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海东城乡生态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青海海东城乡生态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 48102-002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项目状态 已审批 

项目类型/

援助方式 

贷款 

资金来源/

金额 
贷款 3443—中国：青海海东城乡生态建设项目 

普通资金源 1.5 亿美元  
 

战略议程 环境可持续增长  

包容性经济增长  

变革驱动

因素 

治理和能力建设  

行业/子行

业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开发—林业—基于土地的自然资源管理—农村防洪—农村固

体废弃物管理—农村供水服务 

供水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及服务—城市防洪—城市政策、机构和能力建设—城市固

体废弃物管理—城市供水 

性别平等

和主流化 

有效性别主流化  

项目描述 青海省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处古老的丝绸之路沿

线，长期以来这里一直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青海省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特色，也

有巍峨绵延的山脉景观，青海是湄公河、长江、黄河的源头，是中国社会和环境保

护的重点省份。鉴于其脆弱的地形因素，青海正在推动连接其省会西宁与甘肃兰州

的东北走廊内的城市化进程。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青海还要保护城市免受洪涝

此项目数据表的翻译件是基于 2017年 4 月 11 日亚行网站上发布的英文版 
 



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由于路面透水性差、森林砍伐、水路管理不善以及天然集水区

减少等因素，中国各城市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海东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位于东北走廊内，紧邻西宁市东部。海东全市人口 170

万（青海总人口为 570 万人，占 30.0%），2013年海东升级为地级市，显示出其在

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海东市下辖平安、乐都两区及四县。两区横跨黄河的重要

支流——湟水。加强湟水的生态功能，保护关键流域是当务之急。其中涉及管理洪

水风险、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水质和可用性、提高气候变化适应力以及限制城市扩

张。 

项目理由

及其与国

别/区域战

略的相关

性 

根据海东市总体规划，到 2030 年，两区预计将增加 50 多万居民，这会对本已脆弱

的生态环境构成更大的压力。海东位于河谷内，四周为陡峭的荒山环绕，使其易受

洪水冲击。根据海东的历史记录显示，自 1949 年以来每年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洪

水事件，每 6~7 年发生一次大规模洪水。现有的防洪设施常常疏于维护和管理，并

且城乡分布不均。山区水土流失加剧了洪涝风险，增加了沉积物的浓度，威胁着下

游农业区。随着海东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城乡公共服务仍处于匮乏状态；如果不

进行升级，则无法满足本地供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需求。海东陡峭的地形致使在山

区内形成了小村庄，包括少数民族村庄，如果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投入仍无法实现

均衡，这些村庄必将遭受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困扰。  

该拟建项目符合中国政府的重点发展规划，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国别战略

和业务要求。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 年）》以及亚行的《中国国别合作伙伴战略（2016—2020）》均支持城市和环

境治理领域的战略优先发展领域。与拟建项目相符的主题领域包括：（1）加强气

候适应能力；（2）促进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3）加强水资源安全；以

及（4）促进水资源综合管理、湿地保护和造林。 

影响 增强环境保护、生态恢复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提升湟水流域的防洪标准和城市美学 

项目成果 

成果描述 改善海东的生态和环境服务 

取得成果的进度 
 

实施进度 

项目产出描述 建设湟水综合洪泛治理基础设施 

实施海东市区流域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建设城乡供水和固体废弃物基础设施 



提升项目管理能力 

实施进度状态（产

出、活动及问题） 

 

地理位置 
 

保障类别 

环境 B 

非自愿移民 A 

原住民 B 

环境和社会问题概要 

环境 根据亚行《保障政策声明》（2009），编制初始环境评审及环境管理计划，并在亚行网

站上予以公布。初始环境评审整合了项目准备技术援助中的生活环境影响评价和专题研

究的相关结果。施工不会破坏有价值的生态或物质文化资源。施工产生的灰尘、噪音、

侵蚀以及对本地交通和社区的干扰都是暂时的。设计防洪堤有助于河滨栖息地的恢复。

防洪工程的下游汇入影响较小且可控。严格的水库运行规划将确保目标农村社区的饮用

水和灌溉水安全，以及干旱年份的最小环境流量。垃圾填埋设计、实施缓冲区和操作控

制将尽量减小对环境和社区的影响。海东市政府负责全面实施和遵守环境管理计划。通

过实施项目产出 4 中的能力建设和加强机构建设活动，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海东市政府与

