入 学 率 也 有 提 升，计 划 初 见

成效
［13］。

表 3 家庭希望计划 (PKH) 的年救助金额度

年救助金待遇 卢比 美元

固定救助金额 200，000 20

额
外
救
助
金
额

6 岁以下儿童 800，000 80

孕妇 800，000 80

小学生 400，000 40

初中生 800，000 80

贫困家庭的平均救助金额 1，390，000 139

贫困家庭的最低救助金额 600，000 60

贫困家庭的最高救助金额 2，200，000 220

资料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Social assistance
and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http: / /www. adb. org /publi-
cations /social － assistance － and － conditional － cash － transfers
－ proceedings － regional － workshop，2013 － 07 － 23．

(三) 社区扶贫与发展项目

与专项救助项目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针

对贫困者提供帮助不同，社区扶贫与发展项目针对

贫困社区，旨在建立和加强社区组织，进而提升社

区的自立能力和社区内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
其实早在 1998 年金融危机后，印尼许多政府

部门就在贫困社区开展了不同的社区扶贫与发展项

目。通过多年发展，为提升这些项目的效果，2006
年印尼政府设立了社区发展国家计划 ( PNPM)，

对以往的社区扶贫与发展项目进行整合以加快减贫

并创造就业机会。该计划要求贫困人口成立一个组

织以获得社区财政拨款，这类组织主要致力于推动

社区发展和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类服务的服务型企

业，尤其鼓励女性参与并推动性别平等，其从事的

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性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包括修建和完善社区的公路、供水设施、卫生医疗

设施、教育设施和农业灌溉、蔬菜种植、家禽饲

养、社区福利服务等。政府为组织成员提供相应培

训以增强其能力，这就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技能、
文化水平和工作经验，进而增加其人力资本

［14］。
同时，该计划鼓励社区增强成员之间的交流，鼓励

合作、参与和民主化，组织成员共同决定资金的使

用、生产的开展并对结果负责，也就是说，向社区

组织提供救助有利于在个人之间、各社区之间和各

民族之间恢复和加强 “团结”精神，还有利于社

区通过经济参与的形式创造社会资本
［15］。在该计

划中，国家福利部门和经济部门等选取符合条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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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与该计划的社区，由财政部门向选出来的社

区给予整体补助金拨款。除政府财政拨款外，还鼓

励其他社会资金的支持。社区组织的自立过程大致

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学习和培训阶段、社区的独立

阶段、社区自立可持续发展阶段和退出计划阶段。
到 2011 年，印尼政府社区发展国家计划整体补助

金拨款已累计达到 41 万亿卢比，覆盖了 6，622 个

分区，每个参与该计划的社区根据其需要可获得

10 亿 － 20 亿卢比的拨款，贫困程度深和受灾的社

区最多可获得 30 亿卢比的拨款
［16］。截至 2012 年，

社区发展国家计划已覆盖了印尼 80，000 个村，总

共修建 了 53，000 公 里 的 道 路、11，000 座 桥 梁、
13，000 公里的灌溉水渠、6，900 所保健站和11，000
所学校，为贫困社区的基础建设、社区发展和成员

的脱贫做出了重要贡献
［17］。

除上述三大类主要项目外，印尼政府还设计了

针对贫困群体的补贴大米计划 (ＲASKIN) 和汽油

补贴计划 (BLT)。为贫困家庭提供补贴大米的计

划始于 1998 年，目的是增加食物短缺家庭的食物

安全性，防止贫困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发生营养不

良，2012 年，该计划支出约为 17. 2 万亿卢比，共

覆盖了 1，550 万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可以每月以

1，600 卢比 /公斤的价格获得 15 公斤的补贴大米，

其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印尼政府为此提供了每公斤

大米约 7，752 卢比的补贴
［18］。汽油补贴计划是一

项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于 2005—2006 年度

和 2008—2009 年度实施，主要目的是缓解油价上

涨对贫困人口造成的影响，大约 1900 万贫困家庭

受益于此计划，每个家庭每月可领取 10 万卢比，

2005—2006 年度该计划总支出为 23. 1 万亿卢比，

2008—2009 年度因计划只实施了 9 个月，总支出

为 17. 6 万亿卢比。该计划覆盖的贫困家庭在行为

习惯等方面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因此在某些地区

该计划的实施引发了抗议、冲突甚至骚乱，许多批

评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该计划会导致福利依赖并削减

贫困者寻找工作的动力
［19］。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

付项目家庭希望计划相比，汽油补贴计划更易受到

攻击，目前已不再实施。

三 印尼政府社会救助计划的特点、
成效及启示

通过对印尼政府社会救助计划产生、发展背景

及具体项目构成的考察可以发现，其社会救助计划

有其自身特点，取得了一定成效，能给我国的社会

救助发展完善带来相应启示，以下将具体分析:

