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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本系列年度出版物的第四本，本书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东亚局（EARD）在

2010 年的知识管理成果。它收录了 2010 年的 37 个战略知识产品和服务（strategic knowledge 

products and services, KPS）项目的摘要，并注明了相关项目报告全文的网络链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2010年战略知识产品和服务覆盖了以下核心领域：“十二五”

规划的政策导向、新时期的减贫、改善农村健康服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旱地生态系统、城

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等。新开辟的领域包括：（i）财政政策在再平衡经济增长、避免中等收入

陷阱和农村金融等方面的作用；（ii）绿色经济，如农村生物质能和生态补偿；以及（iii）包

容性增长，如人口老龄化、长期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全覆盖和气候变化的社会因素等。

 在蒙古国，2010 年战略知识产品和服务包括金融行业评估、小股东权益保护、制造业发

展和畜牧产品加工业等。针对蒙古国和中国的区域战略知识产品和服务包括东亚气候变化、中

亚区域经济合作贸易推进日程的双边因素，以及亚洲巨人的复兴。

在中国和蒙古国的亚行项目中融入知识要素。知识管理是东亚局在蒙古国和中国开展的项目不

可或缺的内容，东亚局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通过借款和技术援助项目、与政策相关的战略知识

产品和服务项目获取知识。

满足项目所在国对知识产品的需求。针对蒙古国和中国的战略知识产品和服务项目，是应这两

国的要求开展的。在中国，项目重点是宏观经济管理、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减贫和推动省际

合作。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要求，亚行第一次为中国的五年计划提供了知识支持和

政策建议。在蒙古国，工作重点是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贫（包括食品安全）。亚行应蒙古国总

理办公室下辖的国家发展和创新委员会的请求，为其政策制定工作提供相关政策和行业文件，

如矿产资源对财政的影响、通货膨胀对蒙古国经济的影响，以及畜牧产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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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提高知识管理能力。在蒙古国，一个调研咨询小组 2008 年以来一直为该国的政策制定工作提

供支持。这个团队与国家发展和创新委员会共同开展政策研究，帮助国家发展和创新委员会的

工作人员改进调研方法，提高经济政策工作的效率。

建立国内知识伙伴关系。亚行的第一个国内知识伙伴关系是为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服务的，

主要关注城市和交通行业。中国城市知识中心是基于亚行和上海同济大学的合作关系而设立的

一个开创性机构，目的是分享城市规划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交通知识中心正在筹建，2010 年

11 月初，一个高级别的知识共享工作组在北京启动了相关工作。中国交通知识中心旨在通过开

发可持续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根据交通领域面临的挑战逐步安排本地区的交通工作。

 总之，知识管理仍将是东亚局在中国和蒙古国援助活动的战略重点，东亚局的工作要强调

提升价值和积极分享知识。

克劳斯·盖尔豪瑟

( Klaus Gerhaeusser )

亚洲开发银行

东亚局局长



政策简报系列

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方向和政策导向

本报告是亚行为中国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所提

供的知识帮助和政策建议。国家发改委邀请亚行参与与“十二五”规

划相关的两项研究。一项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另一

项是关于推进中国产业转移的趋势和政策。

 关于“十二五”规划方向和政策的研究包括三个子课题：（i）

世界经济近期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ii）“十一五”规划期

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以及（iii）“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方向、

主要任务和政策。该研究的主要结论在 2010 年 1 月于北京举行的国

际研讨会上发布。

 过去 30 年间，世界各国都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和惊人

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 增长到 2008 年的

45.7%。即便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没有阻止中国可观的

经济增长。应邀出席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专家和分析人士一致认为，未

来 10 ～ 15 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

 中国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必须解决以下四个发展难题：

消费需求不足，技术创新推动力弱，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平衡，

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再平衡、城乡发展再平衡和区域发展再平衡。

 本报告针对“十二五”规划提供了一个探讨更多发展问题的高层

次平台，并吸引更多制订地方规划的官员参与。此次国际研讨会呼吁

实现经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环境（绿色发展）和社会发展（包

容性增长）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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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亚行第 6号简报）

www.adb.org/documents/briefs/ADB-Briefs-2010-6-Population-
Aging-PRC.pdf

应用最普遍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与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成本螺旋攀升影

响的财政可持续性密切相关，老龄化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老龄

化社会，劳动力市场结构、储蓄方式、人口流动形式都将发生改变，

老龄化将最终制约经济增长。

 过去 30 年间，人口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大幅下降，使中国经历

了世界最快的人口变动，工作年龄人口增加了一倍，促进了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老龄化使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

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条件下出现老龄化所产生的困难、社会保障

标准低。

 解决这些难题必须依靠果断的政策调整，包括通过提高生产率推

动经济增长、完善安全保障体系、发展资本市场和推进养老体制改革。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长期老龄护理（观察与建议）

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给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特别是长期医疗保障体

系带来经济压力。对老年贫困人口的保障尤其脆弱。

 虽然中国近期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

自付医疗费用仍约占总费用的 45%～50%，如此高的自付比例对农村

地区老年人的影响更大。为了降低居民医疗费用，建议进一步扩大医

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保缴费率，设定自付费用金额上限，规范医疗

保障服务体系。

 日渐变化的家庭赡养体系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老人很难依赖子女

的照顾。建议通过建设更多的长期医疗机构、培训足够提供长期医疗

服务的人员，扩大长期医疗保障体系。

 长期保障体系的资金问题有多种解决办法，如将受益人和优先资

助人群锁定在老人和重症病人，而不是推行耗资更多的全民保障计划。

随后，政府可以基于不同的标准，包括支付能力和疾病严重程度，逐

渐扩大覆盖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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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Head, Economics Unit, PRC Resident Missio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Hazards of Population Aging

A population is said to be aging when the elderly segment grows faster than 
the total population, resulting from falling fertility rates and rising longevity. 
Aging can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at demand 
chang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While the best-known dimension of aging relates to fiscal sustainability due to spiraling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costs, the repercussions of aging are wider.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pattern of savings, and migration flows will change in an aging 
society. More worryingly, aging will ultimately constrain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because in the absence of increas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or in the capital 
stock, labor supply shortages result in lowe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Aging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s particularly complex because their populations age 
fast but at low levels of income. In addition, their labor markets tend to be largely 
imperfect with a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labor force in informal jobs under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shortages of qualified workers hinder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new skills deman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re 
scarce. Structural constraints—including limited access to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 restrict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weak safety nets—compound the 
difficulties of aging at an earlier stage of development. Culture can also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aging. While in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stat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aring for the needs of old age, the elderly in Asia have traditionally relied on filial 
resources and family support. However, extended family networks are weakening, as 
traditional values change alongside economic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reatening 
the sustain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finition,1 the popul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been aging since 2000.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 is aging 

Key Points
•		While	the	best-known	
dimension	of	aging	relates	
to	fiscal	sustainability	due	to	
spiraling	pension	and	health	
care	costs,	the	repercussions	
of	aging	are	wider.	Aging	will	
ultimately	constrain	economic	
growth.

•		Increased	longevity	and	
dramatic	falls	in	fertility	
rates	in	the	PRC	during	the	
last	3	decades	prompted	
the	faste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world	and	
underpinned	economic	reform	
by	contributing	to	GDP	growth	
and	lifting	per	capita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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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of	aging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poor	safety	
net	standards.	

•		Determined	policy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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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s	per	the	United	Nations	definition,	a	population	is	aging	when	1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60	
or	older,	and	7%	of	the	population	is	65	or	older.	In	2007,	the	PRC’s	respective	percentages	stood	at	
13.6%	and	9.3%.



