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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年度出版物，现为第7期，辑录了2013年亚行东亚局编写的

战略性“知识产品和服务”（KPS）的内容摘要，并提供了完整报告的网页链接。本刊物是对

东亚局2013年知识工作成果的一次展示。

知识和创新是亚行与蒙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合作的基础，而知识解决方案则是亚

行五大变革驱动力之一。亚行提供的知识支持响应国家需求，并受到蒙古和中国的高度重视，

其范围涉及两国经济增长核心领域——减贫、提高生产力和加强粮食安全（蒙古），以及宏观

经济管理、能源效率、环境保护、减贫和省际合作（中国）。

中国正应对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这一挑战，而知识共享是亚行对中国提供的一

项重要支持。对于蒙古来说，更多知识共享旨在帮助蒙古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效率。2013年，东

亚局共编制了59个“知识产品和服务”，并在蒙古和中国启动了59个知识共享活动。

2013年，旗舰出版物《东亚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分析》考察了如何将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与措

施相结合，以减少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的温室气体排放。本书在北京、首尔、东京和乌兰

巴托发布，并在联合国华沙气候变化会议上展示。

2013年，针对中国推出的“知识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三十年财政分权制报告、货币和财

政运作、亚洲贸易与就业、金融业反竞争行为、城市化战略方案、城市化公私合作模式、应对

海平面上升、中小城市低碳发展、道路安全和可持续性内陆水路运输。政策简报汇编《观察与

建议》涉及的问题包括中国政策决策者面临的经济问题，涵盖空气污染、工资和竞争力、农村

合作社和缩小不平等发展等。同时，还编制了一份有关住房问题的知识简报。

2013年，针对蒙古推出的“知识产品和服务”包括气候减缓行动政策简报与可持续发展草

原、行业、产业集群、公共管理和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等行业报告。亚行继续与蒙古经济发展部

合作，支持政策研究咨询小组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税收减免政策、空气质量监督、劳动力和就

业、社会指标、非正式部门和宏观模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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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亚行与中国财政部共同推出的“区域知识共享项目”对在亚行发展中成员体中传

播发展经验发挥了主要作用。2013年，第五届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技术和职业教育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来自10个亚行发展中成员体的80名与会者分享了与他们工作技能匹配的经验，为

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其他主要知识分享活动着重于财政和税务政策、城市贫困和包容性城

市、城市扩张和风能。

2013年8月，亚行行长中尾武彦与中国合作，共同推出了“同一个亚行”知识合作项目。

这一开创型项目旨在更好地促进亚行与中国的知识合作，加强知识对话。同时，成立了中国知

识伙伴工作小组，汇编了所有过去亚行与中国相关知识工作，并制定了2014亚行中国知识计

划。制定政策工作方案，支持中国“十三五”规划是2014年工作计划重点。

随着蒙古和中国转换发展模式，以及亚行在亚太地区目标的转变，亚行对两国的知识支持

将不断增加。

东亚局局长

小西步 (Ayumi Kon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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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系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型城市的低碳发展：挑战和机遇

（《亚行简报第14号》）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low-carbon-development-small-and-
medium-sized-cities-china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等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城市化程

度和中小型城市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中小型城市因财政、人力资源

和增长机会有限，面临着不同预期和挑战，使得其低碳发展比超大城

市更为复杂。

本政策简报描述了中小型城市面临的挑战和机会，旨在营造一

个有利环境，在保持社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低碳发展。由于其独特

性和面临外部因素时的脆弱性，很难确定每个中小型城市低碳发展路

径。但是，从对中小型城市的分类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些城市实现

低碳道路的一些共同特征：

（i） 当地气象和气候条件（比如炎夏、寒冬、潮湿或干燥季节）；

（ii） 人口分布和密度（比如人口密集或稀少）；以及

（iii） 城市的经济结构（比如工业为主导、农业为主导或为临近特

大城市提供辅助支撑）。具有相似特征的中小型城市可以相

互学习。将机会转化为实际实践，应对中小型城市低碳和社

会经济发展挑战，需要横跨城市规划各领域的跨界思维，以

及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包括各因素相互配合和关键利益相

关方的推动。此外，由于相比大型城市而言，中小型城市能

力有限。因此，就需要更多来自私营和公共部门相关方的参

与和支持。

JUNE 2013

 NO. 14BRIEFS
Key Points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atoshi Ishii1

Urban Development Specialis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ricor Muzones
Consulta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hy ar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mportant?

Asian cities are projected to contribute to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over the next decade. Yet, half of Asia’s urban population, who still lives in 
cities with populations of less than 500,000, needs proper infrastructure and basic 
services for balanced development.2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country was nearly 50% urbanized in 2011 and is expected to reach 70% within the 
next 20 years. Urban areas in the PRC account for almost 75% of the country’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ibuting to an equivalent of 85% of the country’s total 
energy-relat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3

While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the PRC 
is uneven, the most dynamic changes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on growth and 
resource use are projected to take place in its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MCs).4 
In 2011, SMCs in the PRC were home to about 75%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Newly formed small towns and the growth of existing SM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 by improving access to urban services for rural migrants and 
the poor. However, they will add significant pressure to the environment by increas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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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北京空气污染（《观察与建议》）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addressing-beijing-air-pollution-zh

近日，北京突发以冬季雾霾形式出现的空气重污染事件，其对公

众健康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日益加重了人们对空气污染问题的担

忧。当空气污染物和气象条件相互作用时，就会出现雾霾形式的空气

重污染现象。

北京主要的空气污染源来自机动车尾气排放、供暖和发电燃煤、

建筑施工扬尘，以及来自周边省份的空气污染物。

基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治理大城市空气污染应着重于保障公

共健康。在此过程中，综合数据对于了解空气污染对人类死亡率和发

病率的影响，以及制定有效的干预机制至关重要。

本政策建议提出了治理北京空气污染的若干措施建议。这些建议

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防止危害健康的空气污染进一步爆发的短

期措施；第二类是有关投资、政策转变等可持续性地维持空气质量的

中长期措施。

短期政策行动包括：

（i） 记录空气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ii） 强机构协调，应对空气污染；

（iii） 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制定紧急对策；

（iv） 改善城市交通；

（v） 鼓励乘客选择低排放的出行方式；

（vi） 最大程度降低供暖、工业排放和建筑施工扬尘的影响。

长期政策行动包括：

（i） 提高机构能力，控制空气污染；

（ii） 加强与环境相关的合规管理和执行力度；

（iii） 定价要全面反映经济成本；

（iv） 城市规划和环境目标相结合；

（v） 支持全面的和可持续的交通项目；

（vi） 发展能源资源，完善车辆标准，强化执行力度。

Addressing Beijing Air Pollution 

NO.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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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民采用现代灌溉方法适应气候变化（《知识展示》）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shanxi-farmers-embrace-modern-
irrigation-methods-adapt-climate-change

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减少威胁着全球粮食生产体系，因此，我们需

要更高效地进行农产品加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山西省四个县被选为试点地区，这些地

区为亚行援助项目区域，帮助当地农户通过使用和管理地下水，学习

现代灌溉方法。通过援助项目，该地区引入了更高效、可持续性的地

下水使用方法，同时也增加了作物产量。

亚行提供农业现代化支持，帮助这些地区减少了水、能源、化肥

和杀虫剂的使用。现代化农业劳动力需求小，惠及众多山西农民，特

别是老年人。现在，在山西省政府配套资金的支持下，该项目的模式

正逐渐得到不同程度的广泛运用。尽管气候变化严重影响水资源供应

和粮食生产，但此项目表明，传统农民可以适应气候变化，让农业生

产更具可持续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公私合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城市化催生了大量的公共服务需

求。有些需求已经满足，但缺口仍然很大。对农民工和低收入者等弱

势群体的服务以及具有高环境收益的服务尤其不足。

公私合作模式可以提供额外公共服务，通过从私营部门融资、完

善效率奖励机制来降低成本，使项目可负担。

备选的公私合作模式有：

（i）仅提供设备的公私合作；

（ii）服务型公私合作；以及

（iii）凭证式公私合作。

仅提供设备的公私合作模式相对简单——私营合作者仅提供建筑

和设备，政府利用这些建筑和设备来提供服务，无需与私营合作者签

订复杂的服务合同。私营合作者的所有收入来自公共机构使用者。

就服务型公私合作而言，私营合作者仅提供服务，也可同时提供

设备和服务。例如，政府利用教育领域的公私合作模式，与私立学校

Shanxi Farmers Embrace 
Modern Irrigation Method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March 2013 | Issue 4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griculture/Water

CHALLENGES

Shanxi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experiencing reduced water security for the agriculture 
sector. Changing climate conditions, including reduced 
rainfall, are increasing reliance on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the province. Unsustainable groundwater use for food 
production intensifie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cost-effective adaptation responses are needed  
to better equip vulnerable agricultural regions.1 

Groundwater is the main source of water supply for many 
local farmers in Shanxi Province. Water is often used  

 
However, most traditional farmers are eager to improve  
and modernize their crop production and adopt mor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methods. 

Given both its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water use, 
Shanxi’s groundwater tables have been declining since 1956, 
a problem compounded by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Currently,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province's land area—
especially the fertile valleys—is experiencing falling groundwater 
tables. Moreover, a decrease in rainfall of 12% over the last 50 
years and a rise in temperature of 1.2 OC over the same period 
increase pressure on groundwater availability. From 2000  
to 2007, overall water availability decreased by about 5% 
annually from 8.2 billion cubic meters (m3) to about 7 billion 
m3.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available for irrigation reportedly 
decreased from 95% in the 1950s to 59% in 2007. 

