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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本出版物中所述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行理事会或其代表的政府的观点和政策。在这里所阐述的事件是实际案例，不代表项目

或规划的全面影响。 

亚洲开发银行不担保本出版物中所含数据的准确性，而且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在此出版物中标明、参照某个版图或地理区域，或使用术语“国别”不代表亚行对任何地域实体的合法性或其它法律地位的任何判断。 

亚行鼓励仅出于个人和非商业性目的对信息进行印刷或复制的行为，但须给予亚行适当的承认。未经申请并得到亚行书面同意，使用者严禁出于商业目的再出

售、再发行、或创造衍生作品。

注：本出版物中，“$”表示美元。

ADB - 亚洲开发银行

BOO - 建设-拥有-经营

BOT - 建设-经营-移交

DMCs - 亚行的发展中成员体

LIBOR -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OPSD - 私营部门业务局局长办公室

PCG - 部分信用担保

PPP - 公私合作

PRG - 政治风险担保

PRI - 政治风险保险

PSCM - 私营部门业务局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处

PSD - 私营部门发展

PSIF-1 私营部门业务局基础设施融资一处

PSIF-2 私营部门业务局基础设施融资二处

PSO - 私营部门业务

PSOC - 私营部门业务局私营部门业务协调处

PSOD - 私营部门业务局

TA - 技术援助

TFFP - 贸易融资安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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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寄语

在
过去18个月里，全球经济发生

了巨大变化。从2008年年底开

始，金融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

最具戏剧性的动荡，并一直延

续到了2010年初。目前，逐步显现的复

苏迹象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仍

然集中于较成熟的低风险环境。像亚洲

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这样的

机构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经济复苏的

成果能够为整个亚太地区所共享。

在未来若干年里，私营部门业务局（Private 
Sector Operations Department，PSOD）

将以亚行的长期战略框架（《2020战
略》）为规划和指南，通过大幅提高业

务量，扩大其对亚洲发展的贡献。在亚

行与私营部门赞助者、投资者和融资人

进行密切合作的战略目标，扩大投资机

会，以实现帮助亚太地区减少贫困这一

目标的过程中，私营部门业务局将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私营部门业

务局将有很多机会动员各种可用于投资

的资源。长期积累的经验表明，私营部

门业务局的参与，以及亚行与其成员体

政府的特殊关系，能够有效地为特定项

目的实施调动可用的财务资源，以取得

双赢的结果。在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过程中，我们将继续保持和巩固现有的

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与那些作为商业化

融资的补充的公共机构的伙伴关系），

同时发展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与当

地领先的金融机构）。

私营部门业务局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积

极开展工作。在过去几年中，私营部门业

务局已逐渐将重心和精力转移到了“边

缘”及服务供给不足的市场，这一趋势将

在未来几年中延续下去。这种发展巩固了

亚行与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

和开发资本市场方面的相关性，而这正是

亚行重点关注的两个领域。

在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方面，私营部门

业务局将继续在一些核心业务领域积极

发挥作用，如电力、交通、电信、供水

和城市基础设施等。私营部门业务局在

亚行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在各成员体的特

定部门开展的业务，这也反映了客户的

实际需求。在承认高效率的煤炭发电可

能将仍然是满足地区基本电力需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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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我们将越来越多地

鼓励和资助那些符合当地实际的清洁和

可再生技术。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将消

除贫困作为指导部门基础设施业务的主

要目标。

同样，消除贫困这一目标也将促使我们

参与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业务。金融行

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对消除贫困产生

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过与金融中介机

构的合作，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拓宽融资

渠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中小

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此外，我们还将通

过金融中介机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应

对气候变化。私营部门业务局的贸易融

资业务有利于消除金融危机对于最脆弱

国家的负面影响，以及推进区域一体

化。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有效地缓

解随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对亚太地区的

影响。事实上，上次金融危机以后亚太地

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缓解了当前危机对

于亚洲的影响。资本市场业务是私营部门

业务局的核心业务，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

这部门业务能够有显著增长。

由于我们在行业和国家层面都面临着机

遇和挑战，私营部门业务局将努力在未

来一年中加强与所有客户的联系。根据

《2020战略》，这意味着我们将要扩大

业务规模，同时继续牢牢把握住实现

亚太地区完全脱贫的愿景。由此，我

们的业务活动将以“创新、影响、诚

信”（“三I”− Innovation, Impact，and 
Integrity）目标为指导：

创新：在为客户制订满足其融资

需求、具有针对性和成本效益的

解决方案方面，私营部门业务局

享有良好的声誉。而且我们将确

保在亚行内外继续保持这种良好

的声誉。私营部门业务局将鼓励

采用新的业务方式，以帮助我们

的客户适应新的后金融危机环

境。我们还将高度重视组织内部

的团队合作，因为这是充分利用

制度资源和专业知识以实现具有

挑战性的目标的重要途径。

影响：亚行是一家开发银行，因

而有责任向公众证明并确保各种

活动能够有助于实现亚行的首要

目标——消除亚太地区的贫困。

要在未来几年中实现这一目标，

私营部门业务局将发挥其至关重

要的作用。

诚信：对于私营部门业务局来说，

诚信在各个方面都是首要的。我们

的业务将继续对客户和合作伙伴保

持高度透明。亚行极为重视其业务

的“最佳实践”标准，在涉及诚信

问题时更是如此。

最后，我预计亚太地区在未来几年仍将

面临诸多挑战。但我相信，亚太地区未

来几年也有丰厚的回报，私人投资将会

获得许多机遇。尽管亚洲的需求非常庞

大且复杂，但私营部门业务局具备有足

够的技术、意愿和毅力帮助亚太地区应

对这些挑战。

菲利普 • C • 阿奎舸（Philip C. Erquiaga）
私营部门业务局局长

创新、影响、诚信



强化私营部门在发展中的作用

一
个强大和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

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至关

重要，而且这也是实现持续减

贫的必要条件。亚行在私营

部门发展（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PSD）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探索如何

应对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业务促进以私

营部门为主导的增长这一复杂而艰巨的

挑战，以强化私营部门在亚太地区的作

用。这样的业务组合要求公共部门援助

必须要更加系统地重视私营部门的利益

和关注点，而私营部门援助则必须要提

高自身活动对发展的影响。

如果私营部门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任何

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减贫这两个目标；因为私营部门可以

进入政府退出的领域，为企业提供服务

和融资，从而有助于实现持续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机会。

为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企业，私营部门与

政府部门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

愿景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政府部门要

充分发挥建设长期发展能力、实现持续

增长以及创造就业的作用，私营部门的

成长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这正是亚行的战略作用之所在。

我们认为，亚行的核心产品不是资金，

也不是为私营部门已经能够有效动员足

够资金的部门融资。我们认为我们能够

提供远比单纯的资金更具有战略意义、

更加重要的东西。亚行称这一非常重要

的因素为私营部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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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的私营部门发展战略（PSD Strategy）
具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战略重点：（1）创

造有利的外部条件；（2）创造商业机

会；（3）促进私人投资。

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正确的政策

环境对于私营部门的长期稳定性至

关重要。亚行的优势之一在于能够

就必要的改革与政府进行政策对

话。根据私营部门发展战略，改革

进程旨在：（1）营造稳定的宏观

经济环境；（2）实现投资、贸易

和价格自由化；（3）消除竞争壁

垒；（4）保证金融和资本市场高

效运行；（5）建设灵活的劳动力

和土地市场；（6）建设适当的实

体、社会和技术基础设施；（7）
构建公平的税收体系；（8）建立

能够保护产权、实施合同和解决争

端的法律和司法体系。

创造商业机会：根据私营部门发展

战略，亚行要采取经过充分论证的

措施，以确保公共部门项目在适当

情况下为私营部门业务创造机会，

尤其是为国内的私营部门创造机

会。经过认真的设计，亚行的公共

部门业务可以为私营部门参与经济

活动创造机会,包括具有减贫意义

的私营部门示范项目。

促进私人投资：亚行为私营部门

项目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尽管

亚行的参与通常是有限的，但它

能够动员大量的商业性资金资助

这些项目。亚行作为一家多边开

发机构，不会仅根据私营部门项

目的财务可行性而为之提供资

助。在财务回报率带来的收益以

外，项目还必须具有明确的发展

影响和/或示范效应。

传播知识也是亚行私营部门融资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在每项交易中，亚行会

引入诸如现金流分析、结构设计和风险

管理这样的成功财务工具和理念。

最后，亚行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

机构一直保持着长期的建设性合作伙伴

关系。目前，亚行正在加强这样的战略

联盟，以便共享知识和分担风险，使那

些具有挑战性的项目能够获得银行的信

贷支持。多个机构为某一具体项目联合

提供支持，也传达出了对整个国家环境

具有信心的强烈信号，并为下一步私人

资本的流入铺平了道路。这也有助于私

营部门的发展。

图1  亚行公共和私营业务部门之间的对话 

公共部门

亚行私营部门开发工作

亚行私营部门业务
(实践经验)

参见：

亚行非主权业务的图表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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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in creating enabling 
conditions for business

Fight poverty in Asia

图2  亚行大力介入私营部门开发的战略

支持发展中成员体

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

亚行的目标

在亚行资助的公共部门

项目中创造商业机会
促进私人投资

亚行公共部门目标 亚行私营部门目标

在亚洲努力消除贫困

来源：亚行，2000年，《私营部门发展战略》，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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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标：《2020战略》

2
008年4月通过的《2020战略》是

亚行的长期战略框架。它规定了

明确的战略方向，并对2008年直

至2020年的业务、组织和业务流

程提出了规划框架。它重申了亚行关于在

亚太地区消除贫困的愿景，以及帮助发展

中成员体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

使命。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亚行将支持

三大相互补充的发展进程：（1）共享式

的经济增长；（2）环境可持续的增长；

（3）区域一体化。

展望未来，亚行将从战略高度将自己定

位为推进变革的伙伴和机构，途径是推

动私营部门发展、良好的治理、两性平

等、知识解决方案和合作伙伴关系，这

都是《2020战略》确定的推进区域变化

的驱动因素。而且，每个驱动因素都为

亚行提供了成为变革推动者的机会，使

亚行能够刺激增长，提供更为广泛的发

展援助，并成为非常主动和反应迅速的

发展伙伴。

《2020战略》中提出的业务变革如下：

1. 亚行将扩大合作范围，并愿意采用

能够有效提供援助、改善发展成果

以及提高应对灾害和紧急援助能力

的一系列新型的合作模式。设计新

的援助方式、更多地利用发展中成

员体技术和管理技能、加强与私营

部门在联合融资项目方面的

合作，以及利用以市场

为基础的投资工具，都

有利于强化合作伙伴

关系。

2. 亚行的知识服务在传递公认的最佳

实践经验的同时，将解决客户的直

接需求。亚行将支持试点项目，并

从中汲取和推广经验教训。亚行将

以既具有直接影响又能促进相关性

的方式来推广知识，例如，发展中

成员体如何通过公私合作来提供社

会服务并为贫困人口谋福利。

3. 在支持私营部门发展方面，亚行将

在全面评估和管理的前提下，承担

更多的主权和政治风险，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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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进行原本可能不愿意进行的