财政政策对中国实现再平衡的作用（亚行第 3号简报）

www.adb.org/documents/briefs/ADB-Briefs-2010-3-Fiscal-Policy-
PRC.pdf

增长再平衡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战略挑战。财政政策在推动中国向服务

导向和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变中可以发挥先导作用。

 实现增长源泉的再平衡需要相互支持和具有一致性的政策体系，

而不是某项孤立的政策。如果其他配套政策到位，包括金融领域、劳

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和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财政政策在实现再平衡

过程中将会发挥更有成效的作用。

 为推动结构调整，应在整体政策背景下推行以下财政政策：（i）

改变公共支出结构；（ii）强化自动稳定机制；（iii）提供更多的

保障性住房；（iv）征收财产税并改革增值税体系；以及（v）加

强财政转移支付。

锚定中国通货膨胀预期（观察与建议）

www.adb.org/Documents/Translations/Chinese/OS-Issue-2010-2-cn.pdf

由于 2009 年规模空前的货币扩张、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以及输入性通

货膨胀的风险加大，尽管存在产能过剩，物价指数保持负增长或水平

很低，但通货膨胀预期却在不断上升。

 无论是理性的通胀预期还是非理性的通胀预期，如果不加以适当

控制，就会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国际经验证明，锚定是控制通胀预期

的最好办法，可以盯住汇率、货币供应量或通货膨胀率。国际经验表明，

盯住通货膨胀率似乎最为有效。

 中央银行的信誉对于有效锚定通货膨胀预期不可或缺，而中央银

行的信誉来自于其独立性、政策透明度以及严格的财政约束。

 因此本文建议，在短期内，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应公布可行的

2010 年信贷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

协调；而在中长期，中国应明确设定一个低通货膨胀目标以锚定通货

膨胀预期，同时还应提高政策透明度、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加强央行

的能力建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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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Rebalanc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nghyun Park 
Principal Economist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Research Division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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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weather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markably well. Effective and timely government stimulus 
measures resulted in a stronger recovery than expected. The massive 
fiscal stimulus launched in November 2008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C’s V-shaped economic recovery.

While the government’s decisive fiscal response facilitated a rapid recovery, a wide 
range of medium-term structural challenges loom on the horizon. Successfully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which include preparing for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achieving more inclusive growth—is essential for sustaining growth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most important structural challenge facing the PRC in the post-crisis 
period is rebalancing the sources of growth. 

The global crisis has highlighted the risks of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exports 
as the engine of growth. Furthermore, growth driven primarily by investment 
eventually leads to deterioration in the quality of investments and excess capacity. 
Therefore, the PRC needs to shift away from an export- and investment-led growth 
model to a more balanced model that accords a greater role to domestic demand 
and consumption. This brief highlights the pivotal role to be played by fiscal policy 
in PRC’s rebalancing process if other supportive and complementary policies are 
in place. 

Creating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Rebalancing

Excessive reliance on investment, expor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PRC that jeopardize future growth. These include 
(i) declin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evels resulting from overinvestment and excess 
capacity in key industries; (ii) labor surpluses owing to the capital-intensive nature 
of the growth model; (iii) widen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bias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y; (iv) high savings that con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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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30 年成功的改革，已经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

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如今，中国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收入。

 中国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其

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制定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战略会有所帮助。

在这点上，大多数必要的改革都要考虑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而再平

衡是政府的改革设计的重点。以下四个主要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再平衡增长源泉。消费作为增长推动力的作用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减弱了，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净出口所取代，这就使中国经济更容易受

到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不平衡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公共投资，以至于

损害了私人投资，这意味着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长期增长方面巨大

的机会成本。

增长源泉多元化。发展服务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除了再平衡，寻找

新的增长源泉对于实现可持续增长也至关重要。服务业作为增长动力

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它也是促进私人投资、促使更多私营经

济主体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将会

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缩小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失衡。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已

经从 1979 年的 0.16 急剧上升为现在的 0.47，这一数值在全世界都处

于高位（只有 29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这一数字）。这一问题如果得

不到解决，将会阻碍未来经济增长，因为它会抑制消费、阻碍贫困地

区发展并导致社会紧张。

应对新挑战：人口老龄化。从 2000 年开始，中国人口就开始迅速老龄

化，这将阻碍未来经济发展，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从

而降低资本回报率，延缓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是中国面临的艰巨挑

战，不仅仅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还因为中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

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薄弱，

大多数老年人要依赖越来越难以维持的非正式的家庭养老模式，使人

口老龄化导致的问题更加严峻。

４

东亚局知识管理新方案



 本政策简报认为，只要政府下决心推进再平衡改革，上述问题就

可以得到解决。再平衡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结构调整，既有供给方面的，

也有需求方面的；因此，再平衡过程需要相互支持和具有一致性的政

策体系，而不是某项孤立的政策。财政政策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特

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应对区域发展失衡方面。

在中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政策与建议）

社会保障已被证明是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

有效措施。从 2005 年以来，中国致力于扩大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特

别是覆盖农村贫困人口。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险体系不仅条块分割，而且基于一系列不协

调的复杂系统，结果是不论在保障利益上还是保障受益人方面，覆

盖面都不够广。而且其二元性（农村和城市并行体制）不再适合中

国劳动力流动性增强所产生的需求，也无法应对城市化进程加快所

带来的挑战。

 在中国，要通过协调现有各种局部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

就需要进行政策调整和创新，包括通过多元化的筹资和受益模式满足

不同目标人群的特殊需求、建立社会资金筹集机制、增加对社会政策

的财政支持、完善法律框架、提高制度能力。

建设和谐新农村：中国农村开发调查（亚行经济工作系列报告）

www.adb.org/documents/working-papers/2010/economics-
wp214.pdf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2010）的重

点工作之一。此项工作旨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从

而缩小日渐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发展重点和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推动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亚行在以下六个地区的农村开展了两次调查：

重庆、内蒙古自治区、江苏、辽宁、陕西和山东。2007 的调查搜集

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第一年的农村和农户信息，2010 年的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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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察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能给农村地区带来的变化。这两次

调查的突出特色是就中国农村发展的重点问题比较了农民和农村干

部的观点。调查结果主要有：（i）收入增长仍然是中国农村发展的

重中之重；以及（ii）缺少资本和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分别是制约农

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一结果，本政策报告

对未来改革提出了以下建议：

•  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与农民的需求不匹配。为解决这一问题， 

  应强化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可以从其工业发展中 

  吸取经验，促进农业开发。

•  收入增长显然还是中国农村发展中的首要问题。调查发现，制约 

  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分别是缺少资本和缺乏 

  必要的工作技能。因此，需要通过国家政策和战略规划来消除 

  这些制约因素，比如需要改善农业信贷体系、扩大农村就业服

  务和培训等。

•  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需要在农村医疗、儿童教育和老年人保 

  障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服务质量，确定合理价格水平。

•  在省和村两个层面建立行之有效、透明公开的农村发展监督 

  和评估体系。

•  为促进发展伙伴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确保：（i）在 

  中央政府拨款和发展伙伴优惠贷款之间建立更完善的协调机 

  制；以及（ii）对于用于农村发展项目的开发贷款，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应确定合理的资金分担（如提供利率补贴）机制。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贸易推进日程的两个方面：关注蒙古国

和中国（成果展示）

www.adb.org/publications/bilateral-dimensions-carec-trade-
facilitation-agenda-spotlight-mongolia-and-peoples-rep

本成果展示是关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规划的，与蒙古国和中国有关。

 与其他方式相比，支持区域经济合作能动员和高效利用区域资

源、提高区域经济互补性，并合理扩大对外贸易。对区域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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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teral Dimensions of the CAREC Trade Facilitation Agenda: Spotlight on 
Mongol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Ying Qian, Yuebin Zhang, and Jeff Procak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public goods promises 
substantial economic benefits.
The ADB-assisted CAREC program sponsors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rade and maximize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The CAREC program provides an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forum for negotiating complex, 
cross-border projects.

Backgrou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s support for regional coopera-
tion and integration stems from its Charter, which cites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a means for achieving 
a more efficient use of regional resources, making economies 
more complementary, and promoting the orderly expansion of 
foreign trade.  ADB and six of its development partners support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for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
tion (CAREC) program. By promoting and facilita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riority areas of transport, trade facilitation, 
trade policy, and energy, CAREC helps Central Asian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alize their immense potential in a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Eurasia.  The Program is a proactive fa-
cilitator of practical, results-based regional projects and policy 
initiatives critical to trade expan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Mongol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in 
particular, the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s of the PRC—are active participants.

Regional public goods support regional trade and 
commerce. 

The CAREC trade facilitation program has two components: 
(i) customs-related work that covers concerted customs reform, 
modernization,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ii) integrated 
trade facilitation that promotes efficient regional trade logistics 
development, priority trade corridor development, single-win-
dow schemes, and enhanced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The 
CAREC program’s focus on regional public goods to reduce 
transport costs and minimize transit times is an integral feature 
of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initiatives throughout the 
subregion. Motivated by this focus, and recognizing the mutual 
benefits to be derived by addressing physical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to trade, Mongolia and the PRC have jointly addressed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concerns in ways that benefit 
from and contribute to the shared CAREC experience.

•

•

•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mproving Mongolia’s ability 
to serve as a cost-effective regional transit corridor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The CAREC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
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identified six CAREC corridors 
that traverse the region. These corridors link production 
centers and markets within CAREC countries and enhance 
access to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markets. ADB has invested 
in road infrastructure in Mongolia and the PRC, including 
CAREC Corridor 4, which extends from Mongolia into the 
PRC and is a major regional transit artery linking Russia 
and the PRC. To transform this into a corridor of seamless 
regional connectivity that will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reduce poverty, and efficiently move people and goods, ADB 
technical assistance supports efforts toward more harmoniza-
tion of trade logistic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lan-
ning in the two countries. 