APPROACH

A Climate Change Gran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approved in 2009 the Shanxi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26 counties in  
the Shanxi Province. Complementing the project is a $500,000 
grant from the Water Financing Partnership Facility to suppor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rough groundwater management. 
The grant was given to Lishi, Pingshun, Qixian, and Xi counties 
after a competitive selection proces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rmers. 

The grant aimed to support farmers introducing water 

and increase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to halt declining 
groundwater levels. Declining groundwater tables lead  
to higher pumping costs and lower water security, making 
support for farmers to adopt such sustainable practices  
in selected pilot sites in Shanxi highly relevant.2 

 

Testing Modern Systems. About 600 farmers in four counties 

systems. Groundwater is being used more sustainably  
to maintain its buffer and contingency supply for periods  
when demands may be higher. 
 

Lishi—Farmers in Xiaoshentou village, which battles  
the cold temperature of its irrigation water,3 were introduced  
to a drip sprinkler irrigation combined with warming ponds  
in greenhouses. 
 

Pingshun—In the villages of Wanli, Wanggu, and Henantan, 
cultivation of prickly ash shoots, a local delicacy, got a boost  
in produc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icrosprinklers suspended 
in mesh tents. In addition to irrigating, this system washes down 
remaining aphids and avoids the soil getting too wet. 

Qixian—Farmers in the Xiliuzhi village changed irrigation 
 

The new system has pressure meters, dual distribution lines,  

___________________

1 ADB. . 

2 ADB. 2010. . 
programs-brochure.pdf 
 
3 If irrigation water is colder than 10OC, plants will not do well. In Lishi, irrigation water for a large part of winter is close to or below 0OC.

Highlights
Climate change and declining water resources threaten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worldwide, increasing the need 

 
 
Four counties in the Shanxi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selected as pilot areas, 
where traditional farmers learned modern methods of 
groundwater use and management. 

As a result, more sustainable use of groundwater was 
introduced while farm labor was reduced. Crop yields 

Photos by Frank van Steenbergen

At left, the "spring system" introduced in Xi 
county. Above, the drip system in Qixi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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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由后者提供教学及配套服务，并管理公立学校。在该合作

模式下，私营合作者收入来自现有和潜在使用者支付的费用。由于所

提供的服务和服务质量难以界定，这一公私合作模式可能非常复杂。

凭证式公私合作出现在教育系统，以凭证体系为基础。向教育领

域的使用者发行凭证后，他们可从核准服务商那里获得事先确定的服

务。服务商用凭证向政府申请付款。凭证提供的服务承诺取代政府与

私营合作者间的公私合作协议。

服务商的可用性和服务质量是选择最佳公私合作模式的关键因

素。在中国，地方政府确信有私营合作者参与仅提供设备的公私合

作。但是，只有公共运营商可以高效利用设备，并具有提供服务所需

的经常性拨款时，仅提供设备的公私合作才有意义。

若潜在公共部门用户不满足于仅使用设备，可以选择包括服务在

内的公私合作。在项目准备工作开始前，最好先研究公共服务商是否

适宜。

了解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能力是决定新一代公私合作模式的重要前

提。若有合适的私营部门，而且其表现可能更好，则有可能建立公私

合作。若公共与私营部门间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则更适合引入私营

服务商。

迈向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政策简报》）

经过逾30年的成功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已经发展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快速发展，中国已迅速从低收入国家转变

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在迈入高收入国家以及实现均衡收入分配道路

上面临各种挑战。本《政策简报》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为中国应

对挑战提供各种建议。所建议政策涉及三大改革领域——调整经济结

构、改善民生和保护环境，符合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致力于高质量和可

持续性增长的发展理念。政策建议包括：

（i） 通过下述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 促进创新型增长；

 • 发展人力资本；

 • 促进消费作为增长动力；

 • 发展服务业；以及

 • 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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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过下述方式改善民生：

 • 加强社会保障；以及

 • 税收改革，平衡收入分配；

（iii） 通过下述方式保护环境：

• 以当前的最佳实践水平为参照标准，引入更严格的能效

法规；

• 建立惩罚机制（即每吨二氧化碳20美元）：对于不达标工

厂和行业进行处罚；

• 解除水价和电价的行政控制，将水电使用和消耗合理化，

增加中央和地方收入；

• 提高当前政府能源目标，分别将碳浓度和每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从20%降至17%和16%；以及

• 改善水资源和土地管理，支持可持续性城市化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三十年：评估与业绩（《工作报告》）

过去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制

度取得了极大进步。本报告指出了目前仍存在的主要挑战。从根本上

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并不容易。中央政府曾在1979年和

1994年进行了两次重大财政改革——分税制和财税改革。两次改革均

发生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自1994年以来，中国尚未重视系统其他方

面的改革，特别是支出分配。中央政府擅长解决简单和分散的问题和

压力，且大部分时候是引入一长串转移目标清单。

本《工作报告》探讨了以下重要措施，以实现根本性改革：

（i） 成立高级别中央与地方政府改革委员会，负责确认当前实际

财政关系体系中的主要问题，并制定改革方案蓝图。

（ii）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支柱环节改革，包括：

• 支出分配根本性改革；

• 短期支出分配零星改革，如失业保险和其他省级以下基本

社会服务；

• 税收分配根本性改革，即，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

• 短期税收分配零星改革；

• 根本性转移系统改革；

•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以及

• 完善地方政府的责任制以及地方支出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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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收入水平（《政策简报》）

国际经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战略

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政府经济改革议程已确定并优先进行了大部分所

需的改革，关注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未来，改革需要一套完善的相

互支持、协调一致的政策，而非单独孤立的政策。在此背景下，本

《政策简报》所提建议分为以下五个大类：

（i） 重新平衡增长源。

 • 促进消费。

（ii） 增长点多样化。

 • 发展服务业；以及

 • 支持城市化。

（iii） 促进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

 • 增加研发分配；以及

 • 进行教育改革。

（iv） 减少收入不平等。

 • 增强社会保障；

 • 实施总体税收；以及

 • 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

（v） 应对人口老龄化。

� 加速经济结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财政运作：可选方案的另类解读

（《亚行经济工作报告汇编》）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monetary-and-fiscal-operations-
peoples-republic-china-alternative-view-options-available

本报告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作为一个在美元主导的世

界中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可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方案。报告总结

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国内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增长可能放缓

等问题，分析了当前制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应对当前问题的政

策建议。本报告介绍了主权货币方法，并用该方法分析了当前的问

题。在此背景下，建议中央政府逐步放宽财政政策，以收紧地方政府

和企业预算。中央政府循序渐进地放宽预算，而地方政府和企业收紧

预算，中国可避免经济衰退或激发过度通货膨胀。

Monetary and Fiscal Oper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Options Available

L. Randall Wray and 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No. 380  |   October 2013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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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资水平与竞争力（《观察与建议》）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wages-and-competitiveness-peoples-
republic-china-zh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直面临的工资上涨压力越来越大，在

不到十年时间里，中国城镇劳动者平均实际工资已经是原来的三倍。

最低工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平均工资。仅2011年，全国最低平均工

资增长17%。

鉴于中国潜在劳动力规模的持续缩减，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工

资上涨压力。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工资的增幅已经超过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若在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将

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提高工资水平是中国提升中产阶层的重要途径，但大幅强制

增长最低工资并非唯一方法。相比之下，实施提高生产力的配套政策

更为重要，比如，实施技能综合发展战略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政策，以

及有利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财政政策。

性别与3E（教育、就业和创业）——国别报告

自1995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三次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最近一次纲要覆盖2011—2020年，与中国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相一致。本战略制定了10个目标，明确

定义了可衡量指标，旨在实现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比如，女童三年

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目标为70%，高等教育目标入学率为40%。该战

略呼吁将处于就业年龄女性的平均教育年限增加至11.2年，并基本消

除文盲。

中国政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教育平等。首先，自2006年以

来，中国逐步在农村和城市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让教育制度标准化。

其次，增加了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最后，政府提高了学前教育

入学率。

中国的政策也同时要求女生获得平等而非特惠待遇。因此，政府

财政干预措施强调整体教育目标，不包括针对女生的专项拨款。

Wage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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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该战略需要被重新评估，特别是在男女收入差距加大，社

会不平等现象呈上升趋势的形势下。部分原因是许多女生在完成初中

学习后倾向于选择人文学科。另一因素就是，中国就业市场上性别歧

视现象加重。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教育背景相似，但是男性工资要

高于女性。受教育少的女性面临更多歧视。

培育中国西部贫困社区农民合作社（《观察与建议》）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fostering-farmer-cooperatives-poor-
western-communities-peoples-republic-china-zh

联合国将2012年指定为“国际合作社年”，以使公众进一步认识

到合作社对减贫、增加就业及社会一体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本《政

策简报》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发展面向贫困农户合作社的

现状、挑战和机遇。

自2006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来，

农民合作社发展迅速。但是中国东部地区合作社数量增长迅速，然而

政府确定的贫困地区却主要分布在地理、生态和民族特征完全不同的

西部地区。

中国新的农村扶贫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将农民合作社列为提高较贫困农民和农村社区收入以及自我发展能力

的一项体制创新。这就要求在为14个指定贫困片区及下辖各县编制的

具体扶贫计划中引入新措施和筹资机制。 

本政策建议推荐采取以下措施：（i）扩大社会部门参与，增强合

作社管理和治理，（ii）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完善的市场信息和

营销技能，（iii）建立政府农村扶贫基金，为所选及监测贫困地区农民

合作社提供补贴式的贫困贷款，以及（iv）建立标准以筛查并监测农

民合作社是否符合国家农村扶贫计划下，面向贫困农民的金融和政策

优惠。

Fostering Farmer Cooperatives in 
Poor Western Communit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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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环境社区发展基金实现中国农村可持续性减贫

