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性别选择
经验交流会

会议手册

主办单位：
联合国人口基金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

中国 北京
2018年10月25-26日



“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性别选择

经验交流会

会议手册



目录
背景........................................................................................ 01

会议议程.................................................................................. 02

发言摘要及个人简介................................................................... 07

参会须知.................................................................................. 27

参会人员名单............................................................................ 28



01

背景
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Gender-biased Sex Selection, GBSS，下文简称性别选择），是

性别不平等以及对女童不平等价值观的表现。这是一种针对女童和妇女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

政治和经济不公正现象。父权结构强化了男孩偏好的思想，使社会中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歧
视氛围得以持续。而生育率下降和产前性别选择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使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

性别选择造成出生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失衡。与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相比，

中国经历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时间最长、最为严重。中国首次显著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发生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到了 90年代，出生性别比超过了 110，更在 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121.18。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出现持续下降，即从 2009年的 119.45下
降到 2015年的 113.51。尽管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正常水平（103-107）。面对出生性
别比失衡，中国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和干预措施来遏制这种现象。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国别项目
合作，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展项目为政府工作提供支持，以便通过
总结良好实践和经验教训应对性别选择。多年来，中国在性别选择和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政
策应对和项目干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就全球范围而言，数据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出生性别比失衡和男孩偏好问题在南亚、东亚、

中亚和东欧国家有所加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在不同地区显现出来。20世纪 80年代，

一些亚洲国家（韩国、中国和印度）经历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到上世纪 90年代，这一现
象出现在一些高加索地区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随后出现在黑山、阿尔巴
尼亚和越南。2017年，在欧盟的资助下，联合国人口基金实施了支持预防重男孩偏好和应对性
别选择的全球项目，旨在应对尼泊尔、孟加拉国、越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六国
的性别选择问题。此项全球项目旨在促进并加强循证国家政策和计划，以便应对亚洲和高加索
地区特定国家的男孩偏好、针对女童不平等价值观、性别不平等的性别选择问题。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一个加快扩大工作
力度的总体框架，以便应对性别选择的潜在驱动因素和后果。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行动，

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成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然而，各国政府和民间社团目前需要齐心协力
开展工作，包括应对根深蒂固的针对妇女的歧视，这是性别选择和性别比例失衡的核心所在。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性别平等以及妇女健康和权利提供了
一个新型合作平台，旨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5.3条款，即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伤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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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性别选择经验交流会

会议议程

时间：2018年 10月 25日至 26日

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号亮马河饭店会议中心二层万黛 D厅

时 间 活 动 主 持

第一天 （201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

8:30-9:00 签到
9:00-9:20 开幕式及欢迎仪式

开幕致辞：

──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代表洪腾博士（Babatunde─
Ahonsi）

──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副司长蔡菲女士

──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高文博先生（Ed─Kronenburg）

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贺
丹女士

9:20-10:35 主旨发言：全球趋势与前景

目 的：介绍全球出生性别比的普遍趋势和应对措施：
男孩偏好情况简介以及针对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
（Gender-biased─Sex─Selection,─GBSS, 后文简称性别选
择）的干预工作

── 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Christophe─Z.─
Guilmoto 博士，《性别选择与未来》

── 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办公室性别问题顾问 Ingrid─
FitzGerald 女士，《应对性别选择：认识与干预》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女士《中国出
生性别失衡：历史回顾与政策应对》

问答（15 分钟）

联合国人口基金
驻华代表处代表
洪腾博士

10:35-10:55 合照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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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活 动 主 持

10:55-12:10 论坛 1：国家经验：趋势、政策与应对措施（上）

目的：介绍并讨论目前的趋势、有效的政策和立法框架，
以及应对性别选择的项目措施

发言嘉宾：

── 阿塞拜疆国家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任
Elgun─Safarov 先生，《阿塞拜疆经验：最佳做法、
问题和挑战》；

──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印度代表处性别项目官员
Dhanashri─Brahme 女士，《印度的性别比动态——
模式和可能性》；

── 越南卫生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人事部副主任
Luong─Quang─Dang 先生，《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越南
政府的回应》

问答（15 分钟）

中国人民大学杨
菊华教授

12:10-13:30─ 午餐
13:30-15:10 论坛 2：国家经验：趋势、政策与应对措施（下）

目的：介绍并讨论目前的趋势、有效的政策和立法框架，
以及应对性别选择问题的项目措施

发言嘉宾：

── 中国人民大学杨菊华教授，《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原因与后果研究》；

──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格鲁吉亚代表处助理代表 Lela─
Bakradze 女士，《格鲁吉亚出生性别比趋势及其驱动
因素（1999-2016）：维持积极社会变化的国家政策与
干预措施》；

──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究中心主任 Anand─
Tamang 先生，《尼泊尔男孩偏好和性别选择的社会
文化驱动因素探究》

──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人口科学学院 AKM─Nurun─Nabi
教授，《孟加拉国性别选择的探索：情况回顾》

问答（20 分钟）

法国人口与发展
中心高级研究员
Christophe─Z.─
Guilmoto 博士



04

时 间 活 动 主 持

15:10-15:25 茶歇
15:25-17:05 论坛 3：前沿研究结果：影响因素与后果

目的：介绍并讨论性别选择的驱动因素及后果的证据以及
现有研究

发言嘉宾：

── 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性别失衡背景下中越跨
境婚姻研究》；

── 越南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Khuat─Thu─Hong博士，《中
越跨境婚姻研究》；

── 印度理工学院Ravinder─Kaur 教授，《印度的女童厌
恶：理解与应对》；

── 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博士后研究员Laura─Rahm博士，
《预防性别选择：韩国、印度和越南的政策启示》

问答（20 分钟）

联合国人口基
金亚太区域代
表处性别问题
顾问 Ingrid─
FitzGerald 女
士

第二天（201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9:00-10:15 论坛 4：社会规范变革与倡导：动员社区、推动变革

目的：讨论旨在改变社会规范、摒弃有害的性别选择做法
的社区变革与动员举措，以及政府倡导与媒体参与的成功
经验

发言嘉宾：

── 中央党校李慧英教授，《修订村规民约、纠正生男偏
好》；

── 印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Mary─Elavinakuzhy─John 教
授，《性别选择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经济》；

── 联合国人口基金亚美尼亚代表处新闻官员Mher─
Manukyan 先生，《扭转性别选择的负面趋势：来自
亚美尼亚的经验》

问答（15 分钟）

西安交通大学李
树茁教授

10:15-10: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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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活 动 主 持

10:30-11:45 论坛 5：路在何方：历史经验、各国经验

目的：介绍并讨论案例、评估干预项目效果的不同方法，
以及有效干预策略的全球经验

发言嘉宾：

──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Monica─Das─Gupta 博士，
《性别选择干预影响测量》

── 韩国中原大学助理教授Heeran─Chun 博士，《韩国
出生性别比过渡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 人口理事会柬埔寨国家代表 Ashish─Bajracharya 博
士，《南亚与东南亚性别选择问题：情境分析和有效
应对方法》

问答（15 分钟）

法国人口与发展
中心博士后研究
员Laura─Rahm
博士

12:00-13:30─ 午餐
13:30-15:05 论坛 6：中国经验：可行之道

目的：介绍并讨论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应
对中国性别选择的经验

发言嘉宾：

── 南开大学教授吴帆博士，《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
的家庭发展政策研究》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汤梦君女士，《应
对性别选择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项目的整体回顾》

地方项目经验分享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家庭发展处唐
翊平副处长，《文化敏感型的宣传倡导》（含视频播放）

── 湖北省黄梅县计划生育协会张超柱会长，《出生性别
失衡的多元共治》（含视频播放）

── 安徽省长丰县下塘乡卫生计生办公室唐兴莲主任，《农
村妇女权益维护与公共参与》

联合国人口基金
驻华代表处性别
项目官员文华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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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活 动 主 持