Trade facilitation

Infrastructure issues (limited access, no dedicated lanes for 
priority traffic, dilapidated buildings, lack of specialized in-
spection equipment, and inadequate support for trade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s) are a major concern at border crossing 
points across the CAREC countries. Infrastructure is abso-
lutely essential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for 
sustained development. Commerce, sufficient scale econo-
mies, and inflow of private capital depend 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form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Rufin, 2004). Mongolia 
and the PRC are, together with ADB, devising solutions to 

April 2010

Regional CooperationPRC, Mongolia

Mongolia-bound trucks approach the PRC-Mongolia border,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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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使用可以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收益。亚行支持的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项目为促进贸易和实现基础设施投资影响最大化等方面的工作

提供资助。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贸易促进项目包括两个方面：（i）与海关相关

的工作，包括海关改革、现代化和跨境合作等；以及（ii）综合采取多

项贸易促进措施，提高区域贸易物流效率、开发优先贸易走廊、加强

部门合作等。作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贸易促进项目的一部分，亚行和

蒙古国基于一个海关现代化项目，正与外部合作伙伴一起开展单窗口

服务。该服务将消除数据重复提交，将数据直接链入本地区的中亚区

域经济合作窗口平台，从而促进数据交换、加快办理跨境手续。蒙古

国和中国联合开展的一项海关控制试点项目重点解决货运单据的统一

问题。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为复杂跨境项目的谈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

制度平台。亚行投资建设了蒙古国和中国的道路基础设施，包括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第四号通道，该通道从蒙古国延伸入中国，是连接俄罗

斯和中国的主要区域交通干道。为把该通道建设成促进经济增长和有

效开展客货运输的无缝区域通道，亚行技术援助项目支持蒙古国和中

国协调贸易物流和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使蒙古国和其邻国共同合作，增强了蒙古国解决

区域问题的信心。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为复杂跨境项目的谈判交流提

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长期以来，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三方在运

输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近期获得批准的亚行技术支持项目将帮助该地

区重开谈判，并将与其他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国家分享相关经验。

农村卫生保健服务建设和开发项目：2006-2008 年工作经验

本政策建议提出，中国在重建卫生保健体系时，应使其卫生保健和社

会保障质量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当。本建议是基于对农村卫生保健服

务建设和开发项目的评估而作出。该项目于 2004 年启动，提出了以下

指导意见：

  “加强和促进农村地区卫生保障服务体系的建设，既是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建设和谐社会 



 的迫切需求。农村卫生保障服务状况的改善和农村卫生保障服务 

 能力的提高，以及农村地区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互助制度的完善，

 对于防控农村重大疾病、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和防止出现“因病 

 致贫和因病返贫”等现象的出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基础设施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民总体生活水平

大幅提高，但卫生保障体系的建设仍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更严重的是，

卫生保障状况反而恶化，农村地区的贫困人群担心自己患上重病，因

为一方面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另一方面治疗费用也会让全家陷入贫困。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挑战，并已将卫生保障和保障体系建设

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工作。在对卫生保障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的第一阶段，政府就投入了 8,500 亿元，这显示了政府解决该问题的

政治愿望。到 2020 年，所有中国人都将负担得起基本的医疗保障。不

过，改革和投资也面临着巨大障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主要表现为

既缺少合格的医疗服务人员，又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而且存

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本政策建议具体指出了提高政策效率和进一步推

进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国家改革日程与农村卫生保健

服务建设和开发项目之间的关系也为推进改革提供了指导。

 解决中国农村卫生保健体系面临的复杂问题并没有捷径。政府提

出的“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若干意见”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中央政府做出明确指导的同时，也鼓励地方政府发挥更大的灵活性和

创造性（“全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下建议针对的是农村

卫生保健服务建设和开发项目的三个主要方面——建设、设备和培训：

建设：资金虽然按计划列支，但设计和建设的缺陷影响了资金的有效

使用。县级政府和建设项目本身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  在设计和实施项目计划时，要加强项目管理，消除各级相关 

  部门的资金和物流压力。

•  探讨省级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及所应承担的资金责任。

设备：评估明显显示，一方面农村卫生保健服务所需的基本设备不足，

另一方面，众多在建项目又存在重复购置的风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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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备采购，以及农村卫生保健服务建设和开发项目与其他 

  项目的协调等方面，包括设备的供给，都要给予地方政府更 

  大的自由度。

培训：专业卫生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缺口日益扩大，严重影响了提供合

格卫生保障服务的能力。

•  进一步提高卫生保障和其他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人力资源 

  培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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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效能、碳减排潜力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全要素生产力模型

www.adb.org/publications/carbon-efficiency-carbon-reduction-
potent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peoples-republic-

衡量一个经济体碳绩效最常用的标准是碳浓度（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指标含义明确，易于操作，但也存在很大局

限性。首先，它无法从多个维度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碳绩效，因为不同

经济体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其次，它无法衡量能源和

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碳浓度增加也许仅仅因为能源替代了人力，

而不是由于碳排放技术水平的下降。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任何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他因素，比

如能源结构的变化或产业结构的变化，都会导致碳浓度的变化，但

这并不能代表碳绩效的实际变化。因此，本报告建议从全要素角度

全面考虑整体经济的碳绩效。根据碳效能研究文献所总结的经验教

训，本报告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新方法。本报告展

示了一项实证研究成果，该研究是利用 2005 年中国的省级数据而

开展的。该研究不仅有方法论意义，对国家和国际气候变化政策也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数据包络分析中区分非期望产出强处置性和弱处置性的

必要性：中国燃煤电厂的环境绩效

www.elsevier.com/locate/enpol

本文刊发于艾斯维尔（Elsevier）出版的《能源政策》杂志。以往的绩

效研究通常假设所有非期望产出具有大致相同的处置性，而本文设计

的模型针对不同非期望产出的技术特性，提出了强处置性和弱处置性

假设。本文运用中国 582 家燃煤电厂 2002 年的样本数据来说明这一方

法。最终结果显示，对非期望产出的处置性进行技术调整对最终能源

绩效评价有着巨大的影响。这表明在绩效模型中对生产过程中的非期

望产出做出恰当处置性假设的必要性。

Carbon Efficiency, Carbon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otal Factor Production Model 

”Carbon intensity” is the traditional measure of an economy’s carbon performance. 
However, it is incapable of captu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s of an economy’s 
carbon performance, particularly when increased emissions have causes other than poor 
emitting technology, such as changes in the energy mix or the substitution of energy for 
labor. Hence, it can sometimes be a poor yardstick for comparing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natural resources or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carbon efficiency,”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his study calculates the carbon performance in 
2005 of 29 reg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result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carbon intensity indicator would have suggested:  Better carbon performance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eater resource endowments.

Abou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s vision is a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free of poverty. Its mission is to help its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substantially reduce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people. Despite the region’s many successes, it remains home to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or: 1.8 billion people who live on less than $2 a day, with 903 million struggling 
on less than $1.25 a day. ADB is committed to reducing poverty through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growth,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Based in Manila, ADB is owned by 67 members, including 48 from the region. Its main 
instruments for helping its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are policy dialogue, loans, equity 
investments, guarantees, grant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www.adb.org
ISBN 978-92-9092-032-8 
Publication Stock No. RPT101860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carboneff_june22.indd   1 6/22/2010   4:13: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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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浓度：一个错误的尺度

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3/10/content_9564164.htm

本技术简报于 2010 年 3 月发表在《中国日报》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

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稳定保持在安全的水平，阻止各国、各城市及其他地区的人们进一步

破坏环境。要实现此目标，需要大幅提高各经济体的碳绩效。本文探

讨了碳浓度这一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的指标，认为它覆盖范围

不足，同时也很难真正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碳绩效。

 碳浓度是碳排放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由于一个经济体的

碳绩效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比如资本存量、能源供应

和能源组合。一个经济体真正的碳绩效有可能会和碳浓度指标显示

的结果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个经济体的碳绩效不仅与其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其国际竞争力、能源安全密切相关。对政策制

定者来说，如果不考虑区域资源禀赋，就无法制定和实现理想的二

氧化碳减排目标。

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中国利用煤炭的新方式

本技术简报关注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这一清洁煤炭利用技术。煤气化

联合循环电厂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的新型尖端煤炭发电技术。采用该技

术，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减少 10%～20%，二氧化硫和氧化亚氮的排

放量也仅仅是当前许多国家采用的其他技术的排放量的一小部分。而

且，与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相结合，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可以使燃煤电