2011年末，中国推出一项新的农村减贫战略——《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11—2020）》。纲要呼吁从下至上发展农村扶贫计划，

增加集体收入、提高贫困社区能力、实现自身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使

用社区发展基金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个巨大创新。早期参与式农村扶贫计划鼓励村民参与项目活

动选择，但村民在外部赞助的计划活动和结果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当问题发生时，村民很快就依赖外部团体的解决方案。更为重

要的是，农村社区失去通过资金管理和活动实施，增强其集体决策能

力、资源和信心的机会。这对于中国西部地区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地

区农村贫困与资源退化是息息相关的。公共环境资源质量退化，通常

会导致村民失去社区管理以及与外部团体谈判的能力。重新建立该等

能力是农村扶贫和自我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报告探讨了两种经证明成功的机制，这两种机制曾在偏远农村起

到了增强社区能力，解决自然资源退化问题的作用：（1）转换资金和决策

主导权；以及（2）提供外部协调、技术信息和支持。在澳大利亚农村，土

地养护运动增强了社区恢复和保护环境资源的能力。自2006年以来，在

中国西部农村贫困社区，试运行了环境社区发展基金。

环境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对于通过改善社区自然资源管理，解决社

区级别的扶贫和能力建设非常有效。首先，在活动开始时，将资金所

有权通过农户转向社区选举产生的管理团队，在未来活动中灌输强烈

主导权意识。其次，来自政府部门、研发和民间团体的外部协调员与

社区进行合作，提高综合实力。第三，社区建立、维护和监测其社会

保障协议，改善自然资源使用和资金管理。因此，环境社区发展基金

自身并不是目标，而是建立社区和谐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工具。这胜

过传统提供好处的项目模式。

为整合纲要农村扶贫计划中环境社区发展基金试点的经验，建议

如下： 

（i） 有步骤地展开，给予适应学习的时间；

（ii） 正式确定环境社区发展基金协调小组的资金和培训；

（iii） 在环境社区发展基金实践中，对县、乡、村级领导进行培训；

（iv） 在国家农村扶贫项目内，消除环境社区发展基金运作的行政

障碍；以及

（v） 在农村扶贫计划下，制定农村自然灾害防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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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财政改革减少中国的不平等（《观察与建议》）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reducing-inequality-peoples-republic-
china-through-fiscal-reform-zh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不平等一直有增无

减。在近10年的沉默后，中国政府最近报告了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

1990年的基尼系数为0.32，处于相对平等水平，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

高峰0.491，而2012年这一系数回调至0.47。巨大的收入差异和不平等

的不断加剧对创建和谐社会和长期经济发展不利。

2013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缩小收入差距的

若干意见。意见的核心是通过一整套财政和立法改革的政策措施来平

衡收入分配，解决收入不平等。

如果不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收入不平等问题就难以得到缓解。

本政策建议强调，通过为累进项目增加税收，财政政策可直接或间接

对减少收入不平起到关键作用。税收改革和财政支出改革将是有效缩

减贫富差距的关键。

安居（《知识简报》）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housing-people-zh

近年来，为满足住房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住房供应

量大幅攀升，但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国务院下令，在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期间，要新建保障房3,600万套。

本简报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介绍了中国住房情况。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住房拥有率非常高。截至2010年，拥有自

有住房已经十分普遍。过去30年，城镇居民的居住面积增加了9倍。农

村地区增加了4.5倍。事实上，有2/3的房屋是在1990年以后建成。中

国GDP的增长也主要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住房市场（租赁及销售）正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城镇地区。在30
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其模

式也颇具地域性：租住房以及商品房在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大城市非

常普遍。

Reducing Inequa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Fiscal 
Reform 

NO. 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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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截至2010年，中国有超过35%的房屋未接通自来水，28%
的房屋没有厕所。在部分省份，超过55%房屋没有厕所，超过62%房

屋没有自来水。而且，该问题不仅限于农村自建房，在北京和上海，

2/3租房者（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应届毕业生和低收入家庭）

的租住房中没有厕所和厨房。因此，一项健全的保障房政策还应涵盖

现有住房改造，并增加高质量（具备适当的卫生设施、供水和基本设

施）廉租房的供给量。

亚洲贸易与就业（期刊文章）

http://www.worldfinancialreview.com/?p=3817

亚洲正面临着若干挑战。在未来20年，出口贸易对亚洲发展至关

重要，但未来全球增长将放缓，这也将导致出口贸易放缓或减少。人

口结构变化显示，未来亚洲一些国家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从而将增加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而且，未来环境限制将愈发严重。

正确的政策组合以及强调包容性增长对于确保社会各界共享贸易

利得至关重要。工人不会随着贸易扩张而同时获益。利润增长行业的

工人工资将率先增加，而其他衰退行业的工人则将减少，甚至失业。

但是，若有政策帮助提高工人生产力、流动性和技能，则将打破这种

不平等。

这种方法可以增强工人应对能力，而非强制性增加工资。通过向工

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实现包容性，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并建立公司

政策鼓励创新。而且，亚洲国家还需要继续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

鼓励研发和创新的政策有助于国家移动到全球价值链的上端，通

过提高生产力，提升就业质量、增加工资。有充分的公司级别证据显

示，在行业、地理、出口导向和工人教育水平等其他关键变量可控

后，公司资本和研发强度可以带动亚洲工资增长。 

增加服务领域劳动生产力非常重要。当前，在亚洲40个经济体

中，有32个其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主导地位，服务出口保持增长。

此外，物流和金融服务的进一步改善将降低商业成本、提高出口和国内

生产力，最终通过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有利于限制碳增长。

只要国内辅助政策到位，贸易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有利于就业

及其质量。执行该等政策，贸易将促进包容性增长，从而使工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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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亚行政策简报第13号》）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nationally-appropriate-mitigation-
actions-grassland-and-livestock-management-mongolia

蒙古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和农业行业，虽然排放总量

低，但人均排放量相对较高，并持续增长。“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NAMAs）为实现可持续性低碳发展提供一个识别和实施减缓行动的

框架。 

采用国家适当减缓行动，管理蒙古草原和畜牧业应基于该国的

“国家畜牧发展计划”，并分阶段实施，具体行动分三大类：快速方

案、快速行动和主要中期行动。蒙古需要开发一个可靠的测量、报

告和验证系统；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和体制协调；与利益相关人士协

商，确定“国家适当减缓行动”草案。

蒙古草原和畜牧业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有助于防止沙漠化，

同时还有助于蒙古实现其绿色发展目标。

MAY 2013

 NO. 13BRIEFS
Key Points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for 
Grassland and Livestock 
Management in Mongolia1

Damdin Dagvadorj
Chair of the Climate Change Coordin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Andreas Wilkes
Consulta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imm Tennigkeit
Consulta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arey Yeager
Climate Change Specialis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troduction

Historically, Mongolia has made relatively mino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lthough its emissions per capita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continuing to rise. 
In 2006, Mongolia’s total net (sources minus sinks)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were approximately 15.6 million tons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2 Emissions come 
primarily from the energy (65.4%) and agriculture (34.3%) sectors (footnote 2). 
Most agricultural emissions are from livestock. In addition, peatland conversion and 
degradation are also likely large emission sources. Climate change is acknowledged 
a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Mongolia’s fragile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iv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ongolia, 
it is crucial to select mitigation actions that reduce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are feasible given local 
constraints.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 can provide such 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MAs are nationally determined policies and actions 
that reduce GHG emissions compared to a business-as-usual scenario. These actions 

Mongolia Seco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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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分析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economics-climate-change-east-asia

近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00ppm。过去20年
来，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接近或超过A2高排放情景——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定高排放情景——而且高排放模

式很可能将持续十年或更久。新的电厂和用能设备投入资金意

味着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实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的减

缓。因此，到205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几乎无可避免地上升

2ºC。

本地域研究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日本、韩国和

蒙古这几个国家，考察了如何将至2050年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与

东亚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相结合。除讨论与各气候模式结果

有关的基础设施、沿海保护和农业方面的适应成本外，本研究

还对行业减缓方案的成本以及2020年和2030年总减排潜力进行

了预测。若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加，那么气候变化速度及其适

应成本预计在2050年后将大幅增加。因此，我们不能仅采取适

应措施。东亚地区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可以通过着重于最有效的

减排方案来予以控制，特别是那些与提高当地环境条件措施一

致的方案。本研究探讨了解决东亚气候变化影响的长期战略，

该等战略着重于适应与减缓行动之间的联系，并将气候变化的

主要不确定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最终，讨论了如何提高关键

气候变化政策的效率，比如地区碳市场。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East Asia
Michael Westphal

Gordon Hughes

Jörn Brömmelhörster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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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国国别报告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将未来十年视作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

期。但是，鉴于当前基本国情和发展情况，中国正面临着适应气候变

化的挑战，包括艰巨的应对工作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需求增加。在

此背景下，必须考虑在以下因素间寻求平衡：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小

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将战略性地整合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这为中国转换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机会。另外，鉴于可持

续发展战略，预计中国的发展将更加注重以资源效率、环保型和以创

新为导向。在此过程中，能源节约和效率、非化石能源、能源结构、

生态和森林碳汇将成为发展重点，下一步研究和技术将给予其充分

支持。至2020年达到的主要目标包括：（1）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2）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

中的比重达15%；（3）森林覆盖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

（4）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本报告讨论了中国在以下领域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适应性

（1）水资源，（2）农业，（3）草原，（4）森林，（5）沿海和

（6）医疗；并讨论了以下方面的气候变化减缓（1）工业政策调整，

（2）改进能源节约和能源效率，（3）新能源与再生能源结构的发

展，（4）森林碳汇，以及（5）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最后章节重点讲述了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下减少