点评（10 分钟）

汝小美，独立专家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Monica─Das─Gupta 博士

问答（15 分钟）
15:05-15:20 茶歇
15:20-16:00 论坛 7：南南合作与全球合作的角色（专题讨论会）

目的：讨论区域间和全球在应对男孩偏好和性别选择方面
的举措

论坛嘉宾

── 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性别与伤害行为预防专家 Anne─
May─Anderson 女士

── 阿塞拜疆国家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任
Elgun─Safarov 先生

── 越南卫生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人事部副主任
Luong─Quang─Dang 先生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汤梦君女士

问答（15 分钟）

联合国人口基金
亚太区域代表
处性别问题技
术顾问 Ingrid─
FitzGerald 女
士

16:00-16:15 闭幕致辞

──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副代表苏仁娜女士
（Navchaa─Suren）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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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摘要及个人简介

第一天：201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

开幕式及欢迎仪式

主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女士

个人简介：贺丹，女，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人
口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与发展（英文）》（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杂志主编，国际计生联亚太地区理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理事。

曾任国家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卫生计生委副处长、处长、副司长。起草《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代拟稿）》、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重大课题《国家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等，提出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启动全面两孩政策等建议。最近五年发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相关文章 13篇，主编、参编各类
书籍 12部。

开幕致辞嘉宾：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中国代表处代表洪腾博士（Babatunde Ahonsi）

个人简介：洪腾博士于 2017年 1月 23日起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
驻华代表。此前，他于 2014年 8月至 2017年 1月任联合国人口基
金驻加纳代表。

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洪腾博士担任过两个高级国际官员职位。

1997-2008年他曾在福特基金会西非办事处担任高级项目官员，期
间在妇女权利、青年发展和性与生殖健康领域对一些国家级政策的
出台作出了贡献，并推动成立了一些国际知名的本土非政府组织。

2010-2014年， 他担任人口理事会尼日利亚国家主任，负责监管生殖
健康、性别平等和青年领域项目的重大拓展和深化。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和 1993-1997年，

洪腾博士在尼日利亚伊洛林、卡拉巴尔和拉各斯等地的联邦大学任教。

 洪腾博士曾任国际妇女健康联盟理事（2010-2014，纽约），联合国大学全球卫生国际研
究院董事（ 2008-2014年，科伦坡），联合国人口基金2014-2017年战略规划外部专家组成员（2013
年，纽约），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性别与权利咨询组成员（2002-2008年，日内瓦），

瑞典 -乌普萨拉 -北欧 -非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9年 1至 3月）。他在相关科学期刊和书
籍上发表过著作，并在《非洲人口研究》和《非洲生殖健康杂志》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

 洪腾博士是尼日利亚人。他拥有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社会学学位（优秀毕业生），以及英
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人口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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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致辞嘉宾：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蔡菲副司长

个人简介：蔡菲，经济学博士，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
健康司副司长。曾任家庭发展司副司长，拥有经济学、社会学、人
口学学术背景，以家庭中的婴幼儿、妇女和老人为重点人群，研究
制定家庭发展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数篇
关于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家庭发展方面的文章， 
2011年发表专著《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开幕致辞嘉宾：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 Ed Kronenburg 高文博先生

个人简介： 高文博先生自 2017年起担任荷兰驻中国和蒙古大使 （北京） 。

高文博先生曾在枫丹白露（法国）和宰斯特高级中学学校接受
教育，并于 1973年毕业于乌得勒支大学法律专业。 1993年至 1999年，

他担任欧盟执行委员范•登•布鲁克办公室副主任（布鲁塞尔），

1999年至 2000年任东南欧稳定公约副特别协调员（布鲁塞尔），后
来担任欧洲司司长一年，之后成为欧洲合作总司副总司长、西中欧
司司长。从 2004年到 2006年，他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布鲁塞尔）。随后他担任女王陛下内廷宫务大臣。

从 2008年到 2012年，高文博先生担任荷兰外交部秘书长。从 2012
年到 2017年，他担任荷兰驻法国、摩纳哥和安道尔公国大使（巴黎）。

主旨发言：全球趋势与前景

主持：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代表洪腾博士（Babatunde Ahonsi）（个人简介见前述）

主旨发言 1：

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Center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EPED）高级研究员
Christophe Z. Guilmoto博士，《性别选择与未来》

摘要 : 在本报告中，我展示了从多种渠道获得的有关世界各地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势的概况。

在此基础上，阐述受产前性别选择影响的国家出生人口男性化的现状和近期轨迹。接着，将探
索在受性别选择性堕胎影响的国家中发现的几个人口、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并思考它们对
于未来性别失衡的启示。同时探讨性别比变化的具体模式，以观察其变动轨迹，这可能有助于
解读失衡的性别比和消失的女孩及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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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 Christophe Z Guilmoto 是法国发展研究所（French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IRD）人口学高级研究员，该机构位于巴黎的人口与发展中心（CEPED），同
时也在巴黎第五大学（Université Paris Descartes）任教。他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亚及东南
欧的性别选择方面。他是联合国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报告（UNFPA，2012）的作者，并且最近
与 Gavin Jones联合编写了《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转变》（Springer，2016）。他自
2017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发表在《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人口与发展评论（PDR）》

和《柳叶刀全球卫生》期刊。

主旨发言 2：

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办公室性别问题顾问 Ingrid FitzGerald女士，《应对性别选择：

认识与干预》

摘要：本报告将对性别选择现象的干预措施作一概述，并将讨论应对男孩偏好和性别选择
的规范指导、政策和项目干预，包括由欧盟资助并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孟加拉国、

尼泊尔和越南，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工作相关国家实施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应对男
孩偏好（Son Preference）与女童轻视（Undervaluing of Girls）全球计划下的倡议。此次演讲还
将重点介绍最近的研究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防范和应对男孩偏好和基于性别偏见的
性别选择（GBSS）。

个人简介：Ingrid FitzGerald是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亚太区域代表处（APRO）

性别问题技术顾问。她带领亚太区域代表处（APRO）性别问题小组针对性别平等与人权、

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包括童婚和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GBSS）等有害做法（harmful 
practices）开展区域项目干预措施。在此之前，她曾在纽约担任可持续发展 2030年议程“符
合目标”（"Fit for Purpose”）联合国高级协调员特别顾问，以及联合国妇女署助理秘书长和
政策与项目副执行理事的特别顾问。此前的职务还包括联合国驻越南国别小组政策专家兼性
别顾问；柬埔寨主要发展研究机构柬埔寨发展资源研究所（Cambodian Development Resource 
Institute, CDRI）性别顾问；以及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驻柬埔寨代表处技术顾
问。在澳大利亚，她曾在悉尼社会研究与市场营销咨询公司 Quay Connection公司担任高级顾
问，并在新南威尔士州前人口老龄化与残障服务厅（(former) NSW Department of Ageing and 
Disability）担任宣传干事兼高级政策官。她获得了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评估
专业硕士学位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妇女研究专业学士学位（荣
誉学士学位）。

主旨发言 3：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女士，《中国出生性别失衡：历史回顾与政策应对》

摘要：出生性别失衡是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自上一世纪 90年代出现失衡，偏
离正常值的程度大、时间长、涉及范围大。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和战略行动，

积极综合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改善女孩生存，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在回顾中国
出生人口性别失衡态势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中国政府应对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措施，并讨论
了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走向。



10

个人简介：刘鸿雁， 女，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 “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中国人口数据综合集成应用平台建设（1949-2015）。主持、协调了全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托育服务等全国性大型调查；主持联合国人口基金、澳
大利亚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个重大国际国内项目。

论坛 1：国家经验：趋势、政策与应对措施（上）

论坛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杨菊华教授

杨菊华，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硕毕业，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妇
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
学会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当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口学、婚姻家庭学、社会政策；研究
领域涉及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福祉及公共政策和社会变迁对个体、家庭的影
响。  

发言 1：

阿塞拜疆国家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任 Elgun Safarov先生，《阿塞拜疆经验：最
佳做法、问题和挑战》

摘要：在阿塞拜疆，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之前，出生性别比（SRB）大多控制在生物
学正常范围内，但这个数字近年来开始增加并于 1998年达到 120，最近三年略有下降（达至
114）。