投资。亚行还将更加努力，帮助发展

中成员体吸引私营部门直接投资，以

支持共享式增长和改善环境。亚行通

过增加对发展中成员体的私人投资以

推动变革，可运用的工具包括：直接

融资、信用增级、降低风险担保和新

的创新金融工具等。

4. 亚行不能也不会试图满足所有发展

中成员体的所有需求，以这一认识

为基础，亚行的业务将更具有选择

性和侧重点。为了使成果、效率和

影响最大化，亚行会将金融和体制

资源用于亚行具有相对优势的5大
核心领域：（1）基础设施；（2）
环境；（3）区域合作和一体化；

（4）金融部门发展；（5）教育。

这些领域也与亚行的三大战略发展

进程紧密相联——实现共享式的经

济增长、环境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区

域一体化。

《2020战略》既有业务目标又有制度目

标。例如，亚行的贷款结构将进行调整。

到2012年，所有的贷款业务中有80%将集

中于上述5大核心领域。到2020年，我们

的贷款中至少有30%将用于区域项目，

50%用于私营部门发展和私营部门业务。

有67个成员体的支持，有长达40年的与

各成员体政府保持合作的纪录，亚行被

视为是诚实的发展事业的协调人和合作

伙伴，这是亚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参见：

亚行非主权业务的图表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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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业务

《2020战略》将私营部门业务列为其目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行将重点支持那

些能促进本地区的私人投资、具有重要

的发展影响以及能够加快可持续的共享

式增长的项目。

亚行的私营部门业务战略目标是，扩大

资本向发展中成员体以及在其发展中成

员体内部的流动，更重要的是，要让更

多的资本进入更多的国家及部门。私营

部门业务（Private Sector Operations，
PSO）战略框架要求要更加重视发展影

响，并强调（1）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

和资本市场发展；（2）逐步扩大参与的

国家和部门范围；（3）广泛使用信用增

级和其他工具；（4）与其他开发机构建

立战略联盟。

私营部门业务局负责从事私营部门业

务，业务涵盖了位于东亚1、中西亚2、南

亚3、东南亚4 以及太平洋地区的5 亚行所

有发展中成员体。

私营部门业务局的职责包括：

• 制定和实施关于向私营部门提供直接

援助的亚行政策；

• 对私营实体给予资金支持，包括金

融机构、建设-拥有-经营（build-own-
operate，BOO）和建设-经营-移交

（build-operate-transfer，BOT）项目；

• 为私营部门活动筹集资金，包括私营

部门业务银团联合贷款、政治风险担

保、部分信用担保和B类贷款等；

• 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用于中小企业、

小额信贷、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供

水等；

1 东亚：中国和蒙古国
2 中西亚：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3 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
4 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
5 太平洋地区：库克群岛、斐济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 贷款结构监控和风险管理；

• 促进、开发和实施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

派驻到各代表处的私营部门业务局职员

在当地积极开展私营部门活动，并帮助

优化新项目的审批程序。更重要的是，

在当地的活动还使得亚行能够更进一步

地参与所在国的战略制订过程、项目管

理和风险管理等，这对持续开展业务至

关重要。

参见：

亚行非主权业务

的图表和数据



12

亚行私营部门业务的核心部门

在
私营部门业务方面，亚行在基

础设施和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具

有优势，并将帮助更多发展中

成员体在这两个领域内开展私

营部门项目。

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亚行通过与金融

中介机构进行合作，将私营部门业务的

重点放在了扩大资金供给上，尤其是对

低收入群体（小额信贷和住房贷款）和

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的资金供给，以

及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变化的融资

等。亚行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对实际经济

部门发挥影响，这些金融中介机构包括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私募股权基

金等。最后，通过贸易融资安排项目

（Trade Finance Facilitation Program，

TFFP）开展的贸易融资活动将继续帮

助消除金融危机对最脆弱国家的负面影

响，同时还将进一步促进区域一体化。

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方

面，私营部门业务局的核心业务部门包

括：（1）能源（包括电力）；（2）交

通；（3）电信；（4）供水；（5）城市

基础设施。私营部门业务局在亚行战略

目标的指导下参与各国具体部门业务，

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客户的需求。高

效率的煤炭发电仍然是满足地区基本电

力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私营部

门业务局将越来越多地鼓励和资助那些

符合当地条件的清洁和可再生技术。考

虑到上述5大核心部门的特点，私营部门

业务局还将寻求和促进公私合作，尤其

是要重点进行社会部门的公私合作。另

外，也将有选择地考虑最脆弱发展中成

员体的农业综合企业和制造业，因为这

些部门并非亚行《2020战略》的核心。

私营部门业务局的资
本市场和金融部门处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Sectors 
Division，PSCM）
在亚行所有发展中成
员体都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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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项目是亚行承担的最大规模的融
资活动，支持银行为其环境比较复杂的发
展中成员体的进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贸
易融资项目

• 为银行提供担保和贷款，以支持与发
展中成员体的 H公司进开展贸易；

• 提高银行为进出口商提供金融服务的
能力；

• 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确保贸易融资
体系的融资能力、流动性和稳定性。

贸易融资项目有两大主要产品：

• 信用担保产品
 亚行向银行提供担保，为涉及亚行发
展中成员体公司的贸易结算提供支持

• 循环信用产品
 亚行为位于发展中成员体的银行提供

贷款，由后者再转贷给私营部门的
进出口商（其中多数都是中小型企
业），为贸易结算融资

在金融危机期间，亚行大幅提高了贸易融
资项目的额度。仅在2009年，贸易融资项
目就为亚行最脆弱的发展中成员体提供了
20亿美元的贸易支持。除了为数百家从事
贸易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外，贸易融资项
目的贷款还有相当大的比例用于支持区域
内部和发展中成员体之间的贸易，这也是
亚行的一个重要目标。

考虑到贸易融资业务在2010年继续增长的速
度，亚行亟待扩大对现有参与成员体的支
持，并且要在尚未参与贸易融资项目的成员
体内开展业务，这有助于确保国际贸易能够
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从而推动经济增
长、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促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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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业务：创新、影响、诚信

私营部门业务局的基础设施融资一处负责
中西亚6及南亚7的项目，而基础设施融资 
二处则负责东亚8、太平洋地区9 和东南亚10 
的项目。

6 中西亚：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7 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
8 东亚：蒙古国和中国
9 太平洋地区：库克群岛、斐济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10 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

参见附录：

亚行非主权业务的图表

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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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业务：创新、影响、诚信

发展影响

不
论项目大小，私营部门业务的

发展都可能带来很深远的影

响。如果一个项目能够带来很

大的财务、经济和社会效益，

那么人们可以预期将商业利益和那些具

有社会目标的机构结合起来，复制出成

功的项目。因此，单个项目的发展影响

可以跨越地区和时间。

私营部门业务的发展影响和成果要按几

项标准来进行评估：私营部门的发展、

商业上的成功、经济可持续性，以及环

境、社会、健康和安全性业绩等。在所

有这些方面都表现良好的项目有可能会

被复制，从而加强其与经济增长和减贫

的联系。

私营部门业务局发现，能产生较大发展

影响的项目通常也伴随着高风险和不确

定性。首建项目、在边境或服务水平低

下的经济体开展的业务，以及测试新技

术或新管理体制的项目，都可能具有很

大的发展影响和成果，但它们也意味着

很大的商业风险和不确定性。私营部门

业务局参与此类项目的融资，有助于提

高投资者的信心，从而能够帮助项目获

取必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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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根
据亚行《2020战略》，私营

部门业务局一直在为可持续

发展提供支持，并致力于提

高所资助项目的环境和社

会业绩。私营部门业务局以亚行政策

和其他使命为基础，通过将环境和社

会因素纳入业务目标，以达到上述目

标。私营部门业务局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环境和社会目标：（1）资助环境导向

的基金和项目，如清洁能源项目等；

（2）以具有强烈示范价值的项目为重

点，并推广其成功经验；（3）协助借

款人改进项目设计、减轻环境和社会影

响，以及完善其环境社会管理体系；

（4）提高借款人的能力和认知水平，以

保证项目的发展影响。亚行积极监测所

有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及项目遵守环

境和保障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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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涵盖了国有独资企业或国家参股的企

业，省、市、自治区公共部门，以及由公

共部门控制的公私合作关系本身。亚行的

重点同样是基础设施，包括（根据各国情

况）能源、公路、铁路、机场、海港、电

信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等，在亚洲发展中国

家里，许多公共部门实体仍在这些领域内

表现极为活跃。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私
营部门业务局的大部分工作都

要与受私营部门控制的项目支

持者进行合作。但私营部门业

务局内部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团队则要与亚行的公共部门区域局和代表

处进行合作，以期帮助非主权公共借款

人，即受公共部门控制的、不直接依靠中

央政府担保的借款人。这涉及各种信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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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亚
行通过直接融资、信用增级和

风险缓释工具来促进私人投

资。私营部门业务局通过贷款

和股权投资直接提供资金援

助。我们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和部分信用担

保，优化交易的风险特性，以吸引和鼓励

外国及本地的商业贷款人向发展中成员体

的项目提供资助。我们通过联合融资和担

保，支持本地投资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以适当的条件为亚行资助的发展项目提

供资金。亚行还通过“B类贷款”安排来

为项目筹集更多资金。

贷款：亚行提供硬通货贷款，包括高级、

次级以及夹层融资。我们还根据具体情况

向有选择性的市场提供本地货币贷款。利

率和其他条件视公司或项目的需求和风险

而定。

利率：亚行在为贷款定价时，考虑了

相关国家和部门的当前市场利率水

平，并考虑国家和交易风险因素。

亚行提供在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或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Euro interbank rate）基础上有一定

幅度上浮的浮动利率贷款，具体以哪

种利率为基础，视贷款货币而定。它

还提供相当于浮动利率贷款的固定利

率掉期下的固定利率贷款。

收费：亚行以市场为基础收费。通常

情况下，亚行对于浮动利率贷款收取

一次性的前期费用，并对未拨付余额

收取持续承诺费。我们也可能会收取

一定的费用，以弥补前期尽职调查相

关的成本。项目赞助者或客户要以现

金支付诸如旅行和外部咨询服务之类

的费用（如法律顾问、技术顾问以及

环境和保险顾问等）。

抵押：我们将要求提供与贷款和融资

类型相匹配的抵押品。

股权投资：亚行可能在一定的限额下，

向企业直接进行投资。它通过股权投资

提供资金，包括以普通股、优先股或可

转换债券的形式提供的直接股权投资。

对于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先于首次公开募股进行。亚行并不寻求

所投资公司的控股权，也不承担任何的

管理职责，但通常会保留在董事会和选

举产生的董事会委员会中安排代理人或

观察员的权利，并将以股东的身份行使

投票权。亚行会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定期

联系，并要求定期获得有关资本、经营

业绩、财务状况、治理情况和经济附加

值的报告。亚行还要求公司就发展产出

和成果的具体指标提供报告，并同时监

测项目遵守亚行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

的情况。

参见附录:

亚行非主权业务的图表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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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业务：创新、影响、诚信

亚行一旦达到其投资目标，就会以市场

公允价格出让其股份。为了方便这种撤

资，可能需要公司在一家或几家证券交

易所上市，以便出售股份或签署适当的

回购协议。一般情况下，亚行倾向于将

股份出售给东道国国民，以扩大本国的

所有权，并进一步发展当地的资本市

场。亚行在转让其股份时，会尽量征求

并充分考虑其主要投资伙伴的意见，而

不会自行决定处理其投资。

亚行还会在一定风险限度内投资私募股

权基金。亚行将保留向基金的顾问委员

会委派代理人的权利。亚行将与基金经

理保持密切联系，并要求基金经理按季

度提交投资、监测、增值以及最终转让

情况的详细报告。亚行还将密切监测以

资产净值计算的季度财务业绩。亚行对

私募股权基金做出长期的资本承诺，与

这种投资的投资周期保持一致，并且通

常在基金期限内保持股东或有限合伙人

的身份。

担保: 亚行可为政治风险提供担保，也

可为更复杂的、包含政治和信用风险在

内的风险提供担保。下面将对政治风险

担保和部分信用担保风险（partial credit 
guarantee，PCG）等担保形式进行更为详

细的讨论。亚行的担保业务支持基础设施

项目、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和贸

易融资者等，覆盖了多种债务工具。

动员额外资金：B类贷款

亚行可以通过B类贷款/正式放款人的形

式调动更多的借贷资源进行融资。B类贷

款由亚行发放，但由合格的第三方商业

融资商提供资金，亚行本身也会资助计

划进行的交易。亚行与借款人和商业放

款人合作，以联合方式筹集目标借款金

额，借款人不得向亚行追索应由商业放

款人提供的资金。

政治风险担保（Political Risk 
Guarantee，PRG）：政治风险担保旨
在通过为融资伙伴提供针对具体的政治
（或主权）风险的担保，促进联合融
资。担保范围包括转让限制、征用、政
治侵害、合同纠纷以及不履行主权债务
或担保等风险及其组合，还包括担保履
行偿付本金和/或利息的义务。