厂以最低成本将碳排放降低到几近于零的水平。

 本技术简报还概述了中国和亚行在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与碳捕获

和储存技术方面的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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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生态系统：中国的综合管理

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dryland-ecosystems/default.
asp?p=prcpubs

中国面临大规模的土地退化问题，如严重的风力和水力侵蚀、土壤养

分流失、涝灾、土壤盐碱化、河道沉积、毁林、草地退化和生物多样

性下降等。中国西部地区的旱地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 40%，其中部分

旱地面临全球最严重的土地退化。依靠世界7%的耕地和6%的径流水，

中国却要养活世界 22% 的人口。因此，土地退化不但严重影响了当地

居民的生活，而且从总体上说，也影响到未来整个国家的经济福利。

 在亚行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帮助下，中国政府于 2002 年建立了旱地

生态系统土地退化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合作伙伴关系，利用行之有效

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办法应对土地退化问题、减少贫困、恢复旱地生

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一种对自然资源进行

科学管理的生态方法，通过整合社会、经济、物理、生物需求和价值，

维持具有高生产效率和健康的生态系统。它提出一套综合规划方案，

中国政府可根据该方案设计相关法律、政策、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

保证对旱地生态系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合作伙伴关系项目在以下几个方面向甘肃、

青海、陕西、内蒙古、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部省

区提供帮助：（i）完善防治土地退化的法律机制；（ii）各省区分别

制定本地区的土地退化防治综合生态管理战略和行动计划；（iii）建

设土地退化监测和信息管理系统；以及（iv）提高相关机构的管理能力。

这六个省和自治区是中国土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其沙化面积占中国

沙化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其退化土地面积占中国退化土地总面积

的 90%。

 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合作伙伴关系项目也会有选择地帮助社区识

别并实施地区项目，因地制宜采取措施，防治土地退化并加强生态系

统管理。在上述六个省和自治区，每个省区都开展了 18 个试点项目，

示范综合生态管理方法。选择社区开展项目的目的，是使这些项目在

Introducing an Integrated Management 
Approa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yland
ecosystems

PRC–GEF Partnership  
������������������ 

in Dryl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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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省区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从而确保项目取得的所有经验教训今

后可以推广到更多地区，应用于面临同样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其他

社区。这些试点项目采用了以下技术措施：农业替代方案、可再生能源、

农业技术、盐碱防治、加强畜牧业、防止沙化、发展服务业和生物多样性。

这些试点项目已经验证了各地推行的成本低、可持续性强的综合生态

管理办法。

 基于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将开展以下工

作：（i）逐步扩大相关活动规模，以深化对综合生态管理方法的认识；（ii）

通过政策和制度改革推广相关经验；（iii）试点采用创新的土地可持

续发展管理办法；以及（iv）解决遗留问题和新问题（如适应气候变化、

通过公私合作进行综合生态管理、建设创新性的金融机制、加强与其

他项目的合作。）

蒙古国保护小股东利益

本报告是就蒙古国保护小股东利益进行的调研的结果和建议。

 虽然 20 年前蒙古国就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但其资本市场仍处于

早期发展阶段，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发展。此外，影响资本市场效率

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公司治理水平低，而且不能保证小股东权益，投

资者信心不足。

 为了了解蒙古国问题的实质和小股东面临的困难，需要回顾研

究该地区问题的相关文献。还对 150 名受访者进行了访谈。同时，

还回顾了以往提交蒙古国金融管理委员会的投诉和与小股东相关的

法庭案例，调查了三个侵害小股东权益的最知名案例。对客户反馈

的调查有助于了解政府机构和组织的服务效率。

 小股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律、司法和管理制度，相关制度难以

落实，缺乏问责机制，公司缺乏主动保护小股东权益的积极性。

 根据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本报告建议加强法律和监管体系、促进

公司自觉遵守制度、推广保障小股东权益的成功经验。

部门和专题论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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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调查

本报告分析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并就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

议和意见。

 本报告从发展历史、市场定位、经营环境和当前地位等方面探

讨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城市商业银行脱胎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成

立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中国银监会和地方政府都为城市商业银行的

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中国银监会鼓励并购和所有权重组，有利

于城市商业银行提高治理水平，扩大营业规模。另外，强化风险控

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提高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允许跨

区域经营也扩大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市场范围。总体来说，近年来，

由于剥离不良贷款、提高治理水平以及银监会准许跨区发展，城市

商业银行迅速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深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导致商业银

行间差距的主要原因。虽然城市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间快速发展，但

它们依然面临着市场定位不清晰、受地方经济和政府影响、贷款过于

集中、跨区域发展不足、风险管理薄弱、资本不足等问题。中国银行

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这些都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管理

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更加关注针对中小

企业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这传统上一直是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范

围。与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在人力资源、品牌、

信息技术、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等方面依然薄弱，急需提高。

政策建议。从促进中小企业和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监管部门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对主要为中小企业和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城市商业银行

实行差别化政策。此外，监管部门还应通过提高效率、开发数据资源、

建立共享平台等方式支持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

贷款增长。2009 年中国银监会设定了 17% 的贷款增长比率上限，毫

无疑问限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应当放宽对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

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比率的限制。

集中度。由于受到贷款集中度的限制，城市商业银行无法与具有更强

抗风险能力的大型企业合作。更合理的做法是根据风险级别和企业的

风险贡献度确定贷款集中度。

东亚局知识管理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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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准入门槛。银监会设定的多种业务的准入门槛对很多中小银行来

说都过高，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对银监会来说，降低准入门槛，同时

根据业务规模建立控制机制，是更合理的做法。

全国统一的监管标准。不同的监管部门、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的不

同银行之间，监管标准应当统一。

鼓励城市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农村金融和西部开发。为进一步平

衡金融资源，应当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较少的地区设立分支

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在监管当局的支持下，也应当开发适合中小企业

和农村需求的金融产品。

建立城市商业银行合作平台。很多城市商业银行渴望跨区开展业务，

因为它们担心有限的营业网点会降低对客户的吸引力。如果能够搭建

一个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就能大大减少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业务。

在德国，大多数小银行都共用一个信息技术平台，从而避免了信息技

术重复投资。将城市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搭建一个统一的城市商

业银行平台，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并最终实现资源共享。

 

推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国重庆的案例

本报告研究了影响中国医疗保障改革的多个问题，如筹资模式、城乡

金融机制的整合、定义基本医疗保障的方法、绩效评估、服务提供者

成本回收模式等。本报告旨在帮助重庆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建立一个总

体框架，解决筹资、提供医疗保障等问题，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

析的领域。

 中国已经从社会性医疗保障体系转向市场导向的医疗保障制度，

前者注重平等，向全国所有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后者推行新技

术和西药治疗。然而，随之而来的各省之间、流动人口和常驻居民之

间在医疗保障指标、覆盖面、城乡利益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让很多人

不满当前的保障制度。

 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开展改革，并出台了大量规定，

推行全民社会医疗保险、改善基本医疗服务，并提高医疗保障服务成效，

将“全民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素之一。

部门和专题论文系列



 此外，中国还开始推行很多区域性改革方案，以进一步探索筹措

更多资金、提供医疗保障服务、满足民众需求、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具

体实施途径。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的重庆成为改革试点地区之一。

 显而易见，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是没有的。重点是要明确责权、

优化流程、从其他类似项目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强调医疗保障改革的

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同时，也要明确其技术性特征。不过，鉴于重庆广

阔的面积、庞大的人口和多元化的需求，本报告强烈建议采用最新的

适用技术。技术提供者从一开始就应参与到该项改革中来。

 要解决医疗保障资金不足、提供公平的的医疗保障、使患者避免

巨额医疗支出，并没有捷径。需要把理论思考、国际经验、审慎的监

督和评估结合起来，并且愿意修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改革思路，这意

味着实现以上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成功的改革包含以下要素：

•  政治意愿和坚定的支持；

•  咨询相关各方的意见；

•  医疗体系的能力，能够提供物有所值的医疗服务；

•  对成功案例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定性、定量监测；

•  研究者、改革推动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联系；

•  实用主义；

•  在全国范围内交流创新的概念，并应用于各地实践；

•  独立的反馈机制，参考国际经验；以及

•  有时可以从虚拟改革开始，比如设立全国医疗保障账户，在 

  现有筹资模式下进行核算，显示资金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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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气候变化的社会因素