虽然阿塞拜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令人震惊，但对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却很少。

联合国人口基金阿塞拜疆办事处与阿塞拜疆国家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国家委员会密切合
作，对阿塞拜疆人口中性别比失衡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定性和定量评估。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
和焦点小组讨论获得的信息首次分析了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社会人口因素。研究表明，根深
蒂固的性别成见和误解以及对男孩价值认定偏高，对阿塞拜疆的性别选择现象产生深刻影响。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阿塞拜疆代表处预测了阿塞拜疆在不同出生性别比情景下的人口情况，

进一步证明出生性别比偏高对未来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问题的紧迫性。阿塞拜疆政府在联合国
人口基金的支持下，通过一系列相关活动，包括为知情决策提供证据基础、制定关于该现象的
政策框架以及与政府、民间社会、社区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并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以促进性别平等，肯定女孩价值。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具体方案被纳入国家人口发展和人口方案草
案（2017-2030）。

近几十年来，阿塞拜疆已经在保护和促进该国性别平等等若干领域取得了进展。一系列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条约已经获许批准。这些努力旨在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赋权妇
女建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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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性别选择所揭示的，除非在个人、机构和制度层面加强执行，否则法律和政策
本身效果并不明显。为了消除性别歧视，特别是男孩偏好现象，我们应在更广的社会正义背景
下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

个人简介：Elgun Safarov先生 , 现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国家委员会信
息和分析研究部主任，性别平等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专家，预防和打击性别歧视（GEC-DC性
别歧视）草案起草委员会代表，同时，他也是巴库国立大学讲师，授课领域包括性别平等、欧
洲法律、联合国和家庭法。他拥有国际法哲学博士学位（《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支持国际法中
的国际安全与和平的程序的活动》（2010），巴库国立大学 .1325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他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欧盟、欧洲
理事会（CE）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性别平等、妇女权利保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预防拐卖
等项目中担任培训师；编写《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2009，201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框架内的国家报告；

担任人权保护、性别平等、妇女领导、性别暴力、性骚扰和人口贩运问题的分析员和研究员。

Safarov先生发表了 50多篇学术文章、专刊、手册和书籍。

发言 2：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印度代表处性别项目官员 Dhanashri Brahme女士，《印度的性别比动
态——模式和可能性》

摘要：从 1991年的人口普查来看，印度的儿童性别比问题一直令人担忧。然而，在过去
三十年中，其模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与亚洲其他地区呈现极大的相似性，其中主要是生育率在印
度各邦的转变。随着印度西北部各邦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性别比开始上升。在最近的 2011
年人口普查中，北部的一些邦的性别比开始下降，但其他地区仍呈现较高的性别比。与许多复
杂的社会现象一样，性别比偏高也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这主要是在家庭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

儿子被认为比女儿拥有更大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能够为女孩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的邦，性别比较为正常。为了应对该问题，

印度政府于 2015年启动了一项“拯救和教育女孩”的计划，致力于改善女孩的生存、教育、

健康和福祉，这一举措现已扩大到覆盖全国所有地区。除此之外，目前已经认识到投资需要更
加关注女孩的高等教育、技能培养、流动和安全，相关干预措施包括基于财政奖励的计划，旨
在全面赋权女孩。研究指出，需要从经济途径和社会转型入手思考投资策略，以扭转对女孩的
不利趋势。为此，改变对女孩的歧视需要继续投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机构和保障女孩自力更
生的途径。这些转变在女孩自身、家庭和社区等层面都是必要的，并且应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
合适的政策。

个人简介：Dhanashri Brahme女士，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政府和民
间社会以各种身份工作，负责性别、健康、小额信贷和其他发展问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担任国家计划专家的十五年间，Dhanashri一直负责性别、权利和社区问题，处理重要的人口
和生殖健康问题。自 2004年以来，性别选择一直是她长期具体关注的政策和项目领域，努力
推动社区干预、研究和政策倡导，希望在印度建立该社会人口问题的全面应对机制，并为联合
国人口基金在该地区的举措作出贡献。目前，这部分工作已经延伸到解决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有
害行为的领域，这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三个全球转型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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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3：

越南卫生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人事部副主任 Luong Quang Dang先生，《出生性别比
失衡与越南政府的回应》

摘要：近年来越南出生性别比（SRB）突然上升，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媒体机构以及国内
和国际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问题。在 1999年至 2005年期间，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尚不清楚，

约在 104与 109之间。然而， 2006年至今，越南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大幅上升，从 109.8（2006
年）最高增长至 113.8（2013年）。截至目前，越南的出生性别比仍处于较高水平（2016年为
112.2）。出生性别比在越南最近十多年的情况如何？原因是什么？越南政府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这些应对带来什么影响？未来越南的出生性别比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我将在今天的报告中
为各位解答。

个人简介：Luong Quang Dang先生是越南卫生部人口办公室人事部副主任。他在河内法律
大学（Hanoi University of Law）获得国际法学士学位；司法学院（司法部）律师技能证书；国
际人口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Science）（位于印度孟买）人口科学硕
士 /硕士。Dang在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Ho Chi Minh National Academy of Politics）（越南）

学习政治理论课程。他在人口问题上工作 /学习已超过 10年。Dang也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
室（GOPFP）人口科学委员会的成员。

论坛 2：国家经验：趋势、政策与应对措施（下）

论坛主持：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Center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EPED）
高级研究员 Christophe Z. Guilmoto 博士

发言 1：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杨菊华教授，《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与后果研究》（个
人简介见前述）

摘要：漫长岁月自然进化的结果是，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范围界定于约每 100个女婴
对应 102-107个男婴。然而，近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具有持续时间最长、失衡程度
最深、波及范围最广、受害人群最众、负面后果最重、治理难度最大等特点，2014年依旧高达
115.88。性别失衡透视出的是两性在家庭和社会领域全方位的权利和福祉的不平等，在于女性
权益的疏于落实，在于女性权利的贫困，是两性文化发展失调的结果，而技术要素和生育政策
的挤压性与性别短视性等要素进一步加快了失衡的过程、加剧了失衡的程度。出生性别比失衡
也会带来两性在后续生命历程中的性别错位，对家庭和社会形成潜在威胁。出生性别比的综合
治理必须同时着眼于本源性要素、技术性要素、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等诸多因素。  

发言 2：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驻格鲁吉亚代表处助理代表 Lela Bakradze女士，《格鲁吉亚
出生性别比趋势及其驱动因素（1999-2016）：维持积极社会变化的国家政策与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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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格鲁吉亚的出生性别比（SRB）开始上升，2004年达到
115.2，当时格鲁吉亚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父权结构、父系家庭和社会经
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格鲁吉亚表现出极强的男孩偏好，女孩的价值被低估。自 90年代初苏
联解体以来，生育率下降和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加剧了这一问题。自 2004年起，格鲁吉
亚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到 2016年已恢复到 105的正常水平。格鲁吉亚的经历可为出生性
别比失衡治理提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联合国人口基金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最近出现的这种积极趋势可归功于若干因素，如国
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得到加强、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生育率上升、妇女获得经济权力以及西
方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然而，深深植根于传统和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和家庭规范可能成为变革
的重要阻力。传统和文化方面的性别歧视仍然是持续男孩偏好的核心问题。此外，公众和国内
专家对基于性别偏好的性别选择（GBSS）的认识水平仍然有限。

现有男孩偏好的多样形态：分类数据显示，在某些条件下仍然存在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
择，并且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1).出生性别比在第三胎或更高胎次（先前没有生育男孩）