与其他担保人和政治风险保险人的合作

亚行可以使其政治风险担保的结构与
其他机构提供的担保和政治风险保险
（political risk insurance，PRI）产品兼
容，这些机构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如多
边投资担保机构）、私营的政治风险保
险人以及出口信贷机构等。由于一些需
要进行政治风险保险的项目（尤其是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较大，并考虑到
风险分担和协作的重要性，亚行可以与
其他担保人和政治风险保险人同时提供
政治风险担报。

部分信用担保（Partial Credit 
Guarantee，PCG）：亚行的部分信用
担保按一定比例向联合融资者提供包括
所有商业和政治风险在内的偿付担保。
部分信用担保可用于支持公共和私营部
门项目的联合融资。根据项目需求，部
分信用担保能够为各种债务工具提供担
保，通常会在商业联合融资存续后期提
供债务担保。部分信用担保只覆盖了联
合融资者未预期的偿债义务，其余的债
务则是未经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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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的实施、经营和管理提供

支持。

2. 项目筹备技术援助——这种援助帮

助筹备公共部门项目，以获取亚行

和/或其他外部资源的资助。

3. 政策和咨询技术援助——这种援助

通过资助以部门、政策和主题为导

向的研究，为公共部门提供帮助。

4. 研发技术援助——这种援助有助于

加强亚行作为知识平台的作用，以

解决全球或亚太地区的发展问题。

5. 区域技术援助——这种援助为涉及多

国借款人的业务提供项目筹备、政策

建议或能力建设等帮助。按照亚行的

定义，研发是一种区域性活动。

6. 小规模技术援助——这种援助是按

规模来定义的，额度不超过22.5万
美元，并且采用简化流程。

并行担保

根据并行担保安排，其他机构（如多边
机构、双边机构、公共和私营政治风险
保险人，等等）可以分别以各自的名
义、条款和条件，跟随亚行或与亚行并
行为同一个项目提供担保。这种安排对
担保人和保险人的好处是（1）不需要借
助亚行的优先地位或“保护伞”；（2）
以不易与亚行担保条款相容的条款来提
供保险。

亚行作为正式担保人

亚行为借款人要求的借款额提供担保，
但仅对整个被担保借款的一部分承担偿
付责任。

私营部门政治风险保险人负责偿付其余
被担保借款。如果能追回款项，则由亚
行和其他政治风险保险银团成员按比例
分享。为抵偿组织每笔交易支出的管理
费用以及亚行组织其他政治风险保险银
团成员开展业务产生的费用，亚行将向
前述成员收取管理费。数额将由亚行依
据具体情况确定。

对于B类贷款，亚行发挥着拨付款项和还

本付息渠道的作用。作为正式放款人，亚

行代表参与B类贷款的放款人，按照与管

理自己出资的贷款相同的标准来管理B类
贷款。对于对B类贷款放款人至关重要的

事项，亚行不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而是会

按照参与协议的规定，先征求放款人的意

见和同意后再采取行动。如果放款人计划

进入某个市场，而亚行已经与东道国政府

建立了稳固关系，亚行将是是有益的融资

伙伴，因此B类贷款则是为未来融资而开

发这些新市场的重要途径。

费用。在商业放款人收取的费用和利润

（如承销费、管理费和年度代理费等）

的基础上，亚行要求借款人支付市场化

的手续费和利润，。

技术援助。除金融产品外，亚行还有选

择地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业务提供技术援

助（technical assistance，TA），包括以

下形式：

1. 能力开发技术援助——这种援助针

对制度和组织能力建设，并为亚行
continued on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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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担保。如果亚行直接或间接通过贷
款、股权投资或技术援助参与项目参与
该项目或相关领域的话，亚行还也可以
提供担保。

费用。亚行的担保费用基本由三大部分
组成：（1）前期费；（2）备用费；
（3）担保费。前期费是一次性收取的费
用，包括尽职调查、受理担保和其他预
付费用。担保费用于补偿亚行承担的风
险，通常按被担保额（通常包括未偿本
金和按每一还款期计算的应计利息额）
的百分比按年收取。备用费适用于尚未
拨付的联合融资借款额，以及未来可能
产生的需要担保的金额。

亚行收取的担保费用一般都是以市场为基
础的，并且要重点考虑项目、部门和国家
风险，以及担保合同的具体条款。但对于
由国家对亚行进行反赔偿的担保，在某些
情况下定价的依据可能就不是市场，而是
参照亚行主权借款业务定价。

当地货币债务可以纳入担保范围，包括
国内债券或当地金融机构的长期贷款，
以及其他资本市场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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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效：我们的成功案例
基础设施

•  向移动电话的飞跃（阿富汗）
•  移动电话革命（孟加拉国）
•  公私合作点亮柬埔寨的生活（柬埔寨）
•  自然选择（印度）
•  创造印度的清洁能源（印度）
•  水的力量（尼泊尔）
•  天然气让中国的呼吸更轻松（中国）
•  让菲律宾驶入快车道（菲律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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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喀布尔。数十年的战乱摧毁了阿

富汗的通信系统。这个地势崎岖、电力

供应不足、道路和邮政体系落后以及形

势动荡的国家几乎没有固定电话线路。

因此，移动电话的到来代表了一场电信

革命，使得这个国家直接采用了21世纪

的卫星技术。

移动电话使得因战乱而离散的家庭成员

能够保持联系，使企业主能更容易为商

品找到好价格并随时掌握商情，还能使

孤立的社区进一步融入全国经济。另

外，阿富汗的银行业务有限，但汇款发

挥着重要经济作用，移动通信也提供了

最基本的银行业务功能。

对于移动电话的需求从一开始就非常强

劲，但在政治和安全形势都不稳定的背

景下，资金不足限制了移动电话服务的

推广。

但在亚行私营部门业务的帮助下，阿富

汗电信开发公司（Telecom Development 

Company Afghanistan）得以在全国范围内

扩展其移动电话网络基础设施，并扩大了

其业务覆盖范围，这家公司习惯上被成为

Roshan，是阿富汗最大的运营商，拥有超

过320万用户。2008年7月，亚行为公司提

向移动电话的飞跃

亚行正在帮助阿富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移动电话基础设

施，并推广移动电话服务。

阿富汗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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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第三笔贷款，金额为6,000万美元。

前两笔贷款分别为2004年末的3,500万美

元和2006年中的3,500万美元。

“移动电话带来的发展影响已经扩展到全

国，触及了各个社会阶层，”亚行驻阿

富汗首席代表克雷格 • 斯特芬森（Craig 
Steffensen）说，“获取信息和知识对

青少年教育和妇女发展都至关重要，目

前，阿富汗人口有近一半都是15岁以下

的青少年。”

规模的扩张使Roshan得以降低其移动电

话服务的成本，增加了向贫困人口提供

的服务。

创新服务

Roshan推出的创新服务中有一项名叫M
派萨（M-paisa），这是一种手机钱包，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电话迅速、便捷、安

全和低成本地划转资金、偿还小额信贷

贷款、购买通话时间和发放工资等。这

为一个只有3%人口拥有银行账户的国家

提供了金融交易服务。

R o s h a n与第一小额信贷银行（F i r s t 
Microfinance Bank）合作，为企业家提供

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些公用电话

亭，供没有移动电话的人们使用。Roshan
还支持建立仅供妇女使用的公用电话设

施，以应对正在进行的性别隔离。

该公司正在安装太阳能光电板为电信塔

供电，从而减少柴油消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2009年，它尝试推出了贸易网

（TradeNet）服务，通过短信息为农民提

供市场价格，使得农民和商人能够为自

己的作物争取最好的价格。

远程医疗：连接卫生员和专家

提供移动电信服务可以协助提供重要的服

务，如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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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han创办了一个远程医疗项目，在喀

布尔和巴米扬（Bamyan）一家乡村医院

的医生们与巴基斯坦卡拉奇市Aga Khan
大学的经验更为丰富的工作人员之间建

立起了联系。（Aga Khan经济发展基金

是Roshan的大股东。）这个能够挽救生

命的远程医疗项目已经协助挽救了400名
病人的生命，并培训了300名阿富汗医疗

人员。它可以在重建医疗体系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

哈里德 • 安萨里（Khalid Ansari）是法国

儿童医学研究所（French Medical Institute 
for Children，FMIC）的放射科医师，他

利用远程医疗服务把医院的磁共振成像

扫描仪图像传输给卡拉奇的同事。“如

果是一项复杂的诊断，只需要点击一下

把图片保存到我们的服务器里，发送给

Aga Khan医院，他们在24小时之内就会

给我们发回一份报告，”他说。

不久前，法国儿童医学研究院与位于巴

米扬的一家偏远省级医院建立了联系，

这家医院有14名医生，却要为60多万人

提供服务。在一次视频采访中，刚上完

传染控制课的医院负责人马修 • 罗迪克

（Matthew Rodieck）说：“我们这里非

常偏远，但如果我们的专家遇到了难以

理解的案例，就可以把病人带到远程医

疗室，与身在喀布尔或卡拉奇的医生进

行会诊。”

这种连接也可以用于医疗教育：传染控

制课将巴米扬、喀布尔和卡拉奇的学生

联系在一起，通过视频传输设备，巴米

扬和喀布尔的医生和护士可以旁听来自

卡拉奇的课程。

在阿富汗的边远地区，传统和基础设施

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过，移动电话技术

将人们联系起来，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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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孟加拉国

移动电话革命 作者：伊纳姆 • 艾哈迈德（Inam Ahmed）

亚行向乡村电信（Grameen Telecom）提供援助，为超过2,300万孟加拉国用户提

供了移动通信服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乡村电话公司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获取有

用信息，使他们更好地联系起来，并认

识到信息是一种提高投资回报的手段。

阿卜杜拉 • 哈立克（Abdul Khaleq）这样

的小商人就因为节省了支付给中间人的

费用而获益。

“在有乡村电话公司以前，我只能依靠

中间人来销售蔬菜，他们不管什么事情

都骗我，”哈立克说，“我不得不接受

他们开出的任何价码。”

孟加拉国班多尔班县（Bandarban）。移

动电话业务已经延伸至孟加拉国的偏远

地区，为人们开启了全新的商业前景。

该国的移动电话革命始于1997年，当时

乡村电信推出了乡村电话计划（Village 
Phone program），亚行的私营部门业务

局提供了160万美元股权投资和1,670万
美元的贷款。乡村电信是乡村电话公司

（Grameenphone）的股东之一，也是乡

村银行（Grameen Bank）的子公司，乡村

银行是一家全球闻名的小额信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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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他有了电话，情况就发生了变