人们已经广泛研究了气候变化的生物物理和经济后果，现在必须要关

注气候变化的社会因素，从而了解各个社会群体将会在何种程度上，

以及如何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如何采取措施保护缺乏应对环

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影响能力的贫困和弱势群体。

 本研究就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五点建议：

•  针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因素设计整体解决方案。不仅解决特 

  定群体当前面临的困境，而且解决社会制度和流程问题，这 

  些问题使特定社会群体未来面对并适应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 

  险时面临更大的风险。

•  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要综合考虑社会因素。很明显，减 

  缓气候变化过程至关重要，但其实施成本由贫困人口和弱势 

  群体来承担是不公平的。更加绿色、低碳的未来不应将贫困 

  人口和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必要时，这种转变需要税制改革和 

  相应补贴的支持，这些补贴确保所有的人都可以享有清洁能 

  源、交通和服务。关闭高污染企业、开发新能源、实施环境 

  计划，都不能损害工人的生计，以及他们在长期中获得医疗 

  保障和教育服务、养老金及住房等方面的权利。

•  持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应该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保障 

  体系改革，确保所有中国公民，不论户籍所在地，都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享受便捷的、有充足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

•  通过基层教育提高民众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民众意识，从 

  而使他们改变行为习惯，减缓气候变化进程，应对气候变化 

  的影响。环境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此类项目中发挥作用。

•  开辟民众参与环境计划的渠道。为减少环境灾害和气候变化 

  可能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民众应当积极参与所在地区环 

  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生活环境质 

  量是他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们愿意参与制订规划，并希 

  望当局可以提供指导，从而改善并保护环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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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持续繁荣和和谐发展，中国政府必须注意两点：（i）气候变化

的影响；以及（ii）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对中国社会的最贫困人群来说，与使他们远离自然灾害相比，使

他们免于不公正地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因此，解

决中国城市地区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政府工作的

重点之一。 

宜居城市不仅仅是居住：人口流动背景下中国城市贫困人

口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环境

本文探讨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空间和社会变化对贫困人口生活

环境的影响。虽然改善贫困人口和弱势城市移民群体的物质环境的努

力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社会和制度因素依然妨碍他们全面融入城

市生活。如何应对这些物质需求和社会问题，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城市

环境将是至关重要的。

 2008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上升至 6.07 亿，占总人口的 45.7%；其

中三分之二的城市新增人口都来自农村，主要是从内地农村向沿海城市

地区流动。到 2015 年，中国城市人口有望增加到 7亿，将有史以来首

次超过农村人口。到 2030 年，预计中国将有 10亿人生活在城市。快速

城市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

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户籍制度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中的

物质和社会管理，使中国城市在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出现世界许多城市

那样的贫民窟。城市空间的扩张伴随这环境恶化和新形式的社会歧视。

中国城市贫困流动人口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物质环境，还包括享受公

共服务的机会、福利保障，以及在农民工不断流动、快速发展的城市

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物质挑战。中国正走向城市土地扩张的极限。城市面积扩大导致上下

班时间延长，交通网需要延伸，因此需要实施新的保护农业用地的法规。

随着中国认识到需要把环境和社会变化（以及经济变化）纳入 21 世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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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来城市化进程中考虑，中国明确提倡未来城市空间紧凑化，以及

更好地整合服务、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

社会挑战。户籍制度导致在中国城市出现新的弱势群体和贫困流动人

口集中的特定区域。这些启动和保持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的群体，却

成为最易受到环境和城市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风险伤害的人群。

从居住到宜居。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多项改革，以调整户籍制度，扩

大不同形式的社会扶助项目（包括各种形式的保险、养老金和房屋补贴）

的覆盖面和便利性。重庆和哈尔滨正制定统一的住房政策、保证民工

子女接受教育、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建设“宜居”城市的一个重要

内容是要应对环境恶化和社会歧视所带来的挑战。除了严格执行环境

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国生态城市还要通过向居民提供更好的福

利保障、工作保障、住房和公共服务，解决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正如本文所述，必须关注制度性和社会性的融合障碍，这些障碍

限制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把握发展机会。有效应对

这些不断出现的矛盾，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建设真正的和

谐社会。

提高水费、控制水污染——闽江与中国福州市的经验

(亚行系列经济工作报告 )

www.adb.org/Documents/Working-Papers/2010/Economics-
WP201.pdf

水污染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它威胁着生态系

统和人类的健康、增加了水治理成本、使水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最

终会制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对全国 400 多个河段的监测结果，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中国的总体水体质量依然还很差。截

至 2008 年，45% 的监测河段的水质在三级以下，这意味着这些水即

便经过处理也不可以饮用；还有 21% 的河段受到重度污染，根本无法

使用。由于对河床的渗透性污染，年度调查发现，从 2006 年以来，各

大主要城市四分之一的饮用水源都无法达到饮用标准。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Higher Water Tariffs for Less Rive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Min River and Fuzhou C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i Jiang, Leshan Jin, and Tun Lin
No. 201  |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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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水污染是国家战略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后，人们大

多关注固定的工业污染源和家庭废水排放。农村地区的农业污染——

地表水的最大污染源，仍然大多没有得到检查和控制。很大一部分农

业污染为非点源污染（如牲畜排泄物），常常处于河流的上游地区。

 处在上游的城镇和乡村普遍比较贫穷，缺乏非农业收入来源，对

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增加农业产量要比保护河流水质重要。相反，

下游城市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需要清洁的空气、水和其他

优质环境资源。上游水污染使下游居民无法获得合格的饮用水。

 上游的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用水安全越来越严重的威

胁。不发达的上游地区和发达的下游地区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和

其他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污染者付费原则可能并不适用于非点源

污染，因为，一方面污染者有合法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采取控

制措施或征收污染税面临较高的实施和执行成本。

 环境效应补偿是一种处理非点源污染的前景良好的机制。制定环

境效应补偿标准，关键要确定城市受益者对防治上游水污染的支付意

愿。即便是针对特定案例的分析，关于支付意愿的估算对水费改革也

有一定启发。2009 年在中国福州开展的一项条件估值调查分析了家庭

数据，分析表明，如根据环境效应补偿规划需要收取更高的水费进行

上游水污染防治，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家庭收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经济负担加重是很多受访者反对提高水费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人则

关注政府的责任和处理成效。在决定家庭支付意愿时，收入也是起重

要作用的因素。

 

中国生态补偿的实践和创新

www.adb.org/publications/payments-ecological-services-and-
eco-compensation-practices-and-innovations-peoples-rep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尝试采用新的环境管理办法，基于生态补偿的大方

向，出台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和规划。很多政策和规划都是基于市场的，

特别是生态有偿服务（PES）这一处于讨论阶段的政策，可持续、均衡

的发展需要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围绕受益者应按何种标准付费、提供

者应按何种标准获得补偿，还存在争论。本出版物是对 2009 年 9月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的、为支持中国生态补偿规划而召开的“生态效

应补偿国际大会”会议纪要的概述。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Payments for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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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认为，开展生态有偿服务的国际经验和其他基于市场的环境

政策工具，对于中国吸引私营组织参与提供生态服务，从而建立生态

补偿政策框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会议还着重指出，中国正在积

累自己的生态补偿经验，其中政府在保护和确保环境服务供给过程中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都有借

鉴意义。

会议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  生态有偿服务和生态补偿本身无法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 

  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生态服务产权不清，机构合作和区域合 

  作缺乏有效平台和机制失，缺乏有成效、有力度的环境执法 

  部门。不过，生态补偿和生态有偿服务有望成为中国总体 

  环境政策中有价值的新政策工具。

•  中国政府有很好的机会把生态补偿政策作为一种工具，将更 

  多激励性机制引入环境政策。这些机制将有助于提高生态保 

  护和环境保护的成效，节约保护成本。

•  虽然对生态服务的估值是开发生态服务市场、生态有偿服 

  务和制定生态补偿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策制定者却 

  较少注意这个问题，而更注重建设必要的机制，使利益相 

  关方能就生态补偿补贴标准进行有效的谈判。

•  一般性补贴也许不是最经济地提供生态服务的生态补偿机 

  制。很多补贴比率不同的机制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 

  效果。

•  生态补偿政策和规划需要法律和政策支持才能有效发挥作 

  用，包括明确产权，建立不同地区、不同级别政府和政府 

  机构之间有效协调与合作的机制。

•  在规划生态补偿制度时，中国政府还应同时考虑出台政策 

  吸引更多私营机构进入生态服务市场。

•  政府需要仔细考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将减贫目标与生态 

  补偿政策和规划有效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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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金融行业评估