的家庭中达到 173.8；2).城乡差距很大，首都出生性别比低；3)少数民族更倾向于生育男孩。

国家框架：法律、政策和战略：格鲁吉亚在其国家宪法确定了性别平等的原则。《关于消
除一切形式歧视的国家法》是目前处理性别平等问题的主要立法框架。《性别平等国家行动计
划》（NAP）纳入了预防GBSS的措施。应对GBSS的主要立法是《安全终止妊娠议定书》(2014
年 7月 )，议定书确定了适用于合法堕胎的官方程序和规则体系。根据该协议，除非有必要避
免与性别相关的遗传性疾病，否则不允许以胎儿的性别为由终止妊娠。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为解决男孩偏好和 GBSS而采取的项目干预措施。联合国人口
基金（UNFPA）格鲁吉亚办事处一直在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实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防止有
害做法的举措。为此，值得分享的经验教训和有效巩固当前出生性别比积极趋势的实践经验包
括：

 ■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十分重视获得与 GBSS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相关的知识、数
据和经验证据，这是开展宣传、政策对话以及为项目干预开展后续行动的关键第一步。

 ■ 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针对一般人群开展工作，这些地区人口主要由少数民族构成，

工作对象包括妇女和女孩、青少年、父母、教师、育龄夫妇；通过当地的沟通和宣传
活动以促进性别转变的进程。

 ■ 当地教育工作者以当地语言同目标群体开展交流会。协调人能够在参与者之间开展对
话、获得信任、建立融洽关系、创造进行讨论的舒适环境。

 ■ 吸引年轻人参与促进性别观念转变成为解决有害习俗的成功方法，因为它促进了年轻
一代的价值观念和心态转变。我们利用一些活动，如街头艺术、有影响力的公开讲座，

以激励青年参与解决 GBSS的过程。

 ■ 在目标地区，从整体上应对有害做法（address harmful practices），如基于性别偏好的
性别选择（GBSS）和早婚 /童婚问题更为有效。这是因为 GBSS导致了男性婚姻挤压，

加剧了另一种有害行为，即早婚 /童婚的发生，因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的男性将
会试图与未成年少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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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当地非政府组织、教育与科学部、司法部下属的公共服务发展局（该单位负责管理
当地村里的社区中心）、当地性别平等理事会和市政当局妇女办公室建立伙伴关系，

作为战略业务模式。

 ■ 通过提高医护人员对 GBSS的认识和产前性别检测技术的道德使用，以提升医护人员
对 GBSS等有害做法的敏感度。

 ■ 继续加强宣传，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如性别平等、暴力侵害妇女和家庭暴力问题机构
间委员会以及各区域的地方自治机构进行协商，使政策制定者在预防 GBSS有害做法
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对 GBSS、男孩偏好和其他性别问题的认识，以便在报道和记述故
事时提高敏感度，并为他们提供关键证据、信息和数据，以有说服力的方式积极地解
决问题舆论。

个人简介：Lela Bakradze女士于 2005年以国家方案官员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驻格鲁吉亚代表处，负责国家方案中的生殖健康和权利、人口与发展和性别等领域。

自 2014年起，她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驻格鲁吉亚代表处助理代表。她曾在生殖健
康和权利、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妇女和平建设、青年非正式教育、处理人口动态（包括老龄）

的政策等领域工作。

发言 3：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究中心（Research on Environment, Health and Population 
Activities, CREPHA）主任 Anand Tamang先生，《尼泊尔男孩偏好和性别选择的社会文化驱动
因素探究》

共同作者：Anand Tamang,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究中心（CREPHA）；Tirtha 
Tamang,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尼泊尔代表处；Biddhya Khanal,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
究中心（CREPHA）；Dev Maharjan,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究中心（CREPHA）；

Achala Shrestha,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究中心（CREPHA）

摘要：基于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本文旨在探索尼泊尔男孩偏好和性别选择的社会文化驱
动因素。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技术从 6个地区（4个出生性别比偏高地区和 2个正常地区）抽
取共计 1890名至少有 2个孩子的已婚妇女进行访谈，其中最小的孩子只有 5岁。结果显示，

对于没有儿子的女性（97％），有两个或更多女儿（96％）的女性以及仅有一个儿子（61％）

的女性，对随后生育儿子的期待非常高。相比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富裕家庭（占总财
富 20-25%）的男孩偏好率较高。当没有女儿（92％）或有两个或更多儿子（83％）时，女性
非常期待女孩。妇女们采取各种宗教仪式、禁食并依靠当地的占星家来确保儿子的出生。继承
和延续家庭血统、老年时的经济支持、进行临终祈祷和社会地位是男孩偏好的主要驱动因素。

在出生性别比率偏高的 4个地区，14％的人曾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而在出生性别比正常的 2
个地区中，这一比例为 5%。除非所有部门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以解决父权制、男孩偏好和性
别歧视的问题，否则在尼泊尔社会中性别选择和针对女婴的歧视将继续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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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Anand Tamang先生是尼泊尔加德满都环境、卫生与人口活动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 Health and Population Activities, CREHPA）的创始主席兼主任。他
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权利（SRHR）、堕胎和性别暴力（GBV）领域拥有 38年的专业研究
经验，他和他的组织在尼泊尔堕胎合法化以及基于证据的国家安全堕胎政策的制定以及基于证
据的结束童婚国家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Tamang先生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日内
瓦和东南亚地区办公室（SEARO）的顾问小组成员，并担任亚洲安全堕胎合作伙伴（the Asia 
Safe Abortion Partners, ASAP）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他曾任国家协调员，领导“未成年女性不应
成为新娘”尼泊尔分会。他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堕胎的文章。他是正在进行的尼泊
尔性别偏见性别选择研究的学科研究员（PI）。

发言 4：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University of Dhaka）人口科学学院 AKM Nurun Nabi教授，《孟加拉
国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GBSS）的探索：情况回顾》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基于性别的不平等 (Gender-based Inequality)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

孟加拉国也不例外。然而，虽然大量研究关注了孟加拉国性别不平等的许多方面，但很少有研
究（例如，Talukder等人，201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1；Bairagi，2001）试图
从现有数据集或微观研究探索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 (GBSS)的动态。文献中也少有关于孟
加拉国 GBSS相关的现行法律和政策的梳理。在此背景下，达卡大学（DU）人口科学学院在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第九周期项目（CP9）的支持下开展了一项研究。通过分析主要数据，

旨在全面了解国内出生性别比失衡和 GBSS现象，并比较不同地区、种族、宗教和收入群体之
间的差异。主要数据来源包括孟加拉国人口和住房普查；孟加拉国人口与健康调查（BDHS）；

孟加拉国统计局（BBS）开展的多指标集类调查（MICS）。

项目的总体目标在于回顾孟加拉国 GBSS的情况。具体目标是描述 GBSS的水平和趋势、

探索跨背景特征的 GBSS差异，并确定 GBSS的决定因素。Guilmoto（2009）引入的三个相互
竞争的假设：适应性行为、经济危机和冲突，以及作为发酵剂的具体在地因素，是本研究的前
提。本研究对数据集中可能存在的 GBSS的各个维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回顾和分析。研究表明，

对儿子的渴望以及由于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家庭规模缩小可能是孟加拉国 GBSS背后的一个驱
动因素。在孟加拉国，男孩偏好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可能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信仰、对妇女
的文化限制、传统的性别角色、男性的支配地位，以及男性作为挣钱养家的户主、亲属制度和
只期待儿子的老年赡养有关。孟加拉国理想的出生性别比（DSRB）持续高于过去 20多年观察
到的出生性别比（OSRB）。出生性别比（期望的和观察到的）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明显差异——

城市地区始终高于村地区。分胎次研究显示，一胎出生性别比（OSRB）非常高，此后随着胎
次增加，OSRB开始下降。这些发现表明，性别选择很可能在孟加拉国的初生婴儿中发生。关
于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发现女性新生儿和婴儿死亡率略高于男性、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中学女生的辍学率明显高于男生、三分之二的女性仍未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远
低于男性。