化。现在，他足不出户就可以讨价还

价，然后决定哪里的市场价格最优惠。

偏远地区也能获得移动电话服务

在该国东南部的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移动电话带来的变化更为

重要。在出于安全原因被拒绝安装移动电

话网络之后，乡村电话公司在2008年5月
在该地区推出了自己的业务。

现在，在距首都达卡（Dhaka）大约450公
里的班多尔班县，农民Taio Mroo正忙着

决定是否从果园采摘柑橘。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手机跟买家直接联

系，所以能获得比较好的价格，”Taio
说道，“如果价格不理想，我们就晚点

再摘。”

移动电话业务为许多人开启了全新的商

业前景，比如班多尔班县Farukpara的
Punkhal Loncheo。他经营着一家手机呼

叫中心，买不起手机的人可以到那里打

电话。

“我很高兴，不仅仅是因为它能赚钱，

还因为我的邻居们也能获得好处，”他

说。在一张乡村电话公司的海报前，来

打电话的人已经在他的小店门口排起了

长队。

为妇女找到了一条出路

在那些基本不可能安装固定电话的偏远

地区，随着乡村电话公司的网络迅速普

及，各种各样的新型企业也大量涌现出

来。贫困的乡村妇女免费获得了手机，

她们可以用来经营收费电话业务。突然

之间，这些乡村与世界紧紧联系了起

来，原本畏惧科技的村民们对科学技术

都习以为常了。

尽管手机已经变得很便宜，而且已得到

广泛使用，但对于乡村电话服务的需求

却与日俱增，到2008年底，乡村电话

公司已经安装和激活了大约58,500部新

电话，有35万名妇女在经营收费电话业

务。乡村电话公司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获取

有用信息，使他们更好地联系起来，并认

识到信息是一种提高投资回报的手段。

农业开发研究院（RDA，Rural Development 
Academy）是一个公立组织，该研究

院推出“庄稼医生”计划后，Bogra市
Shahjahanpur区的农民找到了解决他们的

作物问题的新办法。农业开发研究院对

一些当地居民进行了农作物病害和防治

办法的培训。

每名“医生”都配备了手机。Poranbaria
村的Habibur Rahman发现他种的茄子叶

子都快枯死了，他到邻居家借用乡村

电话公司网络联系庄稼“医生”Piyara 
Begum。听了几分钟之后，他又打电话

给市场上的农药经销商。得知店里有现

货，他赶紧去商店购买农药。

Piyara还在家跟另一个顾客通电话，对方

不知道自己的土地是否适合种马铃薯。

“我每天要接好多电话，”Piyara说道，

她以前只是一名农村的家庭妇女，“他

们叫我庄稼医生，都很尊敬我，这感觉

真是太好了。”

除了受到尊敬外，Piyara还通过电话咨

询获得了经济收益。她每个月从农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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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研究院领取350塔卡（taka，Tk，约合

5.05美元），而且心存感激的农民们还

经常会把收成的一部分送给她。如果负

担得起，他们还会支付一些现金。“我

不在乎他们给我什么，”Piyara说，“我

现在至少能赚些东西，我丈夫对此很高

兴。我已经用我的积蓄开办了一个小型

养鸡场。”

造福数百万人

在Sar iakandi区，地区行政长官Phut i 
Begum的手机是Kajlar char（一个位于河

中的小岛）村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

道。她在4年多以前购买了乡村电话公司

的电话，主要是为了跟她的下属官员和

当地政府主席保持联络。但Phuti发现村

民们非常需要她的手机。

“Phuti Apa的手机让我们不必往白往镇

上跑好多趟，就为了看看化肥到货了没

有，”农民Abdul Barek说道，“去镇上

一趟，一天就干不了什么了，还得花路

费。现在，确定有货了我再定货，然后

才去镇上。”

“还有些人要先跟医生联系之后再去

Sarikandi镇，还有人要跟在海外工作的

丈夫通话，”42岁的Phuti Begum说道，

“有时那些丈夫们会从海外打来电话，

我再把电话拿给他们的妻子。”

除了亚行的初始投资，近年来，这些网

络设施又获得了一些投资，目前，其用

户已超过了2,300万。现在孟加拉国的乡

村地区有一半人口都还没有获得电力供

应，但移动电话网络已经掀起了一场全

新的无线革命，造福于整个三角洲地区

的数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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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作点亮柬埔寨的生活 作者：潘普什 • 达尔（Pamposh Dhar）

柬埔寨一家私营电力公司为乡村地区提供了便宜、可负担的电

力供应，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率、收入以及生活舒适度。

柬埔寨EK Phnom村。Neang Sokha说她

现在能够过上“文明生活”了，电力供应

大大改善了马德望省（Battambang）EK 
Phnom村的状况。她家一家7口人能够在

电风扇的微风下安然入睡，所以他们整夜

开着电风扇。他们现在还能够看更多的电

视节目，因为只需要支付电费，而不必再

使用昂贵的电池了。

“我们每个月用大约20度（千瓦时）电，

电费只有20,000里尔（riel，KR，约合5美
元），”她说，“以前因为电费太贵，

我们每月只用10度电，就算那样也要花

50,000里尔（约合12.50美元）。”即使是

在燥热的天气里，这家人也不开电扇睡

觉，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整夜用电的费用。

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Neang Sokha非常

清楚自家的用电量和支付的电费。这可能

是因为稳定的电力供应在这里仍然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新鲜事儿，仅仅在几年前，电

力成本还高得离谱。

在这个转变背后，是亚行为一家私营企

业提供了800万美元的贷款，支持其从泰

国进口稳定的电力供应，再以可承担的价

格输送给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者。这个项目

还大大减少了暹粒、Banteay Meanchey和
Battambang三个省使用柴油发电机组造成

的污染。

以合理价格提供充足电力

在进口电力之前，一家私营供电公司每天

只能供应4小时电，从下午6点到晚上10点。

如果村民想要用更多的电，就必须从私人

经营者那儿购买用小型发电机（柬埔寨人

称之为发电机组）生产的电。

“一度电我们得花5,000里尔（约合1.25美
元），”Neang Sokha说，“现在电费是

以前的五分之一，只有1,000里尔（约合

0.25美元）。”不仅如此，现在实现了全

天供电。3个月里只停了两次电，而且每

次只停一个小时左右。以前，甚至在供电

局每天供电的那4个小时内都会停电。

柬埔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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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输电线路（C a m b o d i a  P o w e r 
Transmission Lines，CPTL）项目通过115千
伏的线路从泰国输入电力，亚行为该项

目提供的贷款占整个项目成本的25%，以

支持国有的EDC和CPTL这家在柬埔寨注

册的私营公司开展公私合作。亚行的援

助进一步吸引了来自私营实体的投资和

来自泰国进出口银行及当地银行的追加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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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马德望省负责人Lim Bun Than说，该

项目正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为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供应电力。连网数量从2008年的

20,000上升到了2010年2月的27,000。因

为全天都可获得廉价的电力供应，用电

量从往年同期的大约2,800万千瓦时跃升

到了3,800万千瓦时。仅仅10年前，EDC
在马德望省每年的电力损耗都在35%以

上，现在已经降低到了不到10%，预计这

一数字还将继续下降。

停电

Lim Bun Than指出，消费者获得的最大

好处就是以随时可以得到廉价的电力供

应，不论是民用还是商用。这对于前不

久还主要依赖昂贵的发电机组供电的中

小型企业来说意义重大。

C h h y  K i m y e a n和她的丈夫 S o e u m 
Chhay2003在Ek Phnom开了一家美发店。

他们的顾客就来自村子里的3,000户人

家。他们每天要接待多达10名顾客。

“我们做生意要用电，”Chhy Kimyea
说。她要使用手提式吹风机，营业时间

内小店里也需要亮着灯。电价下降对生

意大为有利。现在电价比过去用发电机

组时便宜多了，Soeum Chhay用电推子而

不是剪刀来修剪男士的头发。“这样更

简单也更快，”他说。

Chhy Kimyea说他们家每天的用电量在20到
30度，炎热季节可能会更多些。随着用电

成本的降低，现在她有更多钱可以花在

两个儿子身上，比如给她15岁的大儿子

额外请家教的费用。

从Chhy Kimyea和Soeum Chhay家出来，

沿路往前走有一家小钢铁切割店。Sin 
Bunkhoeun的工作是切割建筑钢筋。由于

需要整日用电，几年前他自己买了一台发

电机组，这东西非常贵。“无论如何我

每天都要为买柴油花上4,000到12,000里尔

（约合1到3美元）。”现在他一个月才

花50,000里尔（约合12.50美元），平均

每天花0.41美元，而且不用再使用他的发

电机组了。

为游客提供电力供应

供电企业对于临近的暹粒省同样也非常

重要，吴哥窟（Angkor Wat）和吴哥城

（Angkor Thom）宏伟壮丽的庙宇，以及

其他历史遗迹，使得该省成为一个旅游集

散地。吴哥窟的图案甚至出现在柬埔寨国

旗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之一。对

于酒店、餐馆和其他为游客服务的企业来

说，稳定的电力供应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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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会暹粒市，Sao Yukun经营着一家经

济型的纳加客栈（Naga Guest House），

经常接待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就在几年前，由

于经常停电，他不得不使用又贵又吵的

发电机组。“发电机组太吵了，一些客

人会离开——他们受不了那个噪音，”

他说。Sao Yukun还必须依靠发电机组

来为宾馆餐厅冷藏食物。即使是在EDC
供电的那几个小时里，也经常会停电。

但现在已经不怎么停电了，不再需要又

贵、又吵、污染又大的发电机组了。电

费便宜了很多，而且还能全天供电。

Sao Yukun还受益于亚行支持的道路改善

项目。“市区里的路和进入市区的所有

道路现在都好多了，更方便游客四处逛

逛。”他相信这会吸引更多游客。他还

说生意正蒸蒸日上。就连最近的全球经

济衰退也没有影响到经济型住宿酒店，

现在他正在扩建宾馆。

他拥有的一家药店也受惠于稳定的电力

供应。他销售的疫苗和某些药物需要冷

藏，因此稳定的电力供应极为重要。

使未来更加光明的电力

该项目为柬埔寨西北部的输电网提供电

力，并将成为国家电网的一部分。

“因为CPTL电力输送项目，柬埔寨西北

部城市和乡镇将变得更加明亮。” CPTL
的执行主管Wang Yeong Khang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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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让中国的呼吸更轻松

中国北京。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也可能

这就是症结所在，中国面临着严重的

环境问题。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称全世界10个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中，有7个位于中国。中国

大约30%的国土面积都遭遇过酸雨。

空气污染、酸雨和温室气体排放不仅威

胁着中国的居民和环境，因为污染是跨

国界的，还威胁着世界其他地区。

对煤炭消费采取应对措施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环境恶化？虽然原因

众多，但工业锅炉和窑炉消耗了全国几

乎一半的煤炭产量，是城市空气最大的

污染源。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控制煤炭消耗

量，并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比如天然

气。但是，目前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

中仅占大约4%。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尤其是

重组了“上游”企业，即生产和进口石

油、天然气的企业。但是“下游”企

业，即那些把燃料分销给企业和个人的

企业，重组难度很大。许多规模小、效

率低的地方所有和国有分销商在许多城

市占据了主导地位。

向私营部门开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鼓励私营

企业投资分销领域，将这些企业的技术

专长和效率引入市级天然气分销市场。

响应中国政府的倡议，亚行向一家

名为中国燃气控股公司（C h i n a  G a s 
Holdings）的企业进行了总计2,500万美

元的股权投资，并为这家企业安排了总

计5,000万美元的美元/人民币双币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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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还为城市天然气基础设施开发项

目（Municipal Natural Ga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ject）安排了一笔7,500万
美元的商业联合贷款。