本报告提出了蒙古国金融制度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商业银行管理、资

本市场、信用信息制度、抵押制度等。一方面，法律制度存在不足，

必要法律缺失，另一方面，《货币结算法》提高了交易成本，增加了

在蒙古国开展业务的风险。而且，长期融资渠道非常有限。

 目前，蒙古国金融市场脆弱，私人信贷占总信贷的比重远远低于

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商业银行业正经历大量坏账引发的危机。银

行业存在条块分割，三大商业银行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重超过 50%。

很多银行管理混乱，行业整合的时机已经成熟。

 房地产抵押制度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要建立功能完善的房地产

市场，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问题。非银行金融业非常不发达，其业务规

模仅相当于私营信贷总额的 5%。债券市场仍刚刚起步，没有银行间

债券交易。金融租赁制度的相关法律不合理，增加了借贷不确定性，

提高了出借风险，结果是金融租赁利率极高。股票市场规模很小，日

成交额很低，只有为数不多的公司的股票参与证券交易。

 一些法律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以本地货币结算

的法律规定增加了在蒙古国开展业务的成本和风险，阻碍了蒙古国金

融市场的发展。一些法律缺失，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电子交易法和信

用信息法（该法案正在起草中）。

拓宽融资渠道的第一步是改革担保交易制度。这需要对当前的法律体

系进行分析，发现潜在冲突，起草新法，建立担保权益档案。

 要拓宽短期融资渠道，接下来必须要做的就是完善目前不完整的

信用信息体系。首先，需要通过立法为搜集信用信息提供法律基础，

当前虽然有一部法律草案，但并未获得通过。其次，当前由蒙古国银

行提供的系统需要升级，加入小额借款人的信息，从而提高信用记录

的准确性。第三，需要覆盖更多的金融机构、设备销售商、征税留置

权和通用支付信息。

 本文指出银行领域企业管理的弱点，认为有必要对商业银行采取

更严格的监管，对那些违反管理条例的商业银行，除了根据银行法进

行的处罚外，还应该给予更严厉的处罚。银行监管力度不够，应该考

虑加强蒙古国银行的治理和监管能力。本文建议全面评估银行法律法

东亚局知识管理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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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用存款保险制度代替无限制的政府担保是最紧迫的任务；如果采

矿业能真正实现繁荣，将是发展股票市场的大好机会。

 本文还指出，尽管蒙古国没有债券市场，但发展债券市场的潜力

很大。首先，蒙古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建立一家金融机构，接管金融体

系中的不良资产。其次，通过发行较长期限的国内债券，至少可以消

除部分预算赤字。第三，通过修订抵押法，发行债券（有些债券可以

在本地发行）可以为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新时期综合减贫战略和政策调查

30 年来，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能取得这一成就，除

了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与发展有利于贫困群体的产业、制定针

对特殊群体的政策，以及民众的参与密切相关，民众参与是减贫工作

的主要力量。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对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农村地区

的贫困变得更为复杂，传统减贫机制的局限性也越来越突出。把减贫

工作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综合考虑影响贫困的多种因素，已经成为新

时期中国推进减贫工作的关键。

 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减贫政策和措施不统一。首先，由于减贫措

施不统一，贫困人口并没有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受益，收入差距迅速扩

大，影响日益严重。第二，支持贫困人群发展的产业政策反而阻碍了

减贫工作。第三，针对特定弱势群体的减贫工作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持，

无法把试点项目典型化、模式化，以保证减贫成效。第四，减贫社会

资源的流动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指导和协调。

 要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制定综合的减贫战略和

政策上。中国经济增长和政策调整的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城乡差异、

区域发展失衡、社区和政府之间的管理差异上。因此，城乡一体化发展、

区域整合、社区参与和政府引导成为中国新时期减贫工作的三个主要

内容。

 为实现减贫目标，城乡一体化将着重改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城

市贫困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防止这些弱势群体生活状况进一步恶

化或返贫。区域整合将会综合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资源，

鼓励东西部开展合作。此外，功能区划分、人口迁移和流动、资源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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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都是区域整合工作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鼓励社区参与决策流程的工作将着眼于有效激发社区主动性和创造性，

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让社区更好地利用公共资金、服务和市场。这

一方法将会形成基于社区参与的微观减贫机制。

 从城乡一体化及充分利用多种减贫资源的角度看，志愿者的作

用十分重要。可是，当前的政策和实践并没有对志愿者给予足够的重

视。本研究对此作了初步探讨，建议把加强志愿者的流动性作为一种

减贫工作方法。志愿者流动将大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整合和社区

整合。不过，仍然需要出台具体措施，使志愿者可以在减贫工作中有

效发挥作用。应当加强政府和志愿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功能互

补，有效推进减贫工作。扩大志愿者服务范围有助于壮大志愿者减贫

市场。政府应当推动志愿者工作，向志愿者市场开放更多相关资源，

更好地发挥协调作用，避免重复建设，提高减贫工作成效。

中国减贫工作东西部区域合作制度与创新

本报告分析了中国减贫工作的东西部合作状况，提出了未来政策调整

的方向。在1999年 4月召开的全国减贫工作东西部合作经验交流会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

他指出，首先，应当看到不同区域的不均衡发展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其次是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第三要

解决地区差异需要一个过程，缩减地区差异应当作为一项长期重要的

政策。

 东西部地区的减贫合作是 1994 年发布的《国家减贫战略》所提出

的一项创新政策，旨在动员东部地区的发达省市通过东西部合作帮助

西部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从微观角度看，在过去 1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东西部合作完善了区

域合作格局和模式，并为其他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由于中国

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因此需要更大力鼓励省级政府在减贫工作中

针对东西部合作进行制度创新。

 东西部合作减贫是解决区域差异问题的有效方式。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中国在重建灾区县城的过程中作了重要的工作部署，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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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份提供了支持。这表明东西部合作应当作为减贫工作的一项长期

政策。这是东西部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日渐扩大在所难

免。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也是全国各地

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减贫工作中的东西部合作存在巨大的发展潜

力和完善空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财政刺激方案，包括扩

大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其中一项工作重点就

是投资中西部地区的民生，这也是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点。减贫工作

的东西部合作应当抓住这一机会，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将增

加投资，通过东西区域合作来促进减贫工作。

东亚的气候变化：坚持可持续发展

www.adb.org/publications/climate-change-east-asia-staying-
track-more-sustainable-future

亚行的东亚区是气候变化讨论的重点。中国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气候

变化，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的邻国蒙古国虽然不是全球温室

气体的主要排放国，但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面临着和中

国同样的发展问题。

 包括两大发展中成员体的东亚地区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区域。中国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温室

气体主要来源于重工业和能源产业。

 蒙古国的人口密度是亚行所有发展中成员体中最低的，其 30% 的

温室气体排放都来自畜牧业。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大大降低了该地区的贫困程度。但这种发展付出了代价——环境压力、

惊人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各个行业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极具破坏性

的影响。

 气候变化带来更恶劣的影响是，中国和蒙古国都经常遭遇极端

天气，还伴随着土地退化和水资源减少。两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

当共同努力应对这些问题，减少给环境、经济和社会带来深远负面

影响的倒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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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中国起步早、目标高，主动设定了能

源有效性和碳浓度目标，快速参加了全球碳市场交易。中国制定了全

国性战略，在全国各地采取行动，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使用国。不过，快速工业发展和不断出现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使中国

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蒙古国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并且和中国一样，也主要以煤炭为燃料。

畜牧业的主要活动都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会带来温室气体

排放。为此，蒙古国正快速采取行动，提高能源有效性，发展更具活

力的经济。

 20 多年来，亚行在东亚一直支持气候应对变化措施，如发展清

洁能源、控制洪水等。亚行将一如既往地为蒙古国和中国提供支持，

并将进一步把气候变化纳入其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规划。目前，亚行在

该地区支持创新性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包括先进的清洁煤技术、扩

建现代铁路网、减少毁林和土地退化带来的温室气体气体排放等。今

后，亚行还将继续加大对东亚地区低碳、适应气候变化的增长的支持

力度。亚行将扩大成员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动员发展合伙伙伴和私营

机构的资金支持可持续性发展。

亚洲的公司治理和内部审计的作用

本报告探讨了亚洲内部审计工作的现状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是

应中国财政部、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的要求而撰写的。

 报告对比了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内部审计工作、

内部审计师的专业素质，以及内部审计的方法和流程。报告着眼于亚

洲内部审计工作的前景，吸取成功经验，强化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

预防和发现欺诈、提升企业的道德标准和诚信度、培养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报告总结了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内部审计师