然而，由于不同的数据集在目标、方法、应答者类型和数据收集的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无法确保所得结论确定无疑。现有的数据不能为 GBSS的普遍存在提供明确的论据。现有
的研究既无法对孟加拉国的 GBSS的存在提供任何解释，也没有提供探索孟加拉国性别偏见选
择的范围和动态。然而，造成 GBSS的诸多因素均在孟加拉国存在，如父权制、对传统性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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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刻板印象、农业经济关系、普遍的贫困、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比例更高、以及缺乏对年长
父母未来安全的保护体系等。孟加拉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妇女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依
赖于男子，这是通过父权、父系和父权社会结构而制度化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本研究建立了
理解 GBSS动态的概念框架。然而，基于对二手数据的分析无法得出 GBSS在孟加拉国存在程
度的结论。为了了解孟加拉国 GBSS的现状和动态，我们正在开始一项新的初步研究。

个人简介：AKM Nurun Nabi博士于 1998年在达卡大学成立了人口科学系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Dhaka) - 为把握人口发展关系的动态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被
认为是为国家所做的巨大贡献。他是 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中勇敢的自由斗士，加拿大英
联邦学者，曾任社会学教授和朗布尔的博古姆罗凯亚大学（Begum Rokeya University）前副校长，

他是孟加拉国国家人口委员会成员，孟加拉国人口协会（BPA）秘书长，达卡大学人口科学校
友会（DUAAPS）主席，孟加拉国美国研究协会（BAAS）前主席，现任达卡大学人口科学系教授。

Nabi博士拥有社会学和人口学相结合的杰出学术资历，并且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哲学博士，

专攻人口学。他在学术、研究、管理和领导方面表现卓越；与国内外学者共同出版、编辑书籍，

并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和书籍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

论坛 3：前沿研究结果：影响因素与后果

主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办公室性别问题顾问 Ingrid FitzGerald （个人简介见前述）

发言 1：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教授，《性别失衡背景下中越跨境婚姻研究》

共同作者：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杨  博  陕西师范大学；汤梦君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

摘要：中国和越南由于边境地区民族共性和地理相通，跨境婚姻自古有之。但是近年来中
国的发展使得中国境内的跨境婚姻出现扩大趋势。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吸引力，使一些越
南女性倾向于嫁入中国；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口结构中的性别失衡，使中国婚姻市场对于女性配
偶的需求从国内扩展到周边国家。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和媒体信息，对性别失衡社会中越跨境
婚姻现象以及跨境家庭生计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中越跨境婚姻在数量和地域
上出现扩大趋势；以自由婚和中介婚为主，边境和内陆地区的类型有显著差异，两类地区都发
现有婚姻买卖与人口贩卖违法现象。在中国政府、社区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跨境婚姻家庭的
生计、社会融合和社会保障权益持续改善，但挑战和风险依旧存在。中国政府正在从法律、制
度创新、社区管理、保障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但是也需要中越两国建立区域性国际合作体系
共同应对跨境婚姻中的风险与权利保障。本研究初步探索和验证了中越跨境婚姻与中国性别失
衡的相关性，未来需要更大范围的深入研究。

个人简介：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老龄与健康研究中
心联合主任，陕西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基地联
合主任，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兼职教授。李树茁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人
口与社会政策，包括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老龄与健康，流动与
社会融合，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等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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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2：

越南社会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ISDS）主任 Khuat Thu Hong
博士，《中越跨境婚姻研究》

摘要：自上世纪 90年代初以来，由于亚洲和东欧一直以来的男孩偏好倾向，这些地区出
现大量产前性别选择（Prenatal Sex Selection）这种有害做法（Harmful Practice），并由此导致
了严重的性别失衡，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破坏性影响。例如，跨国婚姻中的负面现象开始增多，

如强迫婚姻、贩卖人口和其他侵犯妇女权利的现象。通过采访从中国返回的越南女性和该领域
的专家，本研究试图记录中越跨境婚姻的情况及其跟性别失衡后果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理中越两国的跨境婚姻，以减少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GBSS）对两
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个人简介：Khuat Thu Hong博士，现任位于越南河内的独立研究机构社会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ISDS）的创始人兼主任，该机构成立于 2002年。她
有心理学学士学位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在 ISDS成立之前，她曾在政府研究机构社会学研究所
工作了 16年，并于 2000年 3月至 2001年 5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担任性别问题专
家。Hong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性别、性和社会共融。

发言 3：

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avinder Kaur教授，《印度的女孩厌恶：理
解与应对》

摘要：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及 21世纪的前二十年，印度的儿童性别比偏高，这表明父母
对女儿存在偏见。尽管最近出生性别比失衡情况略有改善，但是，特别是情况最不乐观的旁遮
普省（Punjab）和哈里亚纳邦省（Haryana），由于对女孩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歧视，导致大量女
孩继续从人口中消失。文献对该现象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解释：持续的男孩偏好、快速下降的
生育率以及日渐普及的性别鉴定技术。

在印度，最近的研究超越了这一解释，转而关注向上流动策略、教育和女性职场参与在家
庭性别构成所起的作用。研究还表明，在成功削弱男孩偏好和女孩厌恶、解决性别比失衡的问
题上，直接方法（例如禁止性别选择的法律或对父母的经济激励）的效果不如间接方法（一般
是长期路线，如改善家庭收入和阶级地位以及减少教育和就业方面的男女差距）。然而，由于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很难预测未来全国各地性别比的轨迹，以及在这些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女
儿和儿子价值的社会规范性认识。当然，人口大国的生育率下降可能会加剧对女儿的挤压，而
在较低生育率地区的稳定中产阶级中，女儿的价值可能会提升。

个人简介： Ravinder Kaur博士是印度德里印度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的社会学和社
会人类学教授。她在性别比失衡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主要关注性别比失衡与生育率、阶级
流动性和新娘短缺等之间的关系。她最近编辑出版了《男人太多，女人太少：印度和中国性别
失衡的社会后果》（2016）。她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密切合作，针对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问
题开展研究和倡导工作，并曾服务于关于印度政府 PC-PNDT（禁止性别选择）法的中央监督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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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4：

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CEPED）博士后研究员 Laura Rahm博士，《预防基于性别偏见的性
别选择 (GBSS )：韩国、印度和越南的政策启示》

摘要 ：当前，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制定政策以应对一种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形式：出于对
男孩的偏好而故意在女婴出生前堕胎或出生后不久溺弃，这也被称为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
（GBSS）。通过社会、政治和法律改革挑战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

一些公共政策也在无意中强化了男孩偏好，反而助长了对女孩的歧视。本报告以三个亚洲国家
为例，介绍其预防 GBSS的政策教训。通过对现有文献、政策文件、人口趋势的分析以及 2014
年至 2015年在韩国、印度和越南进行实地调查期间对决策者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得出以下
结论：尽管在过去十年间，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水平，这种逆转与社会变革和法律改
革有关，但 GBSS在印度和越南仍普遍存在。为应对各国日益增长的人口男性化（demographic 
masculinization），两国均已作出重大政治努力。尽管如此，本报告显示，应对性别选择的公
共政策不仅在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方面无效，而且还对性别选择行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
影响。

个人简介：Laura Rahm博士是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EPED）政治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员。她擅长针对男孩偏好、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GBSS）
和其他有害做法的公共政策和项目。她最近的出版物刊登在《人口与发展评论》、《国际批判》

和《男性与男子气概》上。Laura拥有帕绍大学（University of Passau）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
巴黎索邦大学（ Sorbonne University Paris）的政治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学位。她担任首个预防
男孩偏好和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全球项目的顾问和培训师。联系方式：laura.rahm@ceped.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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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201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论坛 4：社会规范变革与倡导：动员社区，推动变革

论坛主持：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李树茁教授（个人简介见前述）

发言 1：

中央党校社会学系李慧英教授，《修订村规民约，纠正生男偏好》

摘要：村规民约是村民共同约定的村庄管理规则与村民行为规范，是纠正生男偏好治理出
生性别比失衡的有效举措。众所周知，出生性别比失衡源于生男偏好，生男偏好则植根于家庭
父权制，即父姓父居父系的铁三角结构。在这一架构中，男孩女孩的价值是冲突的，男孩是自
家人，要娶妻生子，为父母养老送终，女孩一到结婚就要出嫁，就成了外人，不能为父母养老，