该项目支持中国燃气控股公司在中国多

个城市投资建设一系列新的天然气分销

项目。亚行的投资帮助这家公司扩展业

务，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求。

为未来的繁荣而使用清洁能源

尽管需求旺盛，但很多城市为居民提供

的清洁能源很少。城市清洁能源基础设

施不足是一大制约因素。

上述项目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临近城市

提供了清洁、可靠和长期的能源供应。

亚行的投资通过更好地利用中国丰富但

尚未开发的天然气储备，降低了石油价

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亚行还将国际成功经验引入中国，为其

他公司设置可遵循的标准，以便建立一

个初级天然气分销市场。

除了这些积极的发展影响，该项目还将减

轻空气污染：从煤炭转向天然气，将减少

空气中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这将改善中

国城市人口的健康状况，这部分人口同时

遭受着室内外的双重污染困扰。

转向使用天然气不仅会改善人口的福

祉，还会提高资源的可用性，并最终实

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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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选择 作者：伊恩 • 吉尔（Ian Gill）

印度正在将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天然气产量翻番，以便为更多的家庭、

运输公司和工业企业提供更为清洁和便宜的燃料。

印度瓦尔道拉市（Vadodara）。瓦尔

道拉市的大街上，公共汽车和机动三轮

车往来穿梭，但与许多其它亚洲城市相

比，这里的空气受尾气污染的程度要轻

得多。原因在于：市区的大部分公共交

通工具都使用压缩天然气（compressed 
natural gas，CNG），这种燃料比汽油或

柴油都更加清洁。

在该市郊区，一家生产氨气的国营企业

用天然气取代石脑油已经4年了；如果天

然气供应有保障，该厂还将使用更多天

然气以增加产量。而众多的普通市民已

经使用天然气而不是昂贵的煤油做饭。

推广清洁电力的公私合作

在政府推广清洁燃料政策的推动下，印

度的能源消费正在由石油和煤炭转向天

然气，以满足在过去10年间年均增长

4.5%的能源需求。天然气在印度国家能

源需求中的比重仅为8%，而石油和煤炭

则占近90%。印度政府希望到2012年将天

然气所占比重提高到15%，到2025年进一

步提高到20%。

印度政府制订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

加本国生产的清洁能源消费量以加强能

源安全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位于

达何港（Dahej）的印度首个液化天然气

（liquefied natural gas，LNG）进口和气

化站于2004年4月投入运营。

印度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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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属于Petronet液化天然气公司，并

从亚行得到了股权和债权融资，主要从

卡塔尔进口液化天然气，重新气化后销

售给中间商，由其分销给工业企业、运

输公司和消费者。

Petronet公司的最初的加工能力为每年500万
吨，扩建两个储罐和一个位于Dahej的
码头之后，2009年其加工能力增加了一

倍，每年进口1,000万吨。Petronet正在喀

拉拉邦（Kerala）的科钦（Kochi）建设

第二个气化站，年加工能力为250万吨，

可扩容到500万吨。

该项目已经在扩大印度的液化天然气

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

Petronet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了92.74亿立方

米天然气，相当于印度全国天然气消费

量的20%，进口总量的78%。

亚行高级评估专家普拉迪普  •  佩雷拉

（Pradeep Perera）指出，这对于减缓气候

变化贡献巨大。液化天然气取代了相当

于约698.3万吨的石脑油、煤炭、重型炉

油或柴油等燃料，这些燃料能够释放出

2,170万吨温室气体；液化天然气的温室

气体排放较少，约为1,630万吨，印度的

温室气体排放每年因此减少了530万吨。

在出资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后，

亚行持有了Petronet公司5.2%的股权（相

当于大约1,00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

并为其Dahej扩建项目提供了67.5亿卢比

（rupee，约合1.44亿美元）的贷款。

Petronet公司一半的股份由四家印度国有

石油公司所持有，法国燃气公司（Gaz de 
France）持有10%的股权，并负责提供专

业技术。其余的40%股权由亚行和其它私

营机构通过首次公开募股获得。

“Petronet公司是公私合作的范例，它有

独立的董事会，像私营部门实体一样进

行商业运作，”亚行投资专家艾达 • 李
（Ada Li）说道。

满足天然气需求

尽管由于经济放缓，液化天然气的价格

随着原油价格同步下降，但Petronet公司

按照与卡塔尔签订的25年期合同购买大

部分液化天然气，在现货市场上购买了

15%的液化天然气，并按照长期协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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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给中间商。Petronet公司已经从第一年

的业务中获取了利润。截至2009年12月
31日的9个月间，Petronet公司的净利润为

30.7亿卢比（约合6,600万美元）。

印度政府正在寻找扩大使用天然气消费的

其它途径，如允许壳牌（Shell）在古吉拉

特邦的哈兹拉（Hazira）建设印度第二个

液化天然气站，年加工能力为250万吨。

印度还在与几个国家进行谈判以获取液

化天然气供应，并准备通过管道从其他

国家进口天然气。

在发现了几个大型海上气田之后，印度

国内天然气产量正在增加。即使是这

样，印度目前每天8,700万立方米的天然

气产量还是无法弥补日益扩大的供需缺

口。

因此，日益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让Petronet
公司感到威胁。“与更加发达的经济体

相比，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还是很低

的，我们预计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能

源消耗量还将继续增加，”Petronet公

司Dahej和Kochi项目的负责人Rajender 
Singh指出，“天然气消费的份额也很

低，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

天然气需求量将呈指数增长态势。”

为了增加收入，Petronet公司还计划在

Dahej建设一家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

电厂，以利用目前在气化过程中散逸的

能源。

促进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Petronet公司不仅有助于

印度的能源多样化，还有助于满足各种

发展需求。

瓦尔道拉的天然气使用量比印度其他大

部分城市都多，因为它邻近天然气管道

和Petronet公司位于Dahej的气化站，该气

化站距离海岸150公里。

在瓦尔道拉市中央公交车站附近等待乘

客时，Vishinath Jagtap说他的三轮车5年
前就由烧汽油改为使用压缩天然气了，

他开机动三轮车已经有20年了。他说自

己的收入因此增长了一倍，因为压缩天

然气比汽油便宜，而且很多乘客更喜欢

乘坐污染较少的交通工具。他说使用天

然气的缺点是压缩天然气三轮车要比汽

油三轮车贵，再就是由于压缩天然气配

送站太少了，他必须要排队加气。

在中央公交车站，Narendra Rana是一个

私营车队的经理，该车队拥有近100辆以

压缩天然气为动力的公交车，每天在市

中心运送乘客。他说这些公交车的成本

比柴油车高15%，但燃料便宜，维修费较

低，空气和噪声污染也较低。

自从瓦尔道拉市与德里和孟买一起被选

为压缩天然气车辆试点城市以来，以天

然气为燃料的车辆迅速增加。2008年，

估计这座城市70%的三轮车和所有的市内

公交车都以压缩天然气为燃料。

推广使用天然气不仅影响乘坐公交车辆

的上班族，许多家庭都选择使用天然气

取代煤油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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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提供能源

大约80%的天然气是被电厂和化肥厂消耗

掉的，而来自玻璃、陶瓷、汽车和海绵

铁等其他行业的需求正在增加。

古吉拉特邦化肥和化工厂的氨气厂位于

瓦尔道拉，副总经理（项目）R.K. Shah
说，他们的已经用天然气取代石脑油来

生产化肥和石化产品，主要是因为天然

气价格要低得多。

他补充道，印度政府为每天生产650吨
化肥所需的天然气提供补贴， 这个产量

大约为合成氨装置生产能力的一半，目

的是使农民能够买得起化肥。分析家指

出，即便如此，印度仍必须以高价进口

大部分化肥以满足其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其它城市中心区和企业

采用瓦尔道拉模式，天然气将继续取代

石油液体，为广大市民和工业、农业

和交通运输业带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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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印度生产清洁能源 作者：伊恩 • 吉尔

亚行正在帮助塔塔电力公司（Tata Power）成为日益重要的清洁、

可再生能源部门中的重要一员。

印度Khandke。风力涡轮机有73米长的

“茎”和26米长的“瓣”，远远看起来

就像是生长在Khandke山顶平原上的巨大

植物，Khandke是一个位于印度马哈拉施

特拉邦（Maharashtra State）边远地区的

村庄。就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这些有着

旋转页片和涡轮发动机的铁塔有助于满

足全邦的电力需求。它们向印度国家电

网输入了超过1亿度的电力，而这些电能

足以供应几千个家庭使用。

能源短缺中的意外收获

在能源极度匮乏的印度，这里的村庄跟

大部分农业地区一样，通常每天要停电

长达12小时。没有电力供应，居民们与

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塔塔电力公司是业务多元化的塔塔集团

（Tata conglomerate）的一部分，它是这

片土地上致力于解决电力不足问题的几大

主要发电企业之一，在印度，用电高峰时

段的电力需求要大于电力供应约20%。

在邦政府的鼓励和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

的协助下，塔塔电力公司最近增加了对

风力发电部门的投资，并已经成为这一

领域的重要一员。该公司的目标是到

2017年大幅提高风力发电能力。这是塔

塔电力公司要大幅提高其整体供电能力

战略的一部分。它在火力发电和水力发

电方面表现已经非常活跃。

风力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资源，随着

各国努力降低碳排放以减缓气候变

化，兑现签署《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各项承诺，风能已经变得越

来越重要了。

鼓励业务发展

风力技术仍相对比较昂贵，对某些企业

的吸引力仍有限。印度正在鼓励企业开

发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生物

质能、水能和风能等。 这也是印度“到

2012年人人享有电力”目标的一部分。

邦政府已经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

它要求到2010年，电力分销商采购的电力

中至少有6%是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如果

做不到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但使用风力

发电的发电厂将获得高额补贴。

印度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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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这一清洁能源项目，亚行提

供了一笔为期13年、总额35 .2亿卢比

（rupees，Rs，按2010年4月的汇率计

算约合7900万美元）的贷款，这相当

于项目成本的70%，帮助塔塔电力公司

在以下三个地点建立了风力发电场：

Ahmednagar区的Khandke、Dhulia区的

Bramanvel以及Satara区的Sadawaghapur。

“我们提供了长期的固定利率贷款，这在

印度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获得的，”亚行的

项目负责人Takeo Koike说道，“塔塔电力

公司想把长期融资成本确定下来，避免任

何高利率风险，同时电价也不会受融资成

本的影响。2008和2009年全球市场的波动

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亚行正通过碳市场计划（Carbon Market 
Initiative）帮助Khandke项目取得《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 n i t e 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京都议定书》

（Kyoto  P ro toco l）下的清洁发展机

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项目的资格，碳市场计划是一个

支持开发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融资计划。

亚行清洁发展机制顾问Nishant Bhardwaj
说，为了加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亚行

还准备提前购买塔塔电力公司总计50%的

的核定减排量，以提供前期融资。一旦

获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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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认可，塔塔电力

公司预计，除了目前以每千瓦时3.50卢比

（0.08美元）的价格向马哈拉施特拉邦用

户售电，销售核定减排量将成为收入的

重要来源。

保护消费者

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影响到了印度的经

济，但对电力部门的影响要小一些。虽

然用电需求有所下降，但供电不足仍然

是印度电力部门最大的问题， 电力供过

于求完全不是印度需要关注的问题。

塔塔电力公司从风力发电技术进步汲取

了经验教训，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希望

能从中获益。

例如，该公司正在通过一家德资风力涡

轮机生产厂Enercon（印度）来实施风力

发电项目。塔塔电力公司的一名业务开

发主管说，公司正在考虑以无齿轮发动

机取代齿轮传动机，这样能够减少能量

损耗，增加收益。未来塔塔可能也会使

用更高的混凝土塔。

根据塔塔电力公司的数据，位于Khandke
地区的风力发电场在从5月到9月为期5个
月的雨季中，生产了其年发电量的70%。

可以肯定的是，增加电力供应将提高印

度大量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许多农村

人口已经习惯了没有电，以至于无法想

像电力供应增加后的生活。

来自Aurangabad村的Laxman Gaikwad
说，气温上升到40摄氏度以上时，没有

电的夜晚会很热，但他并没有抱怨。

“已经习惯了，我们会根据供电情况来

调整自己的生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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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科内塔（Kirnetar）。马赫什 • 卡
柯（Mahesh Karki）今年11岁，他的妹