(一) 印尼社会救助计划的主要特点

第一，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缺乏普遍型救

助项目。普遍型救助是对所有最低生活 ( 收入)

标准以下的群体提供现金救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

最低生活标准。绝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均设有普遍

型救 助，目 前 改 革 趋 势 是 向 工 作 福 利 模 式 转 变

(见表 1)。普遍型救助针对性强，在反贫方面见效

快、效果好。然而，印尼政府并没有设置普遍型项

目，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印尼政府社会救助计划

产生和发展背景来看，其社会救助计划主要是为了

应对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问题导向

的产生和发展方式使其社会救助缺乏科学合理的制

度设计，应对常规性贫困的普遍型救助项目并未纳

入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印尼作为发展中国家，社

会信用体系不发达，家计调查困难且成本较高，建

立普遍型救助有较大难度。由于缺乏普遍型救助，

印尼的社会救助计划在保护功能上有些不足，其缓

解贫困的程度有限，虽然 2012 年印尼的贫困率已

降至 12%，但仍高于 1996 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11. 3% (见表 2)。
第二，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有利于贫困者

积累人力资本，促进发展的功能明显。印尼政府在

多年与贫困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贫困的多维性

与代际传递性，单纯给予收入补偿并不能解决贫困

问题，因此，其社会救助计划安排注重帮助贫困者

积累人力资本，尤其关注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体

现出了明显的促进发展的功能。一方面，专项救助

型社会救助是东南亚发展型社会救助的制度类型，

因此专项救助项目是印尼政府社会救助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些项目通过提供医疗、教育、就业促

进服务等来改善贫困与弱势群体健康状况、受教育

程度和就业能力等，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体的人力资

本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印尼引入有条件现金转

移支付项目，建立了家庭希望计划，该计划救助金

的领取以贫困家庭投资于儿童的教育、健康和营养

为条件，有助于促进贫困儿童的发展，切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并减少未来的贫困。印尼是东南亚乃至整

个亚洲国家中最早引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

国家，体现了印尼政府对贫困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

关注和期望达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决心。
第三，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除关注贫困者

外，还非常重视对贫困社区的扶持和救助。2006
年通过设立社区发展国家计划，对之前的社区扶贫

和发展项目进行整合。这种以社区为基础建立的扶

贫和发展项目体现了社会政策理论中平民主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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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即认为社区是民众活动的基地，强调社区在增

强归属感、促进种族融合、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的

重要性
［20］。印尼政府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一条重

要途径是动员当地民众参与到能提高其生活水平和

生活质量的社区发展项目中。由此，社区发展国家

计划要求社区中的贫困人口形成组织以获得资金救

助并参与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性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中，同时，通过经济合作与共同学习等方

式增加贫困群体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加强其归属感

和团结精神。已有研究表明，加入社区发展国家计

划的社区中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更大
［21］。

简言之，印尼这种帮助社区发展的思路在直接援助

贫困者的救助方式外，提供了另一种有吸引力的社

会救助选择。
第四，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在救助设计中

关注了女性权利，注重推动性别平等。受传统观念

等因素影响，印尼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与男性存在差

距，而贫困的女性更是处于弱势地位。印尼政府在

社会救助计划中考虑了妇女的需求和权利，注重推

进性别平等。一方面，印尼的家庭希望计划效仿墨

西哥的机会计划，规定救助金必须发放给贫困家庭

中的母亲或其他成年女性，这有利于为女性增权并

提升妇女的地位。墨西哥机会计划的实践已证明，

救助金发放给女性户主的方式不仅减少了家庭暴力，

还增加了妇女的社会认知和自信程度
［22］，对于性别

平等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印尼的社区发展国家

计划规定要鼓励女性成立小型服务型企业或以家庭

为基础发展种植业或养殖业等，由政府为她们提供

财政资金拨款，这有助于提升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

位，从而推进性别平等。
(二) 印尼社会救助计划的成效与影响

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不仅要减少当前的贫

困，同时还要帮助贫困家庭尤其是儿童积累和发展

人力资本以减少未来的贫困，因此，考察印尼政府

社会救助计划的成效可以从以上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从缓解收入贫困的成效来看，印尼的