也不能继承父母财产。所以，生育男孩就成为必须。在我国农村社区，90%以上都有村规民约，

很多规则会强化家庭父权制，如强化从父姓，将儿子视为永久的村民，将女儿视为临时的村民，

一旦女儿结婚就会取消村民资格和村庄待遇，在中国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都是由村委会根据村
规民约分配的，其结果是不断从村庄制度上强化生男偏好。

从 2009年以来，我们在中国农村一直在探索修订村规民约纠正生男偏好的社区经验。这
一实践的运作方式是三种主体的交叉互动，一种力量是性别专家进入农村社区进行接地气的性
别培训，启发村干部和村民看到村庄的分配方案和民风民俗存在强化生男偏好的因素，从而生
发改变的愿望。一种力量是当地基层政府，组成领导和推进小组，由点到面推进性别平等村规
民约修订。由此，政府扮演者推动和引导的角色。第三种力量是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在转变观
念的基础上，组织修订村规民约，将父权制转变为男女平等，姓氏上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
母姓，婚居上男女都可以进行婚居选择，女到男家男到女家均可，都可以享有村民资格和待遇。

在修订村规民约实践过程中，长丰县、黄梅县等试点县都创造了成功的社区经验。在试点村形
成了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也出现了民风民俗的变革，目前，在第三期项目县已经有 546个社
区  修订村规民约，仅黄梅县就有 180个社区，随着民风民俗的变革，生男偏好正在渐渐弱化，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个人简介： 李慧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妇女
发展纲要监测评估专家，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

发言 2：

印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New Delhi, India）Mary 
Elavinakuzhy John教授，《性别选择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经济》

摘要：本报告将讨论 2016年在哈里亚纳邦（Haryana）和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进行的实地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该研究的重点关注印度小城镇中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
（GBSS）持续存在的动因。这项研究带来的创见在于，在每个家庭只想要两个孩子的背景下，

家庭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应该联系其生活和发展背景来理解。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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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当代印度妇女在个人生活和子女未来规划中的教育、婚姻和工作之间的不平等、不
平衡关系。教育作为个人最积极的发展途径，通常牵涉到（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和决心，女
儿尤其如此。种姓和阶级深刻地决定受教育的可能性。教育和婚姻之间的联系是深刻、多维的。

正确的教育将有助于确保一个好的婚姻。另一方面，婚姻也可能导致教育中断。最薄弱的是教
育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对于非常贫穷的人来说，工作是必须的，而教育所起的作用有限。即便
是那些拥有多个学位、准备参加资格考试的人，也常常发现自己最终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或
者通过从事家庭教育和缝纫赚取微薄收入。

性别选择时代，只有女孩的家庭（纯女孩户）：受家庭的经济条件所限，小家庭的涌现代
表了当代印度历史上的新时代（就生育率而言，印度正在接近更替水平）。对一儿一女的渴望
并不意味着男孩偏好和女孩偏见的结束，在性别选择的时代，这种现象需要同只有女孩的家庭
（即纯女孩户）区分开来。很少有家庭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只有女儿。访谈的城镇样本显示，如
果没有儿子，家庭很难想象自己和女儿安全的未来。偏高的儿童性别比和访谈对象的回应证实
了当前仍有秘密进行的性别选择。实际上从夫居并不是一种强有力的规范，超过一半的受访家
庭都是核心家庭，几乎没有人提及儿子在仪式上的必要性。对这种形式的一种解释是，在这些
困难时期，虽然婚姻是女儿的必需品，但在遇到困难时也需要兄弟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几乎
所有受访者都不赞成女儿拥有继承权，因为这会危害到与兄弟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在所有调研
地区中，纯女孩户的接受度十分有限。

新型性别刻板印象，坏儿子和好女儿：几个访谈中频繁出现关于儿子和女儿的某些看法。

几乎没有人以强儿子和弱女儿的形式来表达传统生物学性别观念。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对儿子
的期望产生了广泛的怀疑，即他很可能无法达到人们的期望。代际契约认为，父母在生活中“安
顿好”儿子，就能得到安全感作为回报。不同阶层、不同种姓的人对“坏”儿子都有各种各样
的贬损描述，这表明人们产生了一种“坏”儿子的新型刻板印象，因此代际契约（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中出现了裂痕。当谈到女儿时，鉴于在公婆家可能要面临艰苦生活，因此形成了以
善良和慈爱为特征的女儿形象。这里也加入了新的元素，与女儿在婚后可能扮演的角色有关。

明显的表述如，女儿婚姻距离的缩短，甚至女儿与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或城镇，以及，虽然
法律上儿媳比女儿更有义务照顾父母，但访谈中也出现了更直接的关于女儿照顾父母的描述。

这些关于儿子和女儿的说法显然不仅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与家庭与发
展之间难以捉摸的联系有关。如今，儿子们必须在高度动荡的时代提供稳定和安全，以代替日
渐缺位的“政府责任”。不仅是相对贫穷的家庭，即使那些在社会和政治经济环境中处于相对
有利地位的家庭都清晰表述道，认为儿子极有可能面临失败。与此同时，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
也使女儿更难自立。而事实上女儿往往比儿子更能照顾父母，只有女儿结成良好的婚姻并接受
必要的教育，再加上对女儿作为照顾者更友善的社会话语环境，父母才能老有所依。

个 人 简 介：Mary Elavinakuzhy John目前是印度新德里妇女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CWDS）的高级研究员。她从 2006年至 2012年担任 CWDS主
任，之前曾在 2001年至 2006年担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妇女研究项目（Women's Studies 
Programme,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副主任。在女权主义和妇女研究领域，Mary E. John
著作颇丰。她最近的出版物包括《印度女性研究：读者》（Penguin 2008），以及《性别偏见
性选择 :历史、辩论和未来方向》（联合国妇女署，2014）。她是美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特别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该委员会曾发布《Saksham报告》，调查印度校
园性骚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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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3：

联合国人口基金亚美尼亚国家办事处新闻官员Mher Manukyan先生，《扭转性别选择的负
面趋势：来自亚美尼亚的经验》

摘要：多年来，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亚美尼亚代表处一直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出生
数据。我们发现，从 90年代初开始，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参考：102-
106），在 2000-2001年达到 120的峰值，然后在 2010年初期稳定在 115。

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1年的一项研究证实，亚美尼亚存在产前性别选择。研究还发现了对
男孩的偏好比女孩的偏好高六倍。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延续家谱、男孩是财产的继承
者、家庭中男人的权力更高，以及男孩在社会中拥有更积极的角色和更高的社会流动性。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另一项研究，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导致亚美尼亚在 2060年出
现近 93,000名女性从人口中“消失”，这将对婚姻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导致人口进一步外迁。

然而，通过媒体、社会大众、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政府、议会、教会的工作，亚美尼亚
的出生性别比从 115（2013年）下降到 110（2017年）。

个人简介：Mher Manukyan先生是公关和传播专业人士。 Mher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亚美尼
亚国家办事处的新闻官员。Mher在发展领域的公共关系、沟通和公众意识方面拥有十五年的
工作经验。 Mher于 2010年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亚美尼亚国家办事处。自 2011年以来，Mher
参与了针对亚美尼亚产前性别选择的工作，并领导了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亚美尼亚代表处与这一
现象有关的宣传和意识提升活动。

论坛 5：路在何方：历史经验、各国共享

论坛主持：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CEPED）博士后研究员 Laura Rahm 博士（个人简介
见前述）

发言 1：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Monica Das Gupta博士，《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干预影响测量》

摘要：衡量干预措施的效果，例如针对 GBSS干预，可以通过以下多种方法进行：

 ■ 过程评估（Process evaluation）：例行监测干预措施的惠及范围

 ■ 简单效果评估（Simple impact evaluation）：例如，比较干预期间人群中 K.A.P.（知识、

态度、实践）的变化。这通常是将基线调查的数据与干预结束时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