气候变化影响的目标和任务。

适应中日韩海平面上升的成本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cost-adaptation-rising-coastal-water-
levels-prc-japan-and-republic-of-korea

本报告探讨了2010—2050年东亚沿海地区因应对气候变化所引起

的海平面升高和可能更强烈的热带风暴，所需花费的潜在适应成本，

并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重要沿海国家

的适应成本。研究结果显示了预计适应需求，说明了这三个国家沿海

地区适应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规模。

Cost of Adaptation to Rising

Coastal Water Level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bert Nicholls, Susan Hanson, and Jochen Hic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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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采用“动态交互式脆弱度评估”框架，探讨了三种主要适

应气候变化影响措施的成本。这种三种适应措施为：

（i） 利用维护成本建立和改造海塘，应对海潮影响；

（ii） 人工育滩，应对海岸侵蚀影响；以及

（iii） 扩大港口面积，保持有效运行。

在此区域，利用海塘加固海岸、修复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支持

海塘继续扩张和改造，以及其他防止海平面上升的防御措施。本分析

也考虑了一系列影响和成本，包括实施和未实施保护的旱地和湿地流

失、与此相关的被迫迁徙及海水泛滥带来的成本。通过标准方法，采

用选择最优或拟最优的基于规则的应对战略标准，实施方式。采用

“动态交互式脆弱度评估”，海平面上升和风暴强度的实际损失比不

实施保护措施要低得多。

本报告建议，若不采取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将对中国、日本和韩

国产生深远影响。但是，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采用与当前实践一致

的适应方案，以合理成本管理风险。本报告本质上将保护措施作为一

种适应方案进行分析。实际上，还应考虑一系列适应方案。气候变化

是唯一带动海岸管理的驱动力——实际海岸管理成本将高于本报告中

所陈述数字。因此，应在更广泛背景下，考虑所有海岸变化以制定国

家和地方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亚洲贸易与就业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trade-and-employment-asia

本研究出版物对就业、贸易和结构转型间的联系进行了调查。全球

格局重新调整，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格局不可避免发生变化，在

此背景下，本出版物分析了贸易开放性与就业趋势及其质量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和计量经济法剖析亚洲案例，具体探讨了以贸易和出口为导向

的增长模式是如何导致专业化和各种类型劳动力需求增加的。

人们通常将受各种宏观经济冲击所引起的失业，怪罪于贸易改革

和开放。对此，人们通常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非纠正国内政策措施。

国内政策失灵和制度障碍危害巨大，特别是对于贫困和弱势群体而

言。而且，全球化影响就业与制度间的交互关系——特别是劳动力市

场制度，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于决定配置效率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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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各国案例章节，分析了就业

结构变化和就业质量与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程度间的关系，并从两个方

面考察了因果关系。本部分还分析了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要素——对

外直接投资。分析结果总结出工资率、工作安全、工作条件和其他非

工资福利等众多就业特征。

第一部分观点包括：随着技能与非技能工资差距的逐步缩小，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印度将在未来20年继续领跑地区和世界贸

易扩张。技能劳动力的增速高于非技能劳动力，缩小了技能与非技能

间收入差距。第二，现在尚无明显证据表明，在市场规模和投资风险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两个决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条

件差的国家可以吸引对外投资。相反，对外投资与良好用工环境息息

相关。第三，亚洲国家继续在全球市场上占据竞争力。尽管这些国家

依靠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不会影响其竞

争力。第四，亚洲出口型公司的劳动法规比其他公司更严格。

第二部分分析了贸易开放是如何导致专业化和各种类型劳动力需

求增加的。亚洲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出口是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之一。本出版物选择了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印

尼）、韩国和马来西亚五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实证数据，记录这五个

主要依赖制造业的国家和地区，及其通过服务业转型带动经济增长的

经验。

在全球化时代，亚洲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快速改变，新的理论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需要进行贸易和劳动力以及全国性的深度研究。

此外，还需要进行分析性和计量经济性国家案例分析。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快速改变了经济环境，在此新环境下，贸易与劳动力间的关系

需要评估。特此，本刊旨在补充现有文献的不足。

为什么中国应发展服务业？（亚行博客文章）

http://blogs.adb.org/blog/why-should-people%E2%80%99s-republic-
china-unlock-services

本文章刊登于2013年1月31日的亚行博客上，探讨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发展高度发展的服务业对于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

进步与创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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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发展高效率且极具竞争力的服务业，

以增强国内增长点，支持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加大对于外国企业的开

发度——特别是银行、电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利于促进市场

化。版权对于服务业非常重要，因此，一个值得信赖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制对于发展服务业来说至关重要，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直接投

资，鼓励国内企业创新。

深化金融业改革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完善资本分配、转向具有

广泛融资服务渠道的创新型经济。鉴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卓越表现，提

高资本分配的效率将带动GDP更快速增长。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将有

利于个体经营企业及中小型企业发展，而这些企业正是服务型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扶持政策支持下，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等大型服务业将吸收大

量从制造业和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促进就业，平衡收入分

配。更高度的城镇化发展也将促进服务业发展。

中国新领导人视改革为首要议程（亚行博客文章）

http://blogs.adb.org/blog/reforms-high-agenda-people%E2%80%99s-
republic-china%E2%80%99s-new-leaders

本文章刊登于2013年1月31日亚行博客上，该文对于2013年3月上

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改革建议，并指出他

们面对的较高期望和挑战。

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是众多中国人的希望。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威胁着社会稳定。国际社会期望中国领导人能进行全面改革，确保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帮助稳定全球经济。中国领导人采取的开放态度表

明了其改革意愿。他们谈到了以下三个优先发展事项：

（i） 进行经济改革；

（ii） 解决不平等问题；以及

（iii） 打击腐败。

新领导人面临着巨大挑战。迄今为止，如何确定国家在经济中的

作用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革、税收改革、增

加社会支出，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而且，新领导人的改革需要确保

其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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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亚行博客文章）

http://blogs.adb.org/blog/avoiding-middle-income-trap-people-s-
republic-china

本文章刊登于2013年6月11日亚行博客上，该文指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在快速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国家后，并未陷入陷阱。这

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迈向高收入水平。本文章对

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了建议。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其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而且还有

很多潜力尚未挖掘。如果政策组合得宜，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将增长

7%，到2030年极有可能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那么，该如何推动经济

增长呢？

拉动内需、以消费带动增长，从而减少过去对投资的依赖，这是

新一代领导人领导下的政策制定者们的一项主要工作。这些举措将有

利于重新平衡经济增长点，保护经济免受外部需求缩减的冲击。中国

消费约占其GDP的36%，在国际标准线以下。居民消费受到一系列因

素的限制，包括缺少安全保障的预防性储蓄高，相比GDP增长，工资

减少、再分配机制欠佳、居民获得金融服务渠道有限，以及可负担住

房不足。

政策决策者还需要选择新的增长点。方案包括提升服务业、扩大

城镇化。服务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发挥着主要

作用。但是，中国服务业长期低于潜在水平。服务扩张受到市场过度

集中、不可逾越的进入壁垒、劳动力市场僵化以及技能不匹配等因素

的限制。

收入不平等是最大挑战，它限制了增长，因此需要缩小收入差

距。此外，收入不平等还限制了消费、阻碍贫困地区发展、引发社会

紧张。中国需要通过增加预算支持、完善政府对较贫困省份和家庭的

转移，来增强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社会安全保障。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着手制定协调一致的改革政策，以实现可持续

性包容性增长。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以及财税政策对于中国成功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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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中国发展面临的威胁（亚行博客文章）

http://blogs.adb.org/blog/aging-threat-people-s-republic-china-s-
growth

本文章刊登于2013年6月11日亚行博客上，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012年，中国劳动力首次出现衰退，

显示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政策议程中并未涵盖老龄

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应该予以考虑且不久就会到来。老龄化对经济业

绩的负面影响需要进行社会和经济政策改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挑战。显而易见，老龄化将导致医疗费用和养老金成本上升，从而

影响财政持续性，且这一影响将扩大，且令人担心。劳动力供应短缺

将放缓GDP增长，若不增加全要素生产力的话，老龄化最终会阻碍经

济发展。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中

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复杂。经济现代化和结构调整所需新技能的缺

乏，导致了人力市场不完善、缺少合格工人，阻碍了其发展。发展早

期的结构障碍——限制金融产品和服务、限制劳动力流动、安全保障

薄弱——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困难。

老龄化和技能的缺乏将导致劳动力不足，从而削弱中国竞争力、

减少中国出口、放缓经济增长。大量研发投入，以及教育政策改革发

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对于支持创新型增长、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说

至关重要。

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需求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完善养老服

务。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增加预算资金，并针对养老收入、医疗保障

制定税收资助计划。

中国应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吗？（专栏文章）

本专栏文章刊登于2013年5月28日《中国交通新闻》，探讨了高

速公路收费的利弊，包括快速发展、用户付费、私营部门参与、多通

道考虑、收取成本、不公平、负债还清后继续收费以及地理差异等。

本文总结了在没有完善的道路建设融资方案情况下，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基于收费负债融资的模式，使得全国的高速道路交通得