妹拉妮（Rani）9岁，弟弟桑托什 • 拉吉

（Santosh Raj）5岁，他们都是由基姆缇

项目诊所（Khimti Project Clinic）的护士

接生的。他们来到了这个诊所，因为拉

吉伤风感冒了，护士们教马赫什应该如

何照顾他。

每天都有50到70位患者到这家诊所来，

这些孩子只是其中一批，因为这家诊所

有当地政府卫生所没有的医疗设施。

这家诊所是基姆缇水电项目（Khimt i 
Hydropower Project）的一部分，这个水

电项目是尼泊尔首个私人部门参与的水

电开发项目。

水力发电

这家水电站于2000年投入运营，是一家

“靠河流运转”的电厂，也就是说，它

利用河水的自然流动和落差来发电。它

的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建设成本大约

为1.4亿美元，由亚行和其他国际开发组

织资助，其中亚行贷款占项目总成本约

25%。

在Himal电力公司的帮助下，这家水电站

生产的电力得以出售给尼泊

尔电力局（Nepal Electricity Authority），

相当于尼迫尔全国15%的用电量。50年的

经营许可到期后，Himal电力公司将把这

家电厂移交给尼泊尔政府。

这个项目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健康、教育

和生活状况。

水的力量
一家水电站提供的电力改善了尼泊尔一个村庄的卫生保健和教育状

况，并使该村的收入有所提高。

尼泊尔泊尔

作者：普拉山特 • 贾（Prashant J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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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知识更有力量

卡柯那样的孩子们不仅出生在基姆缇项

目诊所，还在项目学校里上学。项目学

校建设于15年前，目前拥有480名学生，

学校靠Himal电力公司的赠款来维持运

营。当地孩子的学费要低于那些来自外

地供职于项目的家庭的学生。

17岁的拉姆 • 库里希（Ram Krishna）
正在为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10年级毕业

考试做准备。“学校里有科学实验室、

计算机和互联网设备，以及英文说明

书，”拉姆解释道，“我是家里第一个

上到这个程度的学生，而且我已经掌握

了在这里能知道的一切。”他希望能去

加德满都（Kathmandu）继续接受更高

层次的教育。

提供照明

除了学校，Haluakhola小型水电建设委员

会的主席巴德瑞 • KC（Badri KC）介绍

了Himal电力公司和联合国开发署的联合

项目将如何使项目附近的村庄实现电气

化。完工后，这个小电厂将拥有400千

瓦的装机容量。这家电厂与已建成的

Jhankre小型水电站组成了基姆缇农村电

气化合作社（Khimti Rural Electrification 
Cooperative），将为10个村庄供电。

“这些村庄将首次有照明，”KC说。尼

迫尔其他地区仍要忍受每天长达12小时

的断电，但该地区能够享受到不间断的

电力供应，而且当地人支付的电费也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造收入

在离基姆缇项目地几公里远的Khimtibesi
村，生活条件明显有了改善。牛奶生产

者合作组织（Milk Produc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牛奶

并进行冷藏，然后卖给Dolakha奶厂和当

地市场。

通过合作社来存储和销售牛奶，让400多
个家庭获益匪浅，他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必须在生产当天在有限的范围销售牛奶。

曼格拉 • 戴维先生（Shri Mangla Devi）
面包店是Khimtibesi的一个标志。面包店

的烤炉使用那两家小型水电站发的电，

每天下午，面包店的产品会派送到附近

的各个市场。

社区投资的力量

2010年3月的最后一周，Himal电力公司将

整个基姆缇农村电气化合作社的基础设施

和维修责任全部移交给了当地社区。

“这与我们的大原则是一致的，” Himal
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汤姆 • 索尔伯格（Tom 
Solberg）解释道。

通过学校、卫生设施、电力和小型企业，

基姆缇水电站使Dolakha和Ramechhap许多

村庄的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质的变化。正如

主管基姆缇农村电气化合作社的Narayan 
Dhoj Khadka所说：“现在我们知道电力

真的能够改变世界，并让我们这样的人走

向了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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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马尼拉。在马尼拉北部的世界拍

卖者（World Wide Auctioneers，WWA）

拍卖行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在数

以百计的卡车、起重机和其他重型设备

之间穿梭。即将开始的拍卖会会售出价

值数百万美元的商品，他们要决定该买

些什么。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要购买

的重型设备以及拍卖公司都有一个共同

点：没有北吕宋高速公路（North Luzon 
Expressway），他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的设备大部分都是从马尼拉港经

北吕宋高速公路运来的，我们的客户大

部分也是从马尼拉机场经这条高速公路

抵达的，”Eric Montandon说。他是世界

拍卖者拍卖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这家公司在黎巴嫩、阿联酋和美国都设

有拍卖行。

Montandon说：“如果这条高速公路没有

翻修，我们就没法把公司设在这里。”

巨大的转变

亚行的北吕宋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

（North Luzon Expressway Rehabilitation 
and Expansion Project）帮助菲律宾修复了

83.7公里长的路段，并修建或重建了从马

尼拉到邦板牙省（Pampanga）克拉克经

济特区（Clark Special Economic Zone）的

14处交叉道、24座桥梁以及31座立交桥。

菲律宾菲律宾

让菲律宾驶入快车道
亚行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部公路整修工程的支持，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格局。 

作者：弗洛伊德 • 维利（Floyd Wha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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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酝酿了很长时间的项目促成了一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融资计划，使得私营

部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参与到基础设施

建设中来。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政

府意识到需要对这条已经有30年历史的

公路进行升级，使其更加现代化。这条

路已经年久失修，有的路段已经浸水，

坑坑洼洼，很容易出现交通拥堵。

尽管这条公路的状况很差，但从1992到
1997年间，交通流量却大幅增加。上班

族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条路是他们往返

的必经之路，不管路况如何，它都是从

马尼拉往北的唯一主干道。

亚行作为牵头融资机构与政府合作，筹

集到了一笔3.78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这

笔贷款主要由私营部门提供。亚行提供

了4,500万美元的贷款，并从一些国际商

业银行筹集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

这对于公路使用者的影响巨大。这条路

过去是一条凹凸不平的两车道公路，挤

满了超载的卡车、超速的公交车和私家

车，很危险。现在，它很安全、通畅、

有良好的照明和现代化的交通标志，并

且严格执行交通法规。

增长的标志

“由于这条公路的整修，广告业务蓬

勃发展，”Adonis Baluyot说。他是北

吕宋高速公路广告协会（North Luzon 

Expressway Billboard Association）的前任

主席。“以前这儿几乎没有广告业务。

人们不愿意把自己公司的广告放到一条

破旧的公路上。”

他指出，自从整修以来，这条路上已经

竖起了50多个广告牌，创造了几十个安

装、维护广告牌的工作岗位，为广告公

司带来了几百万比索（peso）的收入，并

使作广告的公司的业务有了增长。

“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地区的经济健康

情况可以通过广告牌的数量和质量判断

出来，”Baluyot说道，“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非常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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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游客

这条公路还为风景如画的北部地区开启

了发展旅游业的前景。原西班牙殖民城

市Vigan、Ifugao历史悠久的水稻梯田以

及La Union和Pagudpud的海滩，以前只能

乘坐飞机才比较容易到达。要经过极为

艰苦的公路旅行才能抵达一些主要的旅

游目的地。现在，大部分地区只要一天

就能到了。

吕宋岛中部地区从这条新公路的建成中获

益最大，在最近三年里，这里的旅游业稳

步增长，根据菲律宾旅游部（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的统计，从2007年
到2008年增长了24% 。2009年，这个地区

共接待了550,277名游客。

Jim Sebree是一名退役的美国空军军官，

他在天使城（Angeles City）临近这条

公路的地方开了一家很受欢迎的Cottage 
Kitchen 咖啡厅。整修后的公路开通以

来，他的业务量已经增长了大约15%。

Sebree将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并雇佣了

新的员工，以应对增加的业务量。

“在他们整修这条公路以前，到我们店

里来真的是一个挑战，”Sebree说，“通

常人们很喜欢我们的食物，但这条公路

让我们的位置也变得更加有利。”他说

现在北上或返回马尼拉的游客可以很方

便地停下来吃顿饭。

亚行对该公路整修项目的一项审查发

现，2009年1到3月间这条公路的日平均

交通流量为149,430辆，这是自2005年开

始商业运作以来，第一季度的最大交通

流量，比先前的最高纪录还高了2.87%，

以前的最高纪录是2007年的145,258辆。

使家庭团聚更容易

这条公路的整修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成

果，但对于Elmer Rotoni来说，最大的收

获与他一岁大的儿子Carl有关。这名职业

司机在Zambales省的北部工作，而他的

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却住在首都。

在翻修公路以前，41岁的Rotoni经常会

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妻子的面。两地之

间的往返交通太不可靠，时间上没有保

证。在公路整修之后，Rotoni可以按照基

本固定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家庭之间，

从他的工作地点到马尼拉大约需要两个

半小时的时间。

现在Rotoni可以在周五下班后回家，在年

幼的儿子睡觉前陪他玩儿一会儿，然后

周末两天都跟家人待在一起，直到周一

早上再回去工作。家里要是有急事或者

特殊情况，他还能很快地赶回家去。

“尽管离家只有大约100公里，但由于公

路很糟糕，我也没法回家去看他们。现

在我每个周末都回去看望他们，更经常

地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Rotoni说，

“对我来说，这条公路意味着我的家庭

又能重新团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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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效：我们的成功案例
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

• 阿富汗人寄予希望的发展（阿富汗）

• 润滑世界经济的车轮（区域）

• 发展清洁能源基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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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阿富汗：

银行的作用

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亚行在饱经战火的阿富汗建立了当地首家私营部门商业银行。这家名为

阿富汗国际银行（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Bank，AIB）的银行为中小企业、消费者及零售银

行业务提供融资服务。

阿富汗喀布尔（Kabul）。Habibulllah 
Hamidi生产砾石。砾石是用来修路的，

而公路应该会带来发展。在阿富汗，发

展是非常宝贵的。

而有三个孩子的53岁的父亲认为自己对阿

富汗发展的贡献很微不足道，只能解燃

眉之急。Habibullah以前是一名兽医，因

为战乱而逃离了阿富汗，现在他是Ariana 
Saz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有120万美元资

产的建筑公司。

Habibullah说，今年他的员工增加了几乎

一倍，由32人增加到了56人，这多亏了

亚行持股的阿富汗国际银行提供了一笔

7.9万美元的贷款。

实现繁荣与和平的工具

Habibullah在2008年初获得了这笔贷款，

用于购买一台最先进的挖掘机，这台挖

掘机可以搬运他忙碌的工厂生产的6种砾

石和沙子。“这台新的装载机真正改变

了我们的工作状态，”他说，这时他正

在喀布尔以外的办公室里会见几名银行

高管，“以前我们每个月要花4,000美元

才能租用一台装载机。现在我们买了一

台，7个月内我们会把这笔钱还给阿富汗

国际银行。”