 ■ 基于反事实的严格效果评估（Rigourous impact evaluation with a clear counterfactual）：

比较接受干预的人群与没有接受干预的同类群体的变化。这是效果评估的黄金标准。

评估干预措施的成果（outcome）是通过使用简单或严格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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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持续时间较短的干预活动时，可以采取 K.A.P.的评估方法。但这种方法通常很难评
估最终成果（outcome），例如出生性别比，这是由于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不仅仅是 GBSS干预
造成的，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比 K.A.P.慢。本研究以东亚和南亚为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评估了
用于减少 GBSS的主要方法的效果：（a）禁止性别选择；（b）依靠大众媒体宣传以弱化男孩
偏好；（c）向女儿的父母提供经济奖励，以及（d）为促进性别平等做出更广泛的努力。

个人简介：Monica Das Gupta博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她研究过家庭系统如
何塑造个人的生活机会，包括母婴健康以及男孩偏好的原因和后果。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公共卫
生系统，以及人口、贫困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2012年加入 UMD之前，莫妮卡在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of the World Bank）工作了 14年。在此
之前，她在新德里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工作了十年之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发言 2：

韩国中原大学（Jungwon University）助理教授 Heeran Chun博士，《韩国出生性别比过渡
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摘要：韩国是一个独特的出生性别比转型的案例。植根于父权制和父系儒家思想传统的男
孩偏好，低生育率和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可及性导致韩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出生性别比偏
高。这一数字在 20世纪 90年代初达到顶峰，1991年韩国出生性别比为 117，1993-1994年出
生性别比为 115。但其后，出生性别比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并在 21世纪后期开始
走向正常化。虽然韩国被列为具有“强烈男孩偏好”的国家之一，但现在韩国在孩子的性别上
也表现出对女儿的偏好。通过回顾和总结韩国经验，可以为治理性别选择提供经验和启示。但
现有关于韩国男孩偏好下降因素的研究很少。本研究分析韩国出生性别比的转变过程，探究其
影响因素以及韩国儿童性别偏好的变化过程，并着重关注相关政策、干预措施和宣传活动。

个人简介：Heeran Chun是韩国中原大学卫生管理学院（Department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Jungwon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她在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接受了卫生人口学和社会流行病学的培训，工作领域包
括性别与健康、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GBSS）等议题。

发言 3：

人口理事会 (Population Council) 柬埔寨国家代表 Ashish Bajracharya博士，《南亚与东南亚
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问题：情境分析和有效应对方法》 

摘要：本报告将简介人口理事会 (Population Council)最近关于性别偏见性别选择（GBSS）
的研究，重点是南亚和东南亚应对 GBSS的干预及其方法评估。本报告将以人口理事会 2015
年在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支持下，协同印度、尼泊尔、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合作伙伴开展的研究为例，探讨影响国内出生性别比和儿童性别比变化
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对可能影响 GBSS的干预措施进行评估。干预措施包括提高女孩受教育权
利、有条件的现金激励、旨在减少 GBSS的社区动员、宣传和倡导行动，以及重点关注披露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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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性别鉴定相关法律的执行。在印度，该研究专门比较了性别比偏高地区和近十年内在治理性
别比领域有重大进展地区的环境因素和干预因素。

基于人口理事会关于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产前性别选择的研究，我们将讨论这些研究结果，

并重点关注助长这种做法的技术和旨在阻碍这种做法的法律框架。此外，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发
现在越南存在反复堕胎现象，这表明男孩偏好可能是这种现象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在安全
堕胎合法且容易获得的情况下，至少有两个女儿的女性比只有一个女儿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堕
胎。来自南亚、尤其是印度和尼泊尔的证据表明，社区动员和宣传工作，特别是一线卫生工作
者进行的有效交流，在改变性别规范和传播积极的性别观念上十分重要，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减
少 GBSS现象。

个人简介：Ashish Bajracharya博士是人口理事会 (Population Council) 柬埔寨国家代表。

Bajracharya博士是一名社会人口统计学家和政策分析师，专门研究与性别、成年人过渡以及青
少年、年轻人和弱势群体的性与生殖健康有关的问题。他还专注于影响评估和人口统计分析。 
Bajracharya博士的工作涉及柬埔寨、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坦桑尼亚和越南。他
曾在纽约、河内和达卡工作过。Bajracharya博士于 2008年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获得了政策分析和管理博士学位。他是尼泊尔人。

论坛 6：中国经验：可行之道

论坛主持：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性别项目官员文华博士

文华博士在性别研究和发展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她目前就职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担任性别项目官员。在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之前，她曾就职于高校和非政府组织。她的专业领
域包括妇女权益、预防和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应对针对妇女儿童的伤害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权利、妇女与发展等。她于 2010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2004年获得挪威卑尔根大
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并于 2007年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

发言 1：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吴帆教授，《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家庭发展政策研
究》

摘要：生育决策是由家庭或个人从生育结果 ,即通过对孩子的收益与成本投入之间的权衡
来决定的。从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角度，家庭是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干预和行动介入的单位。

但是，就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体系而言，现有绝大多数政策基本都是面向宏观人口整体
的，只有少数政策针对家庭和个人，治理体系的主要困境在于公共目标与生育决策单位（个人
和家庭）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分歧。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家庭政策数量并不少，

但现行以家庭整体为对象的政策并不多，主要涉及低保制度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主要对
象包括贫困家庭、计划生育家庭、特殊儿童家庭等功能不完整的家庭。

一个完善的家庭政策体系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是其中最
核心的价值导向。对已经进入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风险期的中国而言，具有性别视角的家庭发
展政策应该成为治理出生性别比及其社会后果的重要手段。因此，基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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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策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家庭政策子系统，而是指将出生性别比治理嵌入或融入在内的家庭
发展政策体系。相应地，基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家庭发展政策框架则是将家庭视为出生性别比
治理的重要介入单位，通过家庭政策的支持和干预来促进家庭性别权利平等，平衡家庭资源的
性别分配，削弱和消除男孩偏好的功利性基础，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价值，最终实现女
性社会地位平等与家庭地位平等的统一。在这一政策基本框架下，家庭发展政策的内容主要体
现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促进女性发展的政策、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的政策、构建促进家庭内
部性别平等的社会机制、以及对和谐家庭关系建设的支持。这四个维度的政策安排在一定程度
上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体系。

个人简介：吴帆是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的教授、系主任。 她获得南开大学经
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的访问学者。吴帆教授长期从事
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政策研究，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家庭变迁、家庭政策和性别议题。她
发表了 50多篇关于期刊的文章，主要包括家庭政策、家庭照料者支持、性别平等和人口流动
等主题，主持完成了由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卫计委、民政部和教育部等资助的 20多项课题。

Email:laurelwu915@163.com

发言 2：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汤梦君女士，《应对性别选择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失
衡项目的整体回顾》

摘要：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个性别议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持续偏高，是家庭男孩
偏好在有限生育数量条件下的体现，也反映出现存制度、文化对女孩的“隐性”的不平等待遇。

改变出生性别失衡需要着眼于基层的政策制度，也需要着眼于社区与家庭层面的习俗与理念转
变。自 2016开始，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应对性别选择与治理出生人口失衡”项目在第
七周期项目的基础上，在 6个项目地区开展了试点干预活动。干预活动强调要结合当地特点，

有文化敏感性，将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纳入决策与活动中，积极推动基层社区村规民约的修订，

推动妇女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推动家庭平等性别分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个人简介：汤梦君，女，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性别、生殖健康与人
口政策的研究，承担过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国妇女发展署、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国际协力集团、

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研究项目，推动计划生育改革，促进相关服务管理的完善。2011年起开始负
责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华第七周期、第八周期项目出生人口性别比项目，熟悉运作式研究与干预。

地方经验分享

发言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家庭发展处副处长唐翊平，《文化敏感性的宣传倡
导》

摘要：人们的生男偏好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与传统习俗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聚
居的地区，也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省区之一。项目县之一宁明县是壮族人口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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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壮族自古就有唱山歌的习俗，有丰富的地方戏剧。项目将性别平等相关的内容编进了
地方戏曲与山歌，开展民间文艺活动，纳入了壮族的歌坡节活动。另一项目县宾阳县以客家人
为主，但人们崇拜龙，自古有舞炮龙的习俗，项目支持成立了女子炮龙队，改变了千年来只有
男性才能舞龙的习俗。两个地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宣传倡导，撼动了性别不平等刻板，转变人
们的生男偏好。