到了快速发展，调动了私营部门资源发展基础设施，并确保由用户承



东亚局2013年知识管理新方案

20

担大部分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实际上，中国高速公路是中国维护最好

的道路，大部分是因为高速公路运营公司会有专项资金进行道路维

护。其他的资金来源还包括燃油税，但需要大幅提高税率。而且，燃

油税的长期可行性值得商榷。中国应纠正现有系统中的问题，而不是

放弃适应本国的融资模式。

将每条高速公路视作一个单独的金融机构，这在高速公路网络建

设初期非常有用，但它也同样有所限制并导致了各种问题。这种方式

容易产生扭曲和不平衡的发展，比如通行费昂贵、债务偿还和地区差

异等问题。这是中国建设更完善系统的最佳时机，包括部分或全部收

取通行费和高速公路费用，同时允许在高利润和低利润道路间进行交

叉补贴。大部分负债已偿还后，这种方法可以减少通行费水平，同时

还有利于继续鼓励高速管理当局谨慎融资。

中国老龄化面临的挑战（专栏文章）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3-03/06/
content_16281463.htm

本专栏文章刊登于2013年3月11日《中国日报》上，探讨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就该问题提出了政策措施建议。

中国老龄化问题错综复杂，因为中国尚处于低收入水平。社会保

障体系薄弱，大部分老年人依赖家庭看护。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传统

价值观念的丢失，加剧了这一挑战，而小家庭则需要承担更多负担。

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采取特别的政策措施。首先，养老体系需要

进行全面改革。还需要建立养老收入支持和医疗体制，而这一体制的

资金支持可以通过税收获得。增强养老金管理需要金融市场化。建立

更完善的金融体制需要更广泛的投资方案以及开放的监管框架，从而

为建立私人养老基金打下基础，对政府养老金进行辅助。

第二，需要开放劳动力市场、扩大劳动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

流动性的限制妨碍了移居、地域流动，最终影响城镇化；加上技能短

缺现象加剧，这些问题都妨碍了中国向价值链上端移动。根据高收入

国家经验，中国应考虑提高退休年龄，并探索其他措施增加劳动力供

给，比如评估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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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需要强化工人技能、提高生产力、加强创新。否则，劳动力

缺乏将使国家竞争力减弱，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大量研发投资、

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支持创新。

适应中国国情的财政改革（专栏文章）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70236.shtml#.UU_8X2P-FtY

本专栏文章刊登于2013年3月11日《中国日报》上，分析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最近进行的财政改革，并确认下一步改革的政策领

域，以确保财政体制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

相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而言，中国的财政收

入相对较低，社会发展无法获得充足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教

育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政府收入仅占35%，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

平均比例为52%。

在上海和重庆开征豪华住宅房产税等政策已经朝正确方向迈出了

一步，但最终目标必须是开征基于房屋价值的真实房产税，并广泛应

用于所有城市住宅。

事实证明，在部分城市和次级区域引入针对服务业的增值税也非

常成功，但该税种应扩大到当前12个城市和直辖市以外的地区。

中国必须扩大课税基础。由于近来的改革，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

数已不足总人口的3%。201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中国总财政收入的

6%不到，远低于经合组织24%的平均比例。逃税现象比较普遍，而税

收征集和执行力则很低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课税基础薄弱，政策

制定者缺乏强有力的收入分配工具。

因征税提高所得的收入应更多地用于社会专项服务支出。国际经

验表明，增加公共医疗支出将直接有利于增加个人消费，从而支持政

府实现经济增长点的再平衡。

同样，增加教育和养老支出将会减少终身储蓄，家庭储蓄可转而

用于消费、提高生活标准，同时帮助平衡收入分配。随着税收的增

加，中国政府可以逐渐将教育和医疗支出由当前GDP的5.6%增至约

12.5%，接近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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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至关重要。将更

多的中央财政转移至地方、增加地方政府的应计增值税比例，可以确

保地方各级政府有能力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若不进行此类改革，个

人平均公共社会支出将出现巨大差距，从而加剧不平等。

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性（专栏文章）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11/04/content_17078801.htm

本专栏文章刊登于2013年11月4日的《中国日报》，发表于2013
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八届三中

全会）宣布改革计划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意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愿景，以及到

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中国梦”。

在追求“中国梦”的同时，中国的改革事业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的

挑战，这会加剧中国国内的不平等。因此，中国领导人顶着巨大压

力，实施全面改革，以确保在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可持续性经济

增长。

领导集体已做出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重大决定。最近建立的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预计将提出并探讨更深层次的改革，特别

是财政和金融改革。市场也有望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倡导大力推行财政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资金支持。

要缩小收入差距，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更均衡的增长，财政改革至

关重要。目前已进行了一些试点改革，如对部分服务行业实行“营改

增”、在上海和重庆实施房产税等，这些重要举措需进一步发展。但

是除此之外，还需进行以下改革：

（i） 逐渐扩大税基，使其更具累进性；

（ii） 开征绿色环保税；

（iii） 在地方层面重新调整税收分配，并承担支出义务；以及

（iv） 增加医疗、教育和养老金支出，以减少家庭预算压力、鼓励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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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绿色梦（专栏文章）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11/26/content_17132641.htm

本专栏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全面改革计划之后，刊登于2013年11月26日
的《中国日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实

现更加平衡、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决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经济将仍然是中国的中心目标，经济

发展对于国家发展及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改革以建

立现代税收体系，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缩小收入差

距、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发展、建立稳

健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金融市场化。

文章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包容性增长

和保护环境的远景规划。文章指出，中国城镇化和环境管理的发展方

向将产生广泛的全球影响。更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应在低碳经济的框

架下进行，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扩大服务业将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碳足迹明

显较少。服务业还有助于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包容性增长和创新将成为亚洲未来贸易的新方法（专栏文章）

本专栏文章刊登于2013年10月《中国日报》上，阐述了贸易如何

有利于经济增长，以及促进更有利于环保、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从

而惠及所有工人。

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政府政策，对于确保社会各界都能从贸易中获

益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贸易在发展，但从业人员却不会因此受益。利

润不断上升行业的从业者能率先实现工资增长，而日渐衰弱行业的从

业者工资将有所减少，甚至失去工作机会。然而，这种不平等发展并

非不可逆，前提条件是政策能确保提高从业者的生产力和流动性，并

加强再培训。

通过颁布政策，增强公司创新，并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提高人

力资本素质，来实现包容性增长，而非强制性提高工资。未来亚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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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需要技能型工人。非技能工人的需求预计将在2030年开始减

少。中国的这一转变会更早，到2020年就将转变为对技能型工人的需

求。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再培训与职业教育

培训项目有利于向那些不断扩张的行业转移。

亚洲需要继续提高其竞争力和生产力。亚洲制造业的生产力依旧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此外，服务业和农业生产力也远低于制造

业。因此，增加创新力度、移向价值链顶端非常重要。在中国这样的

中等收入国家，与出口相关工作在工资、工作时长和工作条件等方面

已经不具备优势。

最后，提高服务业生产力——无论出口型还是内向型，有利于提

升亚洲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当前，在亚洲40个经济体中，有32个经济

体的服务业在其GDP中占据最大份额。这有利于亚洲实现更加绿色的

经济增长。鉴于环境限制不断增多，服务业的发展及服务相关工作将

成为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齐心协力应对发展挑战（专栏文章）

本专栏文章刊登于2013年3月《蒙古经济》上，展现了蒙古与亚

行的伙伴关系。蒙古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在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

道路上面临很多共同挑战：

（i） 市场经济转型困难；

（ii） 冬季严寒肆虐；以及

（iii） 近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亚行为蒙古提供了逾10亿美

元的赠款和优惠贷款，是该国最大多边发展资金来源。

亚行帮助蒙古实现重大转变，并与蒙古政府紧密合作，支持蒙古

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教育和医疗服务。

各种项目的实施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包括在校小学生、乘坐乌兰

巴托机场航班的商人、在茫茫蒙古包区诊所就诊的病患，以及在世界

最冷之都享受暖气供应的城市居民。

如今，蒙古经济增长迅速，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市民教育程度也

有所提高。近来，蒙古加入了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经济体的阵营，也已

经成为中低收入国家。

挑战依然存在，而亚行也将继续为蒙古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蒙古包

区开发、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金融业发展提供金融、技术和知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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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金融部门的反竞争行为意识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raising-awareness-anticompetitive-
behavior-financial-sector-peoples-republic-china

本研究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反垄断法》（竞争

法），并解决了其所面临的挑战。该法律于2008年8月1日起生效实

施，旨在鼓励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协调全国资源分配。国家机构在中

国金融行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银行、保险、信托和证券行业。

法律规定，银监会负责监督和规范中国银行业和信托业，保监会

负责监管保险业，而证监会则负责监管证券业。

商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改委以及国家工商总局是中国三个主要

的反垄断执行机构。

本研究对竞争法面临的如下挑战问题进行了探讨：

（i） 调查在金融部门实施竞争法过程中的障碍；

（ii） 探讨限制金融行业竞争对中国实际经济活动的意义；以及

（iii） 为政策决策者和实施者提供建议，改善现状。

中国金融业尚未发生任何反垄断案例。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反垄断

法刚实施不久，另一个原因是执法部门并未认真对待金融业的反垄断

问题。

自从中国实施竞争法以来，反垄断执法部门与金融监管机构间一

直在法律执行范围、政策目标、工作方式和工作重点上存在争议。但

是，中国在执行反垄断过程中出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垄断执法

部门和行业监管机构间的协作不足。

本研究显示，为了给金融业提供功能完善的市场机制，需要加大

竞争法的执行力度。首先，大型国企应更好了解竞争法及其目的，其

领导应了解并清楚该法律的精髓。行业监管部门则应充分认识到中国

Raising Awareness  
of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Hiroko Uchimura-Shiroishi and Hanho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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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适用于所有国内行业。其次，应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在反

垄断执法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间建立更高效的协商机制。最后，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应按照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担负其责，当反垄断执法

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发生矛盾时，起到决定性的协调作用。

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和新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加速传统农业改