社会救助通过各类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以及社区扶贫

和发展项目可以为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现金救助。
现金救助无疑会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有所影响，进而

对贫困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否能有效减少收

入贫困则取决于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家庭的贫困深

度以 及 救 助 金 的 水 平 等 多 方 面 因 素。根 据 印 尼

2011 年的一份评估报告，2007 年到 2009 年间，有

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即家庭希望计划使大约 70
万受助者脱离了贫困，该计划对印尼的减贫贡献率

为 82%， 对 平 均 贫 困 差 距 缩 小 的 贡 献 率 为

73%［23］。根据世界银行对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

目即 汽 油 补 贴 计 划 ( BLT) 2005—2006 年 度 和

2008—2009 年度的影响进行的评价，该计划提供

的救助金相当于受助家庭月收入的 15%，对于增

加贫困家庭的收入和开支有重要影响
［24］。总的来

看，印尼的贫困率 2006 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从

2006 年的 17. 8% 下降到 2012 年的 12%［25］，这说

明社会救助计划有一定的减贫成效。
另一方面，从促进贫困者发展的成效来看，印

尼的社会救助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各类

专项救助以及社区扶贫和发展项目可以帮助贫困者

积累和发展人力资本。有研究表明，家庭希望计划

使受助家庭的健康行为发生了改变，参加孕产期体

检和儿童保健的比例有所提升，儿童的健康与营养

情况得到了改善。在哥伦打洛省，65%加入该计划

的贫困儿童接受了免疫预防，比未加入计划的儿童

高出 9% ; 在雅加达，计划实施后儿童营养不良率

由原来的 25% 下降至 21% ; 另外，该计划也使越

来越多的受助家庭意识到教育和未来就业及良好前

途之间的关系，使部分省份的初中入学率有所提

高，例如，在苏拉威西西北部，该计划实施后第一

年的入学率提高了 4. 2%［26］。对于专项救助项目，

以教育救助为例，在获得救助计划拨款的小学进行

学习的 学 生 成 绩 比 未 获 计 划 拨 款 小 学 的 学 生 要

好
［27］。此外，对于社区扶贫和发展项目，已有研

究表明加入社区发展国家计划的社区中的贫困人口

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更

大
［28］。以上说明了社会救助计划在促进发展方面

的成效和影响较为显著。
(三) 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启示

印尼政府的社会救助计划虽然因缺少普遍型救

助而使其保护功能稍显不足，但其重视贫困者，尤

其是贫困儿童人力资本积累，重视社区发展带动脱

贫和关注性别平等的设计思路，使其社会救助计划

体现了明显的促进发展的功能，有利于切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和长期减贫，还符合国际社会救助向发展

型制度改革的大趋势。实践证明，印尼的社会救助

计划在缓解贫困和促进发展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虽然印尼和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背景和项目构

成有较大差异，但从其社会救助计划中可以获得重

要的启示，即要为社会救助注入 “发展”的理念，

除让其发挥生计保障的功能，还要发挥促进贫困者

发展的功能。具体来看，第一，需要完善和规范我

国的专项救助，合理确定救助对象并提高救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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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挥其促进受助者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功

能; 第二，在 “分类施保”的基础上，对我国低

保对象的分类加以细化，采取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的方式对有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等不同类别群

体提供带有条件的差异化救助待遇，以促使受助者

人力资本的发展; 第三，完善我国的扶贫开发政

策，鼓励贫困地区的群众建立组织或企业，以合作

的方式从事生产性或服务性活动，增强其人力资本

与社会资本。此外，我国社会救助设计并未充分考

虑为女性赋权，尤其在农村地区，应该对这点加以

考虑，以便推进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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