他花了100多万美元购买了重型机械，

用来将采自喀布尔周围的山石粉碎成砾

石。现在他的公司每小时能够生产大约

120立方米的砾石。他自己发电为工厂照

明，因此工人可以24小时倒班，以满足

喀布尔各家建筑公司似乎永远也得不到

满足的需求。

一直以来，贫困和失业被认为是阿富汗

动乱的原因。经济发展提供的机会被视

为是最好的救济方法之一。“动荡和失

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Habibullah
说道，“如果有工作，人们就不会打仗

了。如果没有工作，他们就会拿起武器

来求生存。”

作者：杰罗姆 • 斯塔基（Jerome Starkey）

阿富汗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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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小企业发展

这家银行已经向中小企业发放了760万美

元的贷款。Ramin和Fayeq平均每个月会

收到8项新的贷款申请。

Masomi商店是喀布尔最著名的面包店，

也是Ramin提供贷款帮助过的企业之一。

这个家庭企业的蛋糕和点心在整个喀布

尔都非常有名。它是在塔利班统治时期

依然继续营业的少数几家企业之一。

“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的蛋糕，”

Assadullah开玩笑地说。他今年24岁，是

目前经营这个企业的几兄弟之一。

“许多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的企业都关

门了。但我们都是小人物，没有枪，所以

我们继续营业。塔利班经常来买东西。”

但他们的企业并不像Assadullah说的那么

简单。这家店已经经营了30多年，7个月

前，这个家族贷了4万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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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北部的高档社区Khair Khana新开

了一家店。这是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的第

5家店。

“获得贷款之后，我们的雇员从50人增

加到了70人，”Assadullah说，“我们

在阿富汗很有名，我们的产品真的很不

错。人们从其他省甚至从其他国家来买

我们的蛋糕。”

这家公司现在每个月的营业收入超过5万
美元。

利润和进步

贷款并不仅限于喀布尔市。阿富汗国

际银行在全国设立了8家分行，每个

省级办公室至少配备两名信贷专员。

他们计划在2009年再开6家分行，到

2013年将达到28家。银行职员的平均

年龄只有26岁。

2003年，亚行首次把3名流亡海外，但已

经在阿富汗和世界各地做了几十年生意

的阿富汗人聚集起来，共同成立了阿富

汗首家私营银行，从那时起，他们已走

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每一方拥有25%的股权。到2008年12月
底，阿富汗国际银行的资本金翻了一

倍，达到了2,000万美元，主要来源于留

存的收入。

“我相信中小企业贷款是促进阿富汗农

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Khalil说。但

他承认安全问题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

挑战之一。

Khalil曾经是阿富汗中央银行的负责人，

已经移居到了美国，后来被任命为阿富

汗国际银行的新任主管。他还没有失去

他的公共服务意识。

“这是一家私营银行，但我们并不只关注

利润，”他说，“在阿富汗国际银行内，

我们希望对阿富汗的发展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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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融资对于推动世界

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贸易融

资，企业无法获得消费者想要的商品，

工厂无法获得必要的零部件。那就意味

着就业机会减少、收入降低，并最终导

致经济增长放缓。

但是，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商

都很难获得贸易融资，而亚行通过贸易

融资促进项目（Trade Finance Facilitation 
Program，TFFP）与商业银行合作，为这

些企业提供支持。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贸易融资

随着去年年初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了实

体经济，贸易融资网络急剧收缩，这对

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来说简直是灾

难。来自发达市场的需求大幅下降，商

业银行担心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

严重的经济衰退会加剧，因此只愿意将

钱借给最安全的借款人。

区域区域

润滑世界经济的车轮

亚行在贸易融资便利化方面的投资，帮助亚洲各国度过了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并步入复苏。

作者：杰罗姆 • 斯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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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贸易量直线下降，对贸易融资

不足将会妨碍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已经

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头版新闻，亚洲开

发银行等多边贷款人以及出口信贷机构

增加了贷款，以弥补私营金融部门业务

锐减留下的缺口，并迅速采取措施增加

了对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贸易融资支持。

2009年3月31日，亚行将贸易融资促进项

目的规模扩大至10亿美元，这一项目在

2004年启动时的规模为1.5亿美元。亚行

还将最长融资期限由2年延长为3年。

“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贸易融资，可以促进

它们的业务发展，鼓励它们扩张并创造就

业机会。这对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和与

之相伴的减贫来说极为重要，” 罗伯特 • 
范 • 茨威滕（Robert van Zwieten）说，他

是亚行私营部门资本市场处的主任，贸易

融资促进项目就由这个处负责。

促进新兴市场中银行业的繁荣

贸易融资促进项目与国际银行和发展中

成员体的银行联合提供贷款和担保，支

持贸易发展。

该项目依托亚行的3A信用评级，与全球

超过150家银行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银行支持贸易发展。贸易融资促进项目

还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和贷款支持，鼓

励跨境贸易，促进区域合作。

2009年，贸易融资促进项目为企业贸易

提供了19亿美元的支持，是2008年的

4.605亿美元的4倍多。这个数字代表了贸

易的价值，包括该项目在2009年促成的

443笔交易中私营部门所承担的风险。该

项目自2004年开展以来，尚未遇到任何

违约现象。

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情

况下，确保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贸易融资

支持从而保证就业非常重要，因此该项

目2009年支持的交易中有近三分之二都

是中小企业的贸易。

项目去年的业务有半数是支持发展中成

员体之间的交易。交易金额通常为50万
美元左右，最低仅6,000美元，最高达 
7,900万美元。项目允许出口商销售的产

品种类繁多，有农产品、医药和医疗设

备、电子产品、石油和钻机等。

亚行支付的每一美元都能够动员来自私营

部门同样数量的资金。由于贸易融资通常

都是短期的，有时候融资期只有3个月左

右，因此资金一年至少可以循环一次。因

此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杠杆效应，也就是

说这个10亿美元的项目到2013年底之前能

够提供价值150亿美元的贸易支持。

亚洲贸易融资

亚行已经与阿富汗、阿塞拜疆、孟加拉

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

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国的银行签

订了贸易融资促进项目下的协议，最近

与蒙古和菲律宾的银行也达成了此类协

议。2009年，提供贸易融资的银行数量

从项目启动时的50家增加到了73家，预

计到2010年第三季度末之前将达到至少

100家。90多家银行已确认参与贸易融

资促进项目。2009年的融资业务大部分

提供给了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越南，

这种情况在2010年仍将延续。目前项目

的目标是在年内将业务扩展到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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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促进项目不仅提供贸易融资，

还将地方银行和企业纳入国际商业和金

融网络。由此产生的区域和全球合作有

助于建立商业联系，从而为长期增长提

供支持。

增加知识

亚行还致力于解决信息不足问题，以使公

共机构和监管者制定的政策和项目措施更

接近于精确的科学，而不是猜谜游戏。

亚行率先与国际商会（ I n t e rna t i ona l 
Chamber of Commerce，ICC）合作，建

立了国际商会—亚行贸易融资登记制度

（ICC–ADB Trade Finance Register）。商

业银行和多边机构将向登记机构提交数

据，后者将分析这些资料，并发布直观地

分析结果：贸易融资的违约概率低于其他

融资类型。这一信息对于解决贸易融资交

易的资本要求的争论很有帮助。通过登记

制度积累的统计数据也有助于金融机构按

国别确定贸易融资信用限额。

要推进这些工作，合作非常必要，而危

机已经使得许多机构走到一起，以各种

方式展开合作。亚行与国际商会、商业

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在搜集和处理贷款

违约信息方面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

贸易融资预防和促进复苏的作用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银行来说，

成为多边开发银行贸易融资计划的一部

分，是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危机再次出现，不论是

国家范围、地区范围还是全球范围，多

边贸易融资计划（和出口信贷机构计

划）都能提供解决方案，使相关机构能

够继续提供贷款和担保，以保持贸易的

平稳。

事实上，亚洲正在领导着世界走向经济

复苏。亚行预计，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平均增幅为6.6%，而美国的增幅为

1.6%，欧元区则有可能继续停滞不前。

经济复苏正在刺激贸易融资供求。贸易

融资促进项目帮助亚洲地区抵御了最近

的全球经济危机。现在，它正在为经济

复苏提供支持，并将继续帮助确保亚洲

发展中国家中最具挑战性的市场能够获

得贸易融资，目前，这些市场的融资水

平都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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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能源企业和项目，

是私营股权基金为投资者寻求回报的热

点部门。就在几年前，投资界对此还关

注甚少，但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

“亚行”）在凸现这一机遇方面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

由于意识到了自身在活跃被忽视的私营

股权市场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在支持

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亚行在

2007年拨出1亿美元资金投资于清洁能源

基金，并邀请基金经理设计能够吸引其

他投资者的基金。要获得亚行的支持，

基金的投资战略就要与亚行的目标一

致，即发展替代能源，取代煤炭、石油

和天然气等目前支撑亚洲快速增长的主

要能源。

到2009年末，有两个基金启动。亚行

向总值为2 .28亿美元的中国环境基金

III（China Environment FundIII）注资

2000万美元，该基金由北京的青云创投

（Tsing Capital）管理；亚行还向韩国GS
集团管理的总值5,400万美元的亚洲清洁

能源基金进行了投资。这些私营股权基

金的投资者还包括其他开发机构，如世

界银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及一些大

型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等。

更多基金正在酝酿中，并将陆续启动。

马来亚银行MEACP清洁能源基金和南亚

清洁能源也继上述两个基金之后推出。 

亚行对任何基金的投资都不超过2,000万
美元或基金规模的25%。由于标准的投

资策略是对单个公司的投资不超过基金

总额的10%，那么一项基金可以投资于

10-15个公司。这样亚行的资金就分布于

当地许多公司中。就像其他私营股权投

资者一样，亚行从基金的投资中获取现

金回报。

投资于同样有清洁能源目标的基金，使

得亚行能够克服资金和投资限制，并

“真正充分利用我们的资金，因为我们

投资于多重子项目”，亚行资本市场

建立清洁能源基金

区域区域



56

亚洲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业务：创新、影响、诚信

与金融部门处处长罗伯特 • 范 • 茨威滕

（Robert van Zwieten）说。作为一个开

发机构，亚行在亚洲市场能发挥独特的

作用，能够鼓励商业投资者进入市场。

中国环境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说明亚

行为鼓励私营股权投资于清洁能源提供

帮助，并支持年轻的基金管理公司扩大

规模和影响。

青云创投的基金系列，是首批在中国境

内专注于清洁技术和与环境有关的投资

的基金。亚行在2003年向首个中国环境

基金投资，这个基金筹集了1,300万美元

私营股权；2004年又向第二个中国环境

基金投资，这个基金筹集了3,000万美

元。第三个基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共

计2.28亿美元的资金。

“由于青云创投拥有更多资金可以投入

这个基金，因此他们可以承办更多更好

的项目，而这反过来又会对碳排放或其

它指标产生更大的影响，”资本市场

与金融部门局投资专员乔安娜 • 克莱恩

（Johanna Klein）说。

根据研究调查机构彭博新能源财务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数

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投资从

2004年的33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8年创纪

录的1,550亿美元。2009年，由于全球经

济衰退造成该部门资金减少，清洁能源

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为1,450亿美元，下降

了6.5%。

大部分私人资金来自股票市场、项目融

资（主要用于安装能源设备）和私人资

本，以及孵化公司的风险资本，2009年
全球范围内这部分资本达到66亿美元。

根据2010年3月的报告，由于信贷危机对

投资者信心的影响，这部分资本比上年

减少了44%。

亚太地区的情况比较乐观。2009年，新

的金融投资增长了25%，达373亿美元，

主要用于风力发电，并首次超过了美

洲，同年美洲的投资额为290亿美元。

亚行的《2020战略》将应对气候变化的

环境可持续增长确定为消除贫困的核心

业务。

除了鼓励私营股权投资者向清洁能源投

入更多资金，亚行还推出了许多其他创

新计划，并设立基金以增加知识和投

资，帮助各国保障能源安全和走低碳增

长道路。

亚行用于清洁能源项目的支出由2003年
的2.3亿美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约17亿美