革，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为了整合

资源、明确重点，中国农业部于2010年8月批准了51个全国现代农业

区，随后又通过了一批52个全国现代农业区。

示范区为实施新发展理念、提高设备质量、提高科技水平、提升

工业化程度、引入创新型商业模式、进行农民培训提供了示范。示范

区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i） 建立新模式，保证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高效供应；

（ii） 探讨并识别新方法，促进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iii） 建立新平台，发现并建立新方法和机构，改善农业生产；

（iv） 协助农民建立其与市场间的高效联系；

（v） 建立新基地，提高农民能力，增加收入和财富；以及

（vi） 开辟新渠道，促进农业协调发展。

示范区旨在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先锋，在促进传统农业生

产、培养和扩大新兴的现代农业生产、加速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过程中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约200名来自实验区参会者及其他参会者参加了于2011年11月召

开的研讨会，并重点探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国际价值链最佳实践，

以及合作社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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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城市水务基础设施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基于中国武汉案

例分析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guidebook-increasing-climate-
change-resilience-urban-water-infrastructure

本指南总结了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成果，该

项目研究气候变化对华东地区重要城市中心湖北省武汉市的水务设施

的影响，特别是其供水和排水系统。报告对城市投资方案提出了建

议，即市政府及公用设施规划者与管理者应考虑增强城市应对气候变

化影响的能力。

在武汉市政府及利益相关人“由下而上”式的参与下，确定了投

资方案，并进行了方案影响评估。采用国际通用方法，因地制宜地制

定了框架，用于确定影响及脆弱性，并进行了排序。

本指南阐述的方法实际可行，旨在弥补气候变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与市政府及公共实施管理者所需计划决策之间的差距，从而提高城市

水务设施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指南着重于回答以下问题，这也是全

球城市规划者与管理者当前关注的问题：

（i） 气候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ii） 这些变化会对服务和公共设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iii） 我们现在该如何防范气候变化？

长期发展计划需要规划、融资、建设和委托管理城市基础设施，

这就意味着决策者们不能等到获得更多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详细数

据——特别是那些与当地环境相关的影响数据时，再作决策。相反，

他们必须基于现在所知及预测做出投资决定。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关于气候变化适应投资的原则，为此类“稳健”决策提供了一个

重要原则，即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提供安全的饮用

水和更好的卫生条件。这样，即使没有气候变化影响，这类投资也合

理可行。

本指南为其他地区的类似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和信息。所述原

则和解决方案基于全球实际情景和问题，并且考虑到了各地的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求。

Increasing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of Urban Water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a Case Study from Wuhan C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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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战略方案：主要研究成果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strategic-options-urbanization-china-
key-findings-zh

城市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过去30年
来，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得数以亿万人口脱离贫困。经过数年

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产出水平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城市的发展与过去数十年来的工业化发展紧密相连，是实现增加内

需、发展服务业、促进平衡发展及社会和谐等政策目标的关键。

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城市和环境管理的基本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更新，以确保未来宜居

型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规模及中国政府治理框架，使得中

国的城市化发展极具独特性，很多政策的出台关系到其他快速发展的

工业化国家。

中国最近实施的一项国家城市化计划为未来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制

定了政策方针，而本报告就是基于此项研究。本报告还分析了中国城

市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建议采取行动，通过设计、管理和社会城市融

合，改善城市环境。

中国在道路安全方面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亚行东亚工作报告汇编》）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lessons-road-safety-
peoples-republic-china-zh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每年约有12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约

2,000万~5,000万人受伤。对于众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道路

交通事故已日益成为阻碍发展的负担。认识到全球道路安全重要性，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工作人员编写了该工作报告，考察了近数十年

来最高效道路管理国家的道路安全方法和最佳实践。根据《通过使用

智能交通系统改善道路安全》技术援助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对

如何利用这些实践以减少中国道路死伤率提出了建议和意见。主要经

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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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政策和机构经验

• 政治承诺和领导力对于体现支持非常重要；

• 制定计划、树立适合目标，确定道路安全政策实施重点和

远景；

• 可靠的车祸数据和分析，为制定道路安全政策和行动提供

依据；以及

• 各级政府需培训和招募专业人员负责道路安全。

（ii） 有关司机和道路使用者的经验

• 教育和执法相结合；以及

• 大部分成功国家实施了安全体系方法。

（iii） 有关车辆的经验

• 车辆被动安全措施非常重要；以及

• 最佳实践国家采取车辆安全预防性措施。

（iv） 有关基础设施和科技的经验

• 安全意识道路设计，改善道路安全；以及

• 未来，智能交通系统潜力无限。

研讨会论文集: 内陆水路运输第二次高层研讨会

http://www.adb.org/news/events/adb-inland-waterway-transport-
workshop

内陆水路交通是一种低成本、环境友好型的客运和货运方式。但

是，亚太国家尚未完全挖掘其潜力。鉴于这一领域的巨大潜力，亚洲

开发银行（亚行）于2012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重庆市组

织了一场国际会议，亚行发展中成员体通过该论坛分享关于发挥内陆

水路交通潜力的经验。

各国政府高官出席了该研讨会，总结出众多真知灼见，找出困难

和障碍，挖掘改善内陆水路运输的可能性。

与会者普遍认同功能完善的内陆水路交通系统的重要性：满足工

农业发展道路需求、助力旅游业、改善旅客交通。内陆水路交通是较

大型综合交通系统的一部分，也是物流链的重要一环。因此，发展内

陆水路交通项目需要综合考虑交通业整合和平衡战略规划。内陆水路

交通常是国家参与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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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参会国家而言，内陆水路交通并未完全发挥其作用。

除了提高政治决策层的内陆水路交通发展意识外，还确认了其他实际

和虚拟障碍。打造广阔的航行水域是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解决该问

题只能通过增加水路分导、通航导航、清淤、入坞和港口设施等方面

的投资。船只条件也是个大问题，普遍都需要现代化船只，以减少环

境影响、提高效率。另外，内陆水路的局限性在于，其仅当作单独交

通模式来发展，且与道路和铁路等交通相连接，物流整合程度较低。

有些国家缺乏监管安排，需要体制和机构变革，同时也需要加强工人

技能。

与会国家代表广泛认同内陆水路交通的重要作用。对于某些类型

的货物来说，内陆水运交通是最清洁、最安全且能源最有效的运输方

法。同时，与会者还认识到内陆水路运输具有巨大的物流和成本优

势。内陆水路运输在联通偏远地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能

通过带来新收入源，让货物与服务更便宜，从而有助于实现减贫。

 

改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民生：知识共享经验

http://www.adb.org/documents/improving-agricultural-productivity-
and-rural-livelihoods-knowledge-sharing-experience

2011年11月，“知识共享平台”研讨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北京和河南举行，本出版物记录了围绕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村民生

等议题所探讨的知识和经验。来自中国和其他12个亚行成员体的代

表参加了研讨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机构机

制、农业价值链和物流系统发展、农业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农村基层

设施和农村地区绿色发展与金融发展相结合的桥梁。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LIVELIHOODS
A Knowledge Shar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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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甘肃省黑河新水鸟计数数据（专栏文章）

本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刊载于《鸟类》（亚洲鸟类学期刊）。本文

采用国际环保标准，评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甘肃黑河对于保

护水禽的重要性。按照《国际湿地公约》标准，新调查数据显示，黑

河是重要国际湿地，至少可以保护四种水禽物种。黑河沿岸湿地退化

和流失是水禽生存的最大威胁。密集型工业和农业发展导致地下水减

少、植物枯死、污染和盐碱化。水禽重点保护工作包括湿地修复以及

黑河中下流域调研，以确定季节性水禽数量和主要保护点。本文所采

用的评估湿地重要性的流程简便快捷，对于亚行湿地项目具有借鉴意

义，可用于评估现有价值的重要性、潜在影响以及减缓范围。 

通过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现代化，实现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

利化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modernizing-sps-measures-facilitate-
trade-agricultural-and-food-products-zh

本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发起，是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CAREC）交通和贸易便利化战略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确定

CAREC地区在动植物检验检疫（SPS）法规、程序和标准的监管及实

施等方面可供改进的领域。本项目推荐了一系列措施，旨在（1）改善

易腐货物的过境运输（特别是口岸处理）并减少延误，（2）确保消费

者食品安全，以及（3）防止动植物害虫和疫病的传播。本报告是基

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蒙古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SPS措施实施情况所进行的研究而制定的。本研

究包括了一系列动植物检疫、动物检查和食品安全查验现行程序的评

估、风险的分析和评估，以及其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的评估。

在研究期间和SPS研讨会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CAREC国

家继续沿用前苏联国家标准（GOST），是实施功能流畅的SPS系统

的一个主要障碍。GOST系统与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标准不

匹配，且大部分贸易国家并不认可。因此，很多CAREC国家在前苏联

以外地区无法实现便利通关。

其次，国家级评估强调了采用与世贸组织相匹配的SPS标准的好

处，无论该国现在或将来是否为世贸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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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颁布与SPS原则一致的新法律或修订现有法律，加快

SPS标准有关法律的发展。

第四，CAREC国家过渡到功能流畅的SPS系统需要在国际进出口

关口方面精简日常SPS监控管理。

第五，当前为确保CAREC国家动植物食品安全而实施的边境监控

总体上并未遵守风险规避原则，从而无法高效确保食品安全。

SPS措施的司法改革需要提高所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与粮

食和农业产品安全措施相关的所有国会议员和私营部门的SPS意识。

同样也需要直接援助，以修订或更新法规。同样，在管理国际认可的

SPS标准、提高粮食安全和农业健康时，地区合作以及国际协作也非

常重要。

最后，与动植物检验检疫相关的贸易便利化的优先重点事项如下：

（i） 将基于风险的SPS监管与海关相关风险管理系统相结合；

（ii） 在每个国家引入单窗口进出口海关流程；

（iii） 实验室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

（iv） 设计并升级专业边界检查点，优先处理易腐败货物；以及

（v） 通过培训及利益相关人管理，进行机构能力建设。

蒙古部委和机构职能分析

对蒙古部委和机构的职能分析意在为该国部委机构的可持续性发

展结构提供政策建议，确定每千人人口的最优公务员数量，增强行政

机构的效力和效率。为达成这些目标，本项研究比较了蒙古当前的职

能分配和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出了职能分类的一般模型，并针对

职能分配的优化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报告由两部分组成：职能分配体系和职能执行途径。