协会成员体开展调研而获得的经验教训。

基于国情学习国际经验。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企业中存在着不同的治

理模式。然而，国外的治理模式并不适合这些企业。企业治理的主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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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通过本报告的分析，亚洲各国和地区，包括中国，都可以更好地

理解本报告提出的四种治理模型的特点、关于把这些模型用于亚洲企

业的争论，以及内部审计的作用。

扩大内部审计的作用，保证其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中国和其他亚洲

国家的企业治理水平差异很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同一国家

或地区的不同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也各不相同。在不同的企业，内部

审计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同。对照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内部审计

的定义，内部审计的作用有待提高。该定义包含了企业治理、风险管理、

保险和咨询服务。

根据企业特色制订内部审计战略。目前，中国和其他亚洲内部审计师

协会成员体都面临着两难问题：究竟是让内部审计遵照西方的实践历

程逐步发展，还是跨越自然发展的过程，把现代内部审计框架直接应

用于企业。中国和其他成员体应当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制订相应的内

部审计战略。首先，政府和内部审计师协会应当鼓励内部审计从传统

的财务审计向现代风险审计转变。其次，应当基于风险制订内部审计

计划，注重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第三，内部审计师这一职业应当向

独立、标准和专业方向发展。第四，中国和其他成员体应当确保监管，

并推行包括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估在内的质量保证体系。

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内部审计引导实践——亚洲案例

研究

本报告应中国内部审计协会通过中国财政部提出的要求撰写。

 报告第一部分分析了内部审计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的关系，以

及内部审计保障。报告通过介绍一种企业治理模式，对治理作了定义，

然后分析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保障战略的作用，以及审计委员会在

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地位。随后，报告对内部审计和公司治理的作用进

行了评估，描述了公司治理的演化历程，进一步明确了治理的含义。

报告简要评述了 1992 年由美国全国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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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员会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接着对亚洲公司治理现状进行了

探讨，对比了集中式和分散式内部审计的作用。通过介绍《国际内部

审计专业实务框架》中对风险的定义，报告详细描述了风险管理和内

部审计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机构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更多详细描述见

2004 年出版的《发起人委员会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第二部分分析了亚太地区八个经济体的内部审计工作的 11 个案

例，包括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

北和泰国。

蒙古国制造业发展方向

本报告为蒙古国制造业发展方向提供了建议，是应蒙古国国家发展和

创新委员会、总理办公室的要求，为制定政策而编写的。

 关于蒙古国制造业发展方向的建议充分考虑了以下因素：蒙古国

当前的经济状态和未来发展潜力、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庞大的邻国市场、

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

•  纺织产业，特别是开司米制品。提高纺织和编织技术水平、 

  提高工人技能、保证产品质量达到世界标准、在本地加工 

  开司米并出口到国外。

•  乳制品生产。遵循世界标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生产，

  出口到俄罗斯、日本、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  农业生产集约化。当地面粉的生产；采用意大利及其他发达 

  国家的先进技术去除皮革和兽皮上的缺陷。

•  发展钢铁生产和有色金属生产。提高产量，满足中国和世 

  界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

•  满足本地水泥需求，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发展水泥这一基本

  建材的生产；发展高科技制成品生产，如石化产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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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的畜牧生产：皮革加工业的商业环境

本报告评估了蒙古国皮革加工业的商业环境。本报告是应蒙古国国家

发展和创新委员会、总理办公室的要求，为制定政策而编写的。

 在蒙古国，尽管政府进行了改革，比如实施了促进畜牧产业发展

的项目和计划，但皮革加工厂不断遇到的商业环境问题依然表明，在

企业和政府政策之间存在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报告对 2010 年蒙

古国皮革加工业的商业环境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蒙古国并不加工本国畜牧业提供的全部原材料。

报告调查的皮革加工厂大约处理畜牧业提供的约三分之一的皮革，而

且大多数都只进行初加工。这表明，从原料供应来看，蒙古国依然有

机会扩大皮革加工业。中小加工企业可以发展成为大型皮革厂，对所

有的原料皮可以充分加工，出口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皮革制品都会增

加。而且业务可以延伸到生产皮革制品，而不仅仅是处理皮革

 缺乏资金是蒙古国畜牧业生产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利

率高，皮革厂缺乏资金，靠销售产品和向亲友借钱维持生产。由于缺

乏资金，工厂的日常生产和规模扩张都受到了限制。

 皮革厂和整个畜牧行业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比如缺乏资金、保

险成本高、产品出口手续烦琐。皮革厂还要搬离乌兰巴托，因为相关

政策要求导致水污染的企业搬迁。这对整个皮革产业的商业环境造成

了负面影响。替代方案是划定具有良好排水系统的新地块作为搬迁厂

址，或是仅仅把污染水资源的生产活动搬离乌兰巴托。

 除了要制订改善业务环境的整体计划外，报告还期望不仅在2010年，

而是每年都针对畜牧业（包括皮革加工）制定相应的计划。

 本报告还建议加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这有助于双方就

企业的需求和面临的制约因素交换意见，并采取相关政策促进蒙古国

企业发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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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省际收入差距：趋势、动力和影响

www.routledge.com/books/details/9780415559485/

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展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

来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有很多研究试图定量研究这种差距。

 本研究发现对中国收入差距的描述不完整，主要是因为缺乏覆盖

全体居民的家庭收支数据。本研究采用了 1990-2005 年间的家庭收入

分组数据来推断家庭数据。这些分组数据覆盖了 23 个省，大约 85%

的人口，

 中国的名义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 0.345上升到 2005年的 0.457，

在调整生活成本差异后，基尼系数从 0.287 上升到了 0.388。各省的

基尼系数从 0.33（北京）到 0.47（青海），差别很大。

 本报告探讨了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如工业化、城市化、

贸易开放、私有化和高等教育。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私有化是中国收

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推动力。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城市人口比重较高的

省份的收入差距相对较低。相反，在城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

人口比重较高的省份收入差距就较大。

 其他结构因素，如工业化、城市化和贸易开放等，影响不像私有

化的影响那么明显。教育对城乡差距的扩大和省际发展差距总体上没

有显著影响。

 本报告显示，15 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延缓了中国的减贫

步伐，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有利贫困人口，收入差距的负面

影响开始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省份的经济增长向贫困人口倾斜，这种

情况在省一级已经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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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巨人的复兴：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教训

www.adb.org/publications/resurging-asian-giants-lessons-
peoples-republic-china-and-india

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发展，改变了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格局。两国的

差异性和丰富的发展经验源自两国在经济政策和体系、制度以及社会

方面的差异。不过，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在应对共同的挑

战方面，两国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和印度转型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也

对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本书综合了区域技术援助项目（TA 6298-REG）支持的中国和印

度发展经验研究的成果。中国学者对印度以下经验作了相关研究：（i）

改革中的宏观经济管理；(ii）依托信息技术的服务行业的发展；（iii）

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增长的贡献；（iv）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改革，

设计复杂的金融工具；以及（v）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地企业的成长。

印度学者研究了中国的以下经验：（i）改革中的宏观经济管理；（ii）

投资并实施基础设施项目；（iii）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推动的大规模

生产；（iv）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以及（v）劳动力市场改革。

 本书对这两大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的部分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进行

了深入分析。综述部分对行业研究结果进行了概要分析，可供亚太地

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时借鉴。研究结论不仅对中国和印度，

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都具有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实现增长和市场的平衡

www.adb.org/publications/rural-finance-poverty-stricken-areas-prc-
balancing-government-market 

本书介绍了国际经验，探讨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及相关教训，并提出

改进建议。发展农村金融，除了发展正规和非正规信贷、担保机制，

以及投融资体系，还需要地方中小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合作金融机

构的参与。

Resurging Asian Giants: Lesson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Resurging Asian Giants  
Lesson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www.adb.org 
ISBN 978-92-9092-068-7
Publication Stock No. BBK090140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Resurging Asian Giants: Lesson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The econom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have seen 
dramat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As their respective successes continue to 
reshape the world’s economic landscape, noted Chinese and Indian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two countries’ development paths, in particular their rich 
and diverse experiences in such areas as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ocal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market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s. Drawing on 
these studies,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as produced a timely collection 
of lessons learned that serves as a valuable refresher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head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especially thos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bou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s vision is a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free of poverty. Its mission is to help 
its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substantially reduce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people. Despite the region’s many successes, it 
remains home to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or: 1.8 billion people who live 
on less than $2 a day, with 903 million struggling on less than $1.25 a day. 
ADB is committed to reducing poverty through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growth,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Based in Manila, ADB is owned by 67 members, including 48 from the 
region. Its main instruments for helping its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are 
policy dialogue, loans, equity investments, guarantees, grant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Zhang Xuechun, Xu Zhong, Shen Minggao, and Cheng Enjiang