个人简介：唐翊平，男，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家庭发展处副处长。长期
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有综合管理、规划统计、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和家庭发展处等多
部门工作的经历，熟悉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政策和历史，对人口规划及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有一定的研究，曾多次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的起草和编撰，参与
广西人口发展主体功能区规划课题的研究等。

发言 4：

湖北省黄梅县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张超柱，《出生性别失衡的多元共治》

摘要：湖北省黄梅县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自 2016年被确定为“中国—联合国第八周期
应对性别选择与治理出生性别失衡项目”试点县以来，将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多元化治理纳
入性别失衡公共治理之中，致力于营造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构建公众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
模式，改变传统的男女有别的风俗，推动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下降。

个人简介：张超柱， 男，大专学历，副主任医师，现任湖北省黄梅县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20多年，曾任职湖北省黄梅县流动人口管理站、服务站站长，县计生协副
会长、计生局副局长，卫生计生局副局长，现任黄梅县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发言 5：

安徽省长丰县下塘镇卫生计生办公室主任唐兴莲，《农村妇女权益维护与公共参与》

摘要：群众生活在村庄中，乡镇与村庄的小环境对群众的理念、意愿与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作为第八周期项目试点地区，长丰县下塘镇在项目的统一安排下，着力于转变群众思想观念，

关爱农村妇女的生计与健康，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在村庄内推动“民主协商五部曲”，在修订
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增加了性别平等的内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妇女当家
作主，减弱了生男偏好。

个人简介：唐兴莲，女，安徽省长丰县下塘镇卫生计生办公室主任，大专学历。长期在基
层一线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任职的下塘镇全面推开联合国人口基金出生人口性别比项
目的做法，引入性别平等理念，推进村规民约修订，提高女性地位。个人和所在单位多次被省、

市、县计生委授予“人民满意的基础站所”“先进单位”“全省计划生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论坛 7：南南合作与全球合作的角色（专题讨论会）

论坛主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代表处性别问题顾问 Ingrid FitzGerald 女士 （个
人简介见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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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

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性别与有伤害行为预防专家 Anne May Anderson女士

阿塞拜疆国家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任 Elgun Safarov先生（个人简介见前述）

越南卫生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人事部副主任Luong Quang Dang先生（个人简介见前述）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汤梦君女士（个人简介见前述）

Anne May Andersen 女士是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性别与有害行为预防专家，担任预防男孩
偏好和应对性别选择的全球项目协调员一职。Anne May女士在性别、人权、性与生殖健康和
权力方面拥有超过七年的工作经验，曾就职于国际计划、挪威发展署与及联合国艾滋病署。她
拥有项目管理和政策倡导方面的丰富经验。Anne May 拥有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特别
关注人权与国际关系。 

会议闭幕式

致辞嘉宾：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副代表苏仁娜女士 (Navchaa Suren)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女士 （个人简介见前述）

个人简介

苏仁娜女士（Navchaa Suren）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在性生殖健康，人口
与发展、青年发展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等领域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她曾在联
合国人口基金担任多个职务，担任驻南非代表处副代表，人口基金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办事处国际方案协调员 /负责人，以及驻蒙古代表处的助理代表。在加入人口基金之前，她曾
担任蒙古卫生和社会福利部战略规划司的政策官员。她拥有蒙古国立大学的人口学学士学位和
统计学硕士学位，以及荷兰社会研究所的发展研究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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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1. 会议期间请每天上下午分别签到。

2. 请参会人员全天佩戴会议胸牌。

3. 会议期间请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

4. 会议提供中英文同声传译，如需翻译设备，请凭身份证件登记领取。

5. 会场提供免费 wifi，登陆信息如下：

LANDMARK WIFI

用户名：4444

密码：3333

6. 会务组联系方式：

张    弛       13488653901

汤梦君       13520782282

吕利丹       15330076836

王晓璇       15829336919



28

参会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国际参会者
Lela Bakradze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格鲁吉亚代表处助理代表

Shamima Pervin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孟加拉国代表处性别项目官员
A K M Nurun Nabi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人口科学学院教授

Ravinder Kaur 印度理工学院教授
Mary Elavinakuzhy John 印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Naveen Jain 印度拉贾斯坦邦医疗、卫生与家庭福利署国家卫生部秘书兼
主任

Dhanashri Brahme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印度代表处性别项目官员
Khuat Thu Hong 越南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

Dang Luong Quang 越南卫生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人事部副主任
Thi Nga Nguyen 越南劳动、残障及社会事务部 (MOLISA) 性别平等办公室高

级官员
Thi Bich Loan Tran 越南劳动、残障及社会事务部 (MOLISA) 性别平等办公室副

主任
Ashish Bajracharya 人口理事会柬埔寨国家代表

Mher Manukyan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亚美尼亚代表处新闻官员
Elgun Safarov 阿塞拜疆国家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任

Christophe Guilmoto 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Laura Rahm 法国人口与发展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Heeran Chun 韩国中原大学助理教授

Anand Kumar Tamang 尼泊尔环境、卫生和人口活动研究中心主任
Monica Das Gupta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

Anne May Andersen 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性别与有害做法预防专家
Ingrid FitzGerald 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办公室性别问题顾问

国内参会者
蔡    菲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副司长
徐拥军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家庭发展指

导处处长
贺    丹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鸿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汤梦君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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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及职务
刘中一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笑非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肖亮亮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官员
宋    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姜全保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杨雪燕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王晓璇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
孟    阳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
李慧英 中央党校教授
吴    帆 南开大学教授
汝小美 独立专家
张银锋 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姚尚正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家庭发展处调研员
刘传好 安徽省长丰县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田翠萍 安徽省长丰县卫生计生委家庭发展科科长
唐兴莲 安徽省长丰县下塘镇卫生计生办主任
郑永忠 安徽省长丰县吴山镇副镇长
莫    静 安徽省长丰县吴山镇卫生计生办公室主任
吴    猛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卫计委党组成员、计生协常务副会长
路念书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卫计委家庭发展股股长
邵友伟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永镇乡党委书记
李    武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三八街道卫生计生办公室主任
李高峰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永镇乡卫生计生办公室主任
翟    学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家庭发展处二级主任科员
张超柱 湖北省黄梅县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陈国雄 湖北省黄梅县卫计局家庭股股长
蔡建祥 湖北省黄梅县黄梅镇计生办主任
李青山 湖北省嘉鱼县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张警卫 湖北省嘉鱼县卫生计生局
唐翊平 广西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家庭发展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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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及职务
张礼象 广西自治区宾阳县卫生计生局局长助理
肖晓玲 广西自治区宾阳县卫生计生局打击“两非”领导小组办公室

秘书股股长
麻艳红 广西自治区宁明县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陆    哲 广西自治区宁明县卫生计生局家庭发展股股长
赵梦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讲师
张    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
崔龙韬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方正梁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任亚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张婧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王记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
张晓倩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
刘志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
盛丹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张    辉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秦婷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王中汉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硕士研究生
黄映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徐    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国际组织和使领馆
洪腾 (Babatunde Ahonsi)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代表
苏仁娜 (Navchaa Suren)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副代表

文    华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性别项目官员
张    弛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性别项目助理
杨睿侃 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协调员
吴心坤 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助理

Douglas Nobl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代表
陈婷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
滕    菲 UNOPS 项目管理助理

Brittany Hoppe UNOPS 项目助理
郑单丹 UNOPS 项目助理

Zhang Tuohong 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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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及职务
杨    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人文科学项目助理

高文博 (Ed Kronenburg)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
孟逸夫 (Yves Menheere)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政策专员

Robbie Peeters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项目官员
欧嘉丽（Emmi Oikari） 芬兰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Roli Asthana 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Shaleen Khatri 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中国发展项目卫生与生命科学项

目主管
Merve Imren Yalcin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官员

Sakura Moretto 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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