对职能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职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

范围和含义也在不断变化。本文在当前有效法律文件的范围内对蒙古

政府的职能、职能分配及执行途径进行了检验。

职能分配存在于各级政府、部委、机构和地方行政部门。本报告

描述了相应的职能分配方式。根据蒙古政府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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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分为自行选择性职能（综合职能）和义务性职能（部门职

能）。自行选择性职能或综合职能是指政府可以自行选择承担的职

能，而义务性职能或部门职能是指政府必须要承担的职能。除了法律

条文，没有其他有关职能的参考书籍或手册。政府将其职能分配至部

委和机构，而部委又将自身职能分配至各个部门和科室。由于所分配

的职能不同，各个部委和机构的数量和内部结构也不尽相同。

除了在部委、机构和地方行政部门间合理分配职能外，为了提高

职能执行的效力和效率，还应为职能的执行提供有利条件及合适途

径。职能的执行及其途径是多层面的。在本研究框架内，其所涉及的

执行途径包括管理、标准化、工具、分工、绩效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和人力资源管理。

四大产业集群（肉产品、羊毛-羊绒、旅游和沙棘）发展机会研

究：提高蒙古的国家竞争力

产业集群是全球公认的增强竞争力、实现创新、提高国家出口能

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也被视为区域发展的有力机

制。许多国家正在采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本国企业的发展，以提高其在

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目前，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模式被认为

是经济一体化的最佳选择。区域集群正迅速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重点。作为蒙古的邻国，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都在积极

发展产业集群。国际经验表明，产业集群能为中小生产型和服务型企

业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促进就业和减少贫困。

蒙古急切地需要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执行

创新政策、加强政企合作、发展合适的国家级和区域级的生产和服务

行业、创造就业岗位、减少贫困。为了实现这些重要目标，有必要将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纳入到经济发展政策中来。

本次评估的一般性结论如下：

（i）本项研究分析了集群理论、方法论和国际经验，得出结论为：

蒙古在近期打造和开发工业和服务业集群将有利于增强该国

的竞争力，并能促进技术型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化生产和服务

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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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项研究在对蒙古区域发展（西部、杭爱地区、中部和东

部）的量化或指标评估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国发展区域集群

的必要性，以便确定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和机遇。该评估为

具体确定这些地区的竞争优势和可用资源提供了基础。

（iii） 本项研究采用《国家竞争优势》（Porter 1990）中的钻石理

论模型来评估蒙古规划中的四大产业集群（肉产品、羊毛-羊
绒、旅游和沙棘）的竞争优势。评估囊括了要素条件、需求

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以及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等

对集群发展潜力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分析还确定了一些支

持蒙古产业集群发展适应性的竞争优势。

（iv） 本项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在调查和采访的基础上对肉产品、羊

毛-羊绒、旅游和沙棘四大产业展开了全面的价值链分析和集

群规划。通过确定各个价值链的最薄弱环节，对价值链的分

析为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四大产业集群规划提供了实证基础。

该项研究建议下一步开展具体的集群可行性研究。

（v） 本项研究确定了肉产品、羊毛-羊绒、旅游和沙棘四大产业

对区域经济的潜在影响。作者得出结论：发展产业集群将会

使蒙古西部、东部、中部和杭爱地区的GDP分别提升17%、

11%、9%和8%。

蒙古草原可持续发展：草原管理——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making-grasslands-sustainable-
mongolia-adapting-climate-and-environmental-change

气候变化威胁着草原生态系统和蒙古牧民的生计。牧民的畜牧业

依赖草地和水资源，因此也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虽然

我们可以针对气候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计量，但是针对气候变

化的应对措施在执行时依然受到了当前机构能力和财政资源的限制。

本书回顾了蒙古当地的草原管理和传统游牧畜牧业，并明确了可行的

应对策略和实际做法，如牧场的轮流放牧和休整，在秋天和/或冬天对

牲畜进行长途迁移以及降低牲畜放牧率。

蒙古面对着多种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而其牧民所受影响

非常大。在其转向市场经济二十多年后，草原管理策略的僵化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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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管理牧业资源的弱化仍是该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蒙古政府已经明

确了许多气候方面的威胁，并正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该国的全国畜

牧项目以及新土地使用法规的实施将有利于解决许多现有和潜在的问

题。中央政府也计划增加拨款，这将提高在牧场和牲畜管理的共筹措

施的融资机会。该国政府正在全球环境基金的特殊气候变化基金、绿

色气候基金和草原潜在的碳市场上寻找机会。而本项研究所推荐的应

对行动和做法仅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蒙古政府和利益相关方被

要求审查附件，并根据他们的策略和计划对其进行修改。

蒙古草原可持续发展：国际牧场环境服务付费经验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making-grasslands-sustainable-
mongolia-international-experiences-payments-environmental

环境服务付费（PES）是一种能为草原的可持续管理、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提供激励的机制。虽然在蒙古还没有被大规模采用，但该机

制已经被纳入了该国的绿色发展战略中。本文回顾了50项全球和蒙古

的草原和其他牧场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并讨论了与蒙古草原环境服

务付费项目设计相关的主要问题，包括潜在的利益、风险、制约因素

和利弊权衡。

人们一直关心经济刺激项目对于相关利益方在保护森林和生物多

样性以及水文服务方面提供的支持。不过，较少有人关心这些项目对

提高草原和其他牧场的环境服务（也称为生态服务）的潜在作用。环

境服务可以归类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或文化服务。草原和牧场土壤

碳存储含量多达全球含量的30%，并能提供一系列其他的使用和非使

用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和土壤保持、持水供水、休闲和精神上的意

义。牧民对草原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畜产品生产是牧民生计的基础。

环境服务付费这种潜在机制可以为草原牧民提供激励来增加草原

使用的正面外部效应（比如生物多样性），并减少负面外部效应（比

如土地侵蚀或碳排放）。环境服务付费机制与其他激励或支持形式的

主要不同点在于，该机制计划的付费取决于管理改进的效果或环境服

务的开展情况。有证据表明，环境服务付费机制的方案可能会导致环

境服务供给的增加，虽然有些方案并非如此。现有几乎还没有针对这

些项目影响后果的严格评估。环境影响有限的一个普遍原因是，在一

个其他市场无迹可寻或失效的大环境下，市场机制可能无法起到预期

Making Grasslands 
Sustainable in Mongolia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with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Grazing Lands and Other Rangeland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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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从而制约牧民去追求更富裕的生活。如果项目要增加一项环

境服务的供给，那最终可能需要对其他环境服务的供给进行利弊上的

权衡。同样，不是所有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都能提高穷人的收入或解

决公平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设计和全面的评估可以增强环境

服务付费机制的执行效果。

升级中国西部可持续土地管理：十年伙伴关系评估

wileyonlinelibrary.com

作为全球环境基金应对旱地生态系统土地退化的合作伙伴，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国）推广了一种综合生态管理（IEM）方法来恢复、维

持和提高旱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这篇发表于2013年12月《土地退

化和开发》（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期刊的文章分析

和总结了2003—2012年间在中国西部相关合作项目中应用和测试的资

助策略、方式和方法，这些合作是为了对综合生态管理和可持续土地

管理（SLM）实践进行试点和扩展。通过诸如文献评论、登门问卷调

查、对利益相关方车间和现场取样进行数据收集，可得出以下经验：

（i） 扩展SLM的调动资金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让IEM主流回归到

相关政策和开发框架中；

（ii） SLM的最佳实践需要同对土地使用者的经济激励向结合。

SLM的试点实例需要整合进更大的投资项目，以形成影响和

规模经济效益；

（iii） 可以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扩展SLM的方法，比如生态服务

付费和公私合作，但是成本收益分析需要更好的纳入付费

项目中；

（iv） 单独的碳回收经济效益太低，不足以支撑经济补偿方案，但

可以起到补充资金的作用；

（v） 土地退化和SLM检测评估系统应对SLM决策提供多维度的支

持，并监测来自国家到地方层面的影响。

 



行业和专题文件系列

37

完善供方支付方式，增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项目购买能力

200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项

目已经稳定覆盖95%的农村人口。不过，该保险提供的保障很有限。

2009年，该项目的人均筹资为113元人民币，但仅有41.5%的个人医疗

费用参与报销。另外，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GDP的增

长速度。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期间，全国医疗保健服

务和支出同比增长13.5%，高于9.7%的GDP增长率。

从50年代起，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就一直采用服务费的付费方

式。它的缺点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虽然国家也进行了多项试验来

改革收费方式，但仅有少数模式通过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率实现了对

供方行为的积极影响。

付费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激励，目的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来

减缓成本增长。然而，维持成本不应是唯一目的，服务质量和可及性

也不容忽视。付费方式通常是混合式的，没有完美的单一付费方式。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采用多么复杂的方法，供方支付方式只能减少

过度服务或服务欠缺带来的成本。选择何种改革方案将取决于当地的

情况。中国现在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改变服务费方式，寻求混合多种前

瞻性的组合支付方式。

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医疗保健支付方式的改革。这是漫

长改革过程的第一步，其中有很多挑战，包括难以达成理论或科学

观点上的共识，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以及试点研究的片面性。支付方式改革的影响力和成功与否还