Ying Qian and Todd A. Manza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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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开放的农村金融市场已经使农村经济实体有了多种金

融服务选择，并催生了小规模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

司和信贷商店。

发展新型农村金融实体的关键在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奠定新型农村

金融市场的基础，从而培养本地化的农村金融服务。

改善对中小企业和农户家庭经营的金融服务，需要向地方金融服务投

入资金。农村金融市场的开发更主要的是重构激励机制、发展当地金

融机构，而不是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回归农村市场，或是重建遭受巨额

不良贷款重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本地化的农村金融实体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快速发展。

要培养本地化的农村金融实体，首先要建立针对非正规金融服务的法

律体系。不接受存款的非正规金融服务提供商可以转变成新的农村金

融机构；接受存款的非正规金融服务提供商应当注册成为正规金融机

构，接受严格的监管。

 本地化金融实体有可能采取合作制，应当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

运用当地资金满足当地需求。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它们可以转变为

营利组织，也可以继续以合作组织的形式存在。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有助于吸引商业银行重回农村市场。

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向拥有良好业绩和信誉的小型金融实体批发贷款，

从商业角度看，这些业务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有利可图的。

对本地农村金融实体的有效监管既需要创新，也需要政府和市场之间

的有效沟通。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需要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措施，监管措施创新的

目的在于平衡金融效率和稳定性。由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指引，在农村金融监管方面有了突破。但还需要

作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应当提高新型农村金融实体的资本充足

率标准。而且应当提高小型金融实体的存款利率上限，以提高其竞争力。

最后，政府的借贷也要通过可持续的商业手段实现。

 开发农村金融市场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多种金融需求、通过引入竞

争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化解金融风险。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有望成

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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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生物质能 2020

www.adb.org/publications/rural-biomass-energy-2020-peoples-
republic-china

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探索如何创造性地有效使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如

能使用更多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无论从社会、经济角度，还是环境角

度看，贫穷的农村地区将受益最大。由动物和作物废料加工成的生物

质能是农村地区一种合理可行的再生能源，如果政府能够加以有效引

导，无论对社区还是对行业，都将是投入少、成效大的能源。

	 本书探讨了生物质能消除中国的城乡能源差距、提高农民收入和

改善环境的潜力。本书的结论对于其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人

人享有能源战略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报告探讨了不同利用规模的先进

生物质能技术和资源的前景和局限，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沼气池。其信

息来源于亚行在中国资助的农业废弃物的有效利用项目的经验教训，

以及帮助中国政府起草一份开发农村生物质能的国家战略的技术援助

项目的结论。

导向和谐的包容性增长

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0-10/20/content_11432617.
htm

这篇专栏文章刊发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的《中国日报》，文章呼吁中

国把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未来五年内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

取得巨大进步。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平等地参与增长并从中受益，这

就是包容性增长。

	 日渐扩大的收入差距给中国过去 30 年惊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

影。1979-2008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约9%的速度增长，

使一大批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但中国也成为收入差距最大的亚洲国家

之一。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采取多项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比如在落后的西部和内陆省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促进农村开发、

使农民和农民工受益的政策措施，在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上投入更多

Rural Biomass Energy Book 2020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looking for effective, creative ideas for upscaling clean, renewable energy. No place 
will gain more socially,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from increased access to clean, reliable energy 
than poor, rural areas. Biomass energy, produced from animal and crop wastes, is a sensible renewable 
energy option for rural areas and it can be cost-effective at community and industry scales if guided 
effectively by governments. 
 This publication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biomass energy to close the urban–rural energy gap, raise 
farmer incomes, and me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ts findings are 
instructive for other developing and medium-income countries exploring energy-for-all strategies. The 
report examines the promises and limitations of leading biomass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for 
various distribution scal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ousehold biogas digesters. The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lessons learned and experiences from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nance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Wastes Project in the PRC, as well as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from a technical assistance 
grant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draft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rural biomass energy. 

Abou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s vision is a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free of poverty. Its mission is to help its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substantially reduce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people. Despite the region’s 
many successes, it remains home to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or: 1.8 billion people who live on less 
than $2 a day, with 903 million struggling on less than $1.25 a day. ADB is committed to reducing poverty 
through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growth,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Based in Manila, ADB is owned by 67 members, including 48 from the region. Its main instruments for 
helping its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are policy dialogue, loans, equity investments, guarantees, grant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Tel  +63 2 632 4444
Fax +63 2 636 2444
www.adb.org/publications
adbpub@adb.org
ISBN 978-971-561-879-3
Publication Stock No. RPT101423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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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以保护弱势人群。最近，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

 严格的讲，包容性增长政策应当区分两类不平等。一类是个人无

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的机会和环境不公平，它反映了市场和政策失灵、

机构能力不足或社会歧视现象。另一种源于不同的努力程度，它反映

了市场经济给努力工作、寻找和把握机会，并承担风险的人的回报。

包容性增长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

 包容性增长需要实现高速、可持续和高效率的经济增长，这样才

会产生足够的生产效率高的工作岗位，才会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经济

机会。

 包容性增长需要社会包容性，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这

意味着要对教育和医疗保健投入资金，以提高个体的能力，特别是弱

势群体的能力。

 包容性增长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降低与生活变动相

关的风险和挫折，这种变动往往是由疾病、经济危机、产业结构调整

或自然灾难而引起的。

经济机会比经济增长更重要

http://opinion.globaltimes.cn/foreign-view/2011-04/601726.html

这篇专栏文章刊发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文章呼吁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进行政策调整，提高经济增

长的包容性。

 包容性增长是指拓宽人们把握经济机会的渠道，使更多民众能参

与增长并从中受益。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增长收益，会使下一阶段改革

开放获得更多的支持，并使经济增长更依赖需求的驱动。这些改革措

施对中国实现经济结构升级，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人力资源和鼓励自主创新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

 中国过去 30 年改革的特点是通过增加收入调动个人积极性和生产

力，解放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市场力量的逐步渗透唤醒了民众以往

沉睡的天赋和企业家才能。因此，包容性增长政策必须加强市场导向

的改革，进一步释放个人的生产力，这样中国经济规模才会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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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亚洲受污染河流重现生命

这一系列专栏文章分别刊发于 2010 年 10 月 10 日的《雅加达环球报》

（Jakarta Globe）、2010 年 10 月 10 日的《巴基斯坦每日时报》（Daily 

Times Pakistan）和 2010 年 10 月 5 日的《台北时报》（Taipei Times）

上，描述了亚洲城市河流污染所带来的问题、对当地经济和社区的影响，

以及在几大主要城市成功实施综合水资源管理的经验。

 亚洲河流受到气候变化、人口增加和土地用途发生改变等因素的

威胁。即便那些水质较好的河流，历史上也曾受到过严重污染。新加

坡河、首尔的汉江和上海的苏州河都曾经接纳了大量的生活、商业和

工业废水，这些废水污染了水质、危害了水生动植物。这些城市当局

数十年治理河流所耗费的成本，远远高于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防止河

流污染所要花费的成本。

 其他一些项目也表现了这样的潜力，比如中国福州主河道闽江的

恢复工程。闽江是福州 189 万居民的水源。福州通过建设—运营—转

让方式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加大了对市区水质的治理。私营机构的参

与效果很好，因为当地政府准备开始行业改革，提供资金，保证完成

社会责任；还鼓励建立社区组织，利用社区的力量培养居民的环境意识。

 近年来，综合水资源管理方案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的

平衡，从而确保治理措施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问题的成本

会越来越高，因此还有一些解决当前难题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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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局知识管理新方案 2010

此年度出版物介绍东亚局每一年的知识管理新方案。2010 年刊收录了该年度 37 个战略知识产品

和服务（strategic knowledge products and services, KPS）项目的摘要，并注明了相关项目报告

全文的网络链接。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远景目标是实现没有贫困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亚行的工作旨在帮助其

发展中成员体 减少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尽管亚太地区发展迅速，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

占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18 亿人口日均生活费用低于 2 美元，9.03 亿人口挣扎在日

均生活费 1.25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亚行致力于通过共享式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

化减少亚太地区的贫困。

 亚行是一家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现有 67 个成员体，其中亚太

地区成员 48 个。它主要通过政策对话、贷款、股本投资、担保、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等工具向成

员体国家提供帮助。

在菲律宾印刷

亚洲开发银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 菲律宾马尼拉 )

www.ad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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