元。亚行的目标是到2013年年投资额达

到20亿美元。

能源多样化对满足亚洲能源需求来说极

为重要。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预计，亚洲的能源需

求在2006到2030年间将增加一倍，比世

界其他任何地区增长都要快。

要满足能源需求，大约需要6万亿美元的

新能源基础设施，因此，增加投资以使

该地区能积极采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

术，以及减轻高化石燃料消耗的影响，

至关重要。

通过帮助吸引私人资本，亚行发挥了较

小但又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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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04-2009年间每年的非主权业务（百万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非主权贷款 93 513 450 650 1,522 443

     私营部门 93 513 375 640 1,222 309

     公共部门 0 0 75 10 300 134

股权 164 177 231 80 123 220

部分信用担保 0 18 110 251 0 72

政治风险担保 10 50 15 0 0 0

B类贷款 0 0 330 200 425 276

     私营部门 0 0 105 200 200 220

     公共部门 0 0 225 0 225 56

贸易融资安排项目 0 0 0 0 0 8 5 0

批准的非主权融资总额 267 758 1,136 1,181 2,070 1,861

     私营部门 267 758 836 1,171 1,545 1,671

     公共部门 0 0 300 10 525 190

图表

1. 2004-2009年间每年的非主权业务（百万美元）

2. 2009批准的各国非主权融资总额（包括私营部门
业务局和区域局项目），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3.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国私营部门业务的未偿付
借款额

数据
1. 2001-2009年间批准的累积私营部门融资（按产品

分类）

2. 2001-2009年批准的私营业务融资总额

3.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国的未偿付借款额（百万
美元）

4.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部门的未偿付风险

5.  2001-2009年每年批准的私营部门业务（百万
美元）

6. 2009年批准的各部门非主权融资总额（包括私营
部门业务局和区域局项目）

7.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业务组的非主权业务

8.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业务

9.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私营部门资本市场和金融
部门投资业务

2009批准的各国非主权融资总额（包括私营部门业务局和区域局项目），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国家和地区 贷款 股权投资 B类贷款 担保 贸易融资安排项目 合计

印度 100.00 40.00 140.00

印度尼西亚 40.00 40.00

菲律宾 120.00 120.00

巴布亚新几内亚 25.00 25.00

中国 192.90 25.00 276.20 494.10

泰国 5.00 71.80 76.80

区域 115.00 850.00 965.00

总计 442.90 220.00 276.20 71.80 850.00 1,8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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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和地区

借款总额

“金额
（百万美元）”

百分比

业务一部

南亚局

孟加拉国 205.468 4.66

印度 1032.058 23.38

马尔代夫 16.500 0.37

尼泊尔 10.592 0.24

斯里兰卡 69.109 1.57

中西亚局

阿富汗 111.235 2.52

亚美尼亚 2.571 0.06

阿塞拜疆 39.980 0.91

格鲁吉亚 16.667 0.38

哈萨克斯坦 158.264 3.59

巴基斯坦 347.958 7.88

塔吉克斯坦 0.500 0.01

业务二部

东南亚局

柬埔寨 6.965 0.16

印度尼西亚 537.475 12.1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00.000 2.27

马来西亚 0.143 0.00

菲律宾 213.681 4.84

泰国 59.044 1.34

越南 214.353 4.86

东亚局

中国 783.837 17.76

蒙古国 9.120 0.21

太平洋局

巴布亚新几内亚 18.000 0.41

萨摩亚 0.400 0.01

区域 459.740 10.42

总计 4,413.68 100.00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国私营部门业务的未偿付借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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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部门的未偿付风险 图5.  2001-2009年每年批准的私营部门业务（百万美元）

图6.  2009年批准的各部门非主权融资总额（包括私营部门业务局和区域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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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各业务组的非主权业务

图9.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私营部门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投资业务

图8.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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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亚行如何帮助私营部门？

亚行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私营部门发展：

亚行通过资助私营企业、金融部门和私

募股权基金，以及为私营公司动员国际

资金，来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

亚行还通过与政府进行对话，尤其是监

管框架和改革方面的对话，提供间接援

助。许多金融机构将亚行的影响视为减

轻风险的因素，因为在亚行参与交易

时，政府任意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较低。

与亚行合作的优势是什么？

亚行不论是以融资或是担保的形式参与项

目或交易，都会提高其在东道国政府、私

人投资者和放款人心中的可信度。亚行在

亚太地区拥有40年的业务经历，已经与政

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67个成员体政府的支持也使得亚行能够与

许多当地部门打交道。

这些因素使得亚行兼有私营和公共机构

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它能够

• 为赞助商和东道国政府降低风险；

• 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支

持监管改革和变革；

• 培养部门知识；

• 为担保贷款提供更长的贷款期限；

• 提高透明度、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

管理；

• 更好地遵守法律和规章；

• 支持对环境无害的项目；

• 必要时动员额外资金。

亚行如何为私营企业筹集资金？

亚行在向发展中成员体进行投资时，为

管理投资风险设计了金融解决方案，包

括更好地结合私营与官方融资来源。

在为私营部门提供援助时，亚行使用股

权投资（可能包括优先股）、贷款、担

保和银团联合贷款（包括B类贷款、正式

放款人安排以及正式担保人安排）等工

具来动员私人投资。

亚行虽然不能为股权提供担保，但仍有

资格为投资者提供股东贷款和股东贷款

担保。亚行还能为国内外的投资者和放

款人提供担保。亚行可以为任何能够有

效兑换的货币提供担保，包括其发展中

成员体的货币。亚行将私营部门不能独

自承担或管理的风险纳入担保范围，如

政治风险。降低这些风险能够消除投资

者的担忧，从而为增加融资和投资扫清

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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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重点关注的经济领域是哪些？

目前，亚行有两大优先领域：资本市场

/金融部门、基础设施。

亚行通过与私营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合

作，将私营部门业务的重点放在扩大资

金供给上，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小

额信贷和住房贷款）和微型、小型及中

型企业的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气

候变化融资也是业务重点。亚行借以对

实际经济部门产生影响的金融中介机构

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私募股权

基金等。最后，通过贸易融资安排项目

开展的贸易融资活动将继续消除金融危

机对最脆弱国家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将

进一步促进区域一体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亚行的业务核心

部门包括能源（包括电力）、交通、电

信、供水和城市基础设施。亚行还为现

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或扩建提供资金。亚

行还设计出了各种风险分担和所有权结

构，包括建设-拥有-经营和建设-经营-

移交等，以帮助政府和投资人参与基础

设施项目。考虑到上述5大核心部门的

特点，私营部门业务局还将寻求和促进

公私合作，尤其是要重点进行社会部门

的公私合作。亚行还将有选择地考虑最

脆弱发展中成员体的农业综合企业和制

造业，因为这些部门并非亚行《2020战
略》的核心。

亚行会提供多少援助？

亚行优先考虑发展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

部门，以及因市场不完善和高风险而资

金不足的部门和企业。亚行的目标是通

过国内外资源筹集资金，而不是与它们

竞争。亚行的全部参与基本上限制在项

目总成本的25%以下。基于以下条件（但

不限于）：

• 亚行持有的股份基本上不会超过总

股本的25%。

• 亚行基本上不会是一家企业最大的

单独投资者。

• 亚行不承担管理企业的职责。

如有需要，亚行可以通过并行融资或银

团联合安排的方式来筹集额外资金，在

银团联合借款中，亚行发挥正式放款人

的作用，银行共同提供贷款。亚行也可

以向商业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创新、影响、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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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局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General，OPSD）

菲利普 • C • 阿奎舸（Philip C. Erquiaga）
局长

电话：+63 2 632 6315

山县丞（Jo Yamagata）
副局长

电话：+63 2 632 6877

私营部门业务协调处

Philippe Leclercq
私营部门业务协调处处长

电话：+63 2 632 6979

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处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Sectors 
Division，PSCM）

覆盖的地区和国家范围：

东亚：中国和蒙古国

中西亚：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共和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

夫、尼泊尔、斯里兰卡

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

宾、泰国、越南

太平洋地区：库克群岛、斐济群岛、基

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

摩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图

瓦卢、瓦努阿图

罗伯特 • 范 • 茨威腾（Robert van Zwieten）
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处处长

电话：+63 2 632 5688

基础设施融资一处（ In fras t ruc ture 
Finance Division 1，PSIF-1）

覆盖的地区和国家范围：

中西亚：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共和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

夫、尼泊尔、斯里兰卡

Michael Barrow
基础设施融资一处处长

电话：+63 2 632 6660

基础设施融资二处（PSIF-2）

覆盖的地区和国家范围：

东亚：中国和蒙古国

东南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

宾、泰国、越南

太平洋地区：库克群岛、斐济群岛、基

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

摩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图

瓦卢、瓦努阿图

Christopher Thieme
基础设施融资二处处长

电话：+63 2 632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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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咨询，请电邮至newbusiness@adb.org

各常驻代表处的私营部门业务局代表

中国

郑康斌

私营部门小组负责人

kzheng@adb.org
驻中国代表处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56号，北京招商国际

金融中心D区7层
邮政编码：100031
电话：+ 86 10 6642 6601
传真：+ 86 10 6642 6606

印度

Sujata Gupta
私营部门小组负责人

sgupta@adb.org
驻印度代表处

（India Resident Mission，INRM）

4 San Martin Marg Chanakyapuri
New Delhi 110021, India
电话：+91 11 2419 4383
传真：+91 11 2687 0955

印度尼西亚

(目前职位空缺) 
newbusiness@adb.org
驻印度尼西亚代表处
（Indonesia Resident Mission）
Gedung BRI II, 7th Floor 
Jl. Jend. Sudirman Kav. 44-46 
Jakarta 10210, Indonesia
P.O. Box 99 JKPSA
Jakarta Pusat, Indonesia
电话：+62 21 251 2721 
传真：+62 21 251 2749

哈萨克斯坦

Stephen Wermert
私营部门小组负责人
swermert@adb.org
驻哈萨克斯坦代表处
（Kazakhstan Resident Mission，KARM）
Almaty Kablan Building, 3rd fl oor
154 A Nauryzbai Batyr Str.
 (corner of Abai Str.)
电话：+7 (727) 3300950/951/952 
传真：+7 (727) 3300954

太平洋地区

Jeremy W. Cleaver 
太平洋局私营部门发展专家 
jcleaver@adb.org 
太平洋联络和协调代表处 
（Pacifi c Liaison and Coordination Offi ce） 
Level 18, One Margaret Street 
（corner of Clarence and Margaret streets）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61 2 8270-9444 
传真：+61 2 8270-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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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版物介绍了亚行的非主权业务及其促进和加强亚太地区私营部门投资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的远景是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其工作旨在帮助其发展中成员体可持续地减少贫困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质量。尽管本地区已取得很多成就，但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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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9.03亿挣扎在一天不足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亚行是一家多边开发金融机构，

现有67个成员体，其中亚太地区成员48个，其他地区成员19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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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减贫工作。 

亚行总部位于菲律宾的马尼拉，拥有67个成员体，其中本地区48个。亚行的主要业务是为其发展中成员提

供政策建议、贷款、股权投资、担保、赠款和技术援助。 

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www.ad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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