有待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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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天津市处在乡村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

关口。城市农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战略

指导。其发展战略应围绕在未来的城乡发展统筹中实现农业的多功能

价值。

挑战主要来自目前的发展水平及预期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潜能及需

求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i） 经济效益和农业收入低且得不到充分保障，农民能力不足以

满足城市现代农业的需求；

（ii） 投资资金有限；

（iii） 生产组织和规模以及营销机制发展的滞后；以及

（iv） 机构改革的滞后，创新尚不能达到发展的要求。

天津市未来10~20年城市现代农业发展应围绕以下三点进行：

（i） 培育和发展多样性的农业企业；

（ii） 扩展农业的多功能，统筹城乡发展使之协调并进；以及

（iii）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整合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新。

以下建议旨在推进天津城市现代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i） 推进城乡统筹；

（ii） 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生态文明的发展；

（iii） 加大科技对城市现代农业的支持；

（iv） 开发人力资本和发展新型专业化农民；

（v） 发展新的农业实体和企业；

（vi） 增强本地农产品的规模生产体系；

（vii） 建立与农业相关的财务、金融和保险关联措施；以及

（viii）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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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产业转型升级咨询服务研究

咨询服务作为应对产业挑战的智能创新方案的来源，本报告检验

了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安徽省的重要性。同时，它还验证

了在中国广东、日本和美国创新的咨询服务是如何通过应对和处理发

展挑战而影响产业升级的。

该报告提供了参考模型的实证案例分析、制约因素分析，并以安

徽省为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i） 为本地创新型咨询服务提供有利环境；

（ii） 制定科学、合理、有效且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计划；

（iii） 增强政策引导和龙头企业的驱动力；

（iv） 通过活动吸引最好的人才加入这个行业；

（v） 开放政策来欢迎外资和全球合作；以及

（vi） 系统化运作，促进产业积极和安全地发展。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目前的耕地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土地使用

规划和土地使用管制，其中还强调了耕地保护机构的职责。不过，这

些措施往往忽略了基本的长期权益。耕地保护机构因此错过从土地再

开发中谋利的机会。这导致了耕地保护机构得到的激励更少，影响了

它们在耕地保护上的效力，阻碍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可持

续发展。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农业工业化的崭新阶段。中国政府已

经为耕地保护划定了合理的补偿预算。国土资源部已经开始通过基本

农田整合成本的建设补贴来对耕地保护进行补偿。不过，耕地收入损

失的经济补偿还未在国家层面展开。地方政府已启动了相应的试点，

在当地具体条件下试验各种形式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措施，试点城市

包括广东佛山和四川成都，以便为将来提供宝贵的经验。

该项研究基于相关理论研究，以及国内外系统和可实施的耕地保

护经济补偿机制实践。同时，它还探讨了直接途径和长期目标，为在

中国建立全国性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建议。它

包括四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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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回顾国内耕地保护政策和执行情况；

（ii） 分析国际开发权利体系、耕地保护赔偿政策和相应的值得学

习的经验；

（iii） 对国内典型地区的耕地保护进行总体分析；以及

（iv） 对中国整体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结构和政策提出建议。

 

完善农业建设项目绩效管理

最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

使得农业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提升。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提高成

本效益和成果。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和完成既定目标，现有的绩效管理

体系需要改进，而管理方法的效率也需要提升。建议借鉴国际金融机

构的经验，并根据本地条件采用他们的绩效管理体系，将他们的做法

和管理要求和政府资助的项目系统结合起来，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绩效

管理。这将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实现项目目标。在对亚行和世界银

行农业项目贷款进行检验后，结合中国农业项目的当前管理体系和优

先顺序，本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i） 整合和加强农业项目管理体系；

（ii） 落实农业建设项目绩效管理的技术规格；

（iii） 改进农业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

（iv） 保障农业建设项目绩效管理的资源分配；

（v） 利用农业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vi） 加强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以及

（vii） 实行农业建设项目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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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节能灯项目创新机制研究

河北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耗能大省。照明占到该省电

力消费的约13%。最近几年，河北已经专注于推广节能灯项目。该项

目有望带来可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然而，在建立一个能自我

发展、自我改进和自我管理的有效照明电器市场和服务体系以及长期

发展机制上，河北省仍面临一些紧迫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推

广机制需要创新。

针对河北省节能灯项目的长期发展，本项研究对国内外的相关政

策进行了分析，并建议增加资金用于新绿色照明产品的推广。本项研

究也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以便探讨关键环节——考虑节能和

绿色照明的其他技术特点，同时审查示范项目，对新产品的资金支持

和推广提出可行的以市场导向为重点的建议。本项研究对项目真实情

况做了实际调查，由此产生的设想和政策建议是基于对现有政策和执

行方式的分析，重点还是围绕在河北建立长期节能灯项目。

河南污水处理市场调研报告

本报告就中国河南省污水处理市场的发展和现存问题进行分析，

为污水处理市场提供了系统可行的解决方案：

（i） 选择污水处理技术；

（ii） 排放标准；

（iii） 市场化；

（iv） 投资及资金来源；以及

（v） 污水处理费。

本报告汇总多项研究结果，对河南省污水处理市场作出总体评

估，对现存问题和困难展开研究，研究包括污泥处理、管网建设、污

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费以及专业操作事项，为融资渠道、成

本控制、费用征集、投融资模式和专业操作事项提供全面可行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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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沙湖湿地鸟类

本报告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沙湖自然

保护区及其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常驻鸟类。沙湖自然保护

区为研究该地区旅游发展与环境状况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研究场

所，特别在保护、发展和持续利用该地区自然资源方面功绩突出，同

时，也为受沙漠化影响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提供范例。

本研究旨在确保对沙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行之有效，实现旅游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进一步健康发展，提高公众对沙湖鸟类多样性的认

识，并为热衷于观察、欣赏和研究鸟类的人群提供参考素材。本研究

基于八年实地调查所得大量数据，从2011年在沙湖进行的全面科学研

究及其他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为科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

区管理提供可靠参考，对于摄影爱好者和观鸟爱好者也是很好的分类

鉴定参考书，此外，也为研究宁夏及西北地区湿地鸟类及其他资源提

供学术参考。



43

技术建议系列

共创健康——我们的未来”：矿业和交通行业艾滋病/性传播感
染防治指南

随着蒙古大量矿藏被迅速开采，该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转型。矿

业的发展促使其他产业发展迅速，其中包括交通和能源产业。已经修

建完成的新运输走廊将为蒙古南部煤矿提供服务，同时，大功率输电

线路正在铺设中，旨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提供电力输出。经

济增长促成了对新设施和新城镇的需求。

蒙古政府已经认识到，如果未及时采用恰当的方式解决健康、社

会和环境带来的风险，那么，和矿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益处并存的

还有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本质特征是：大

量人口流动（在单身男性群体中尤为显著）和偏远地区被迫接触新的

生活方式。国际实践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高风险性行为

多发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肆意传播。

虽然蒙古目前的艾滋病患病率低，但病例在不断增加。公路和矿

业的发展间接为艾滋病传播创造条件。

就公路和矿业公司而言，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工作场所开展系列

活动，以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蔓延。本指南借鉴

蒙古及国际最佳实践案例，就如何有效落实此类活动展开步骤教学。

大部分活动可由公司自行有效地展开，而本指南重点说明哪些环节需

要训练有素的健康教育工作者参与其中，并特别强调将艾滋病防预融

入现有流程和体系。

众所周知，非正规矿业（非法采矿）同样需要艾滋病防预指导，

但本指南针对的是正规矿业。此外，书中推荐的系列公司活动和相关

材料的主要适用对象为公路运输业和矿业，也同时适用于其他大型建

设项目，如机场、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和升级项目、发电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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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湿地管理——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本报告汇集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举办的综合湿地管理国

际研讨会上的知识交流，报告中所述最佳湿地管理实践案例或由亚行

提供，或源自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本报告阐述了如何改进湿地管理，

如何将管理架构与最佳实践相结合，以保护原生资源（例如水和生物

多样性），以及如何确保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1971年通过的湿地公约已经帮助144个国家保护全球主要现

存湿地，但在过去的50年中，地球上仍有近一半湿地消失。现存湿地

面积约为530万~1,280万平方公里。虽然现存湿地面积不到地球陆地

面积的10％，但其每年为可再生生态系统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包

括改善水质、减少洪灾、支持生物多样性及碳封存等。随着湿地消失

或退化，这些关键功能也受到损害。尽管湿地恢复和重建技术日渐改

善，但恢复已失去的生物多样性仍充满挑战。对湿地造成的损害也并

非总是可逆，湿地恢复也不能永远保持本土生物多样性并替代湿地的

其他重要功能。

本报告提供多项可行方案，选取了大量的国内外案例，展示了替

代技术在大规模实际湿地恢复应用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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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局 2013 年知识管理新方案

本年度出版物展示了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的知识管理成果。它辑录了 55 篇 2013 年完成的战略性知识

产品和服务的内容摘要，并提供获取完整报告的网络链接。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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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彻底减少贫困，改善亚太地区人民的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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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 亿人口日均生活费用低于 2 美元，7.33 亿人口挣扎在日均生活

费 1.25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亚行致力于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减少

亚太地区的贫困。

亚行总部设在马尼拉，现有 67个成员体，其中亚太地区成员 48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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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中成员体提供帮助。 

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菲律宾马尼拉）

www.adb.org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国贸大厦（三期）17 层 
邮编：100004 
www.adb.org/prc 
cn.ad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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