潜在受影响人群进行了重要的协商，将按照项目申诉赔偿机制处理相关投诉。 

非自

愿移

民 

根据亚行的《保障政策声明》拟定了一份移民安置计划。项目用地总需求为 1,461 亩；

987 户 3,535 人需重新安置，分布在项目各个区域内。征地造成的每户平均年收入损失估

计为 16%；由于农业不是主要收入来源，所有失地农民选择现金补偿。此外，平安城市

河滨绿地区域出租集体土地 744 亩，涉及 736 户 2,721 人。临时占用土地约 106.8 亩，涉

及 145 户 423 人。对土地征用和租赁采用重置成本方式进行补偿，足以满足受影响人群的

生计恢复要求。与区政府官员及有关机构召开的会议指出，待出租的土地中，80%土地的

质量较差，产值较低（每年低于 700元人民币）。公众协商的结果表明，村民更倾向于土

地租赁方式，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他们每年还可以获得 1,040 元人民币的补偿。5

年租赁期满后，将根据政府出具的土地价值，按更新后的补偿标准续期。由受影响的村

庄和/或受影响人员与区林业局签订租赁协议。32.移民安置计划已于 2016年 6 月向受影响

人员披露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海东市政府和实施机构将建立相应

的申诉赔偿机制，分配安置人员，并与有关政府部门协调征地、租赁和收入恢复活动。

海东市政府承诺为征地、租赁和移民安置提供充足、及时的预算；对受影响人员的所有

补偿金额和安置补助费用将在征地开始之前发放。海东市政府和实施机构将对项目进度



报告中的征地和移民安置活动进行内部监测和报告。海东市政府和实施机构也将对移民

安置计划实施的半年度监测和评估进行外部监测；这些报告将直接转交至项目管理办公

室和亚行。 

原住

民 

海东下辖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当地人口中包括 18 个少数民族。2014 年，海东少数民族

人口 618,500 人，占官方城市居民总数的 44.3%；其中回族人口 273,700 人（占

19.0%）、藏族人口 132,400 人（9.2%）、土族人口 115,000 人（8.0%）。在项目直接影

响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10.0%。其中，10,054 回族人口（占直接受惠人的 4.6%）

和 4,192 藏族（占直接受惠人的 1.9%）以及蒙古族和土族人口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享受得到改善的居住环境。尽管项目直接影响区域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乐都

区和平安区，但石灰窑乡下辖的三个藏族村（总人口 370 人）也将受益于农村供水服务。  

为促进将少数民族纳入所有项目活动，并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尊重其习俗和信仰，项

目制定了少数民族发展计划（EMDP）。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两个重点目标是向贫困的少

数民族地区提供 15%的就业机会，以及宣传活动的参与者中有 50%是少数民族。已向项

目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披露了该计划内容。项目产出 4 支持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实施和检

测。项目管理手册和项目协议中规定了少数民族保障的监测和报告机制。 

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参与和咨询 

项目

设计

阶段 

该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局、财政局、环境保护

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妇联、规划建设局、乐都区和平安区政

府。利益相关方还包括项目受益人和受影响人群。这些利益相关方将通过协商和一系列

审批流程参与项目设计。可能受影响的城市和农村社区将在生活环境影响评价准备阶段

参与公众协商，也将有机会通过公众协商会议或者项目筹备和项目实施阶段建立的其他

沟通渠道，参与项目设计改进工作。 

项目

实施

阶段 

实施阶段的利益相关方沟通、参与和咨询活动将按照项目的“社会性别与社会发展行动计

划”执行。 

商业机会 

咨

询

服

务 

将根据亚行《使用咨询顾问指南》（2013 年，经不时修订），提供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和能

力建设服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将负责聘请顾问来提供相关服务。（1）项目实施和体制建

设支持；（2）外部移民安置和社会监督；（3）初步项目实施支持；（4）适应气候变化

的水资源管理规划支持；（5）填埋场运行和维护及固体废弃物管理支持；以及（6）湿地

运行和维护及森林管理支持预计共需要 234 人月（国际专家 37 人、国内专家 197 人）的咨

询服务。聘请公司时，将通过征求完整的技术方案程序、基于咨询专家资质的选择

（CQS）和专业个人咨询顾问选择方法（ICS），采用基于质量和成本的选聘方法，并将

质量成本比控制在 80:20。 

采

购 

编写采购计划，说明采购或选聘方法、合同成本估算、货物、工程和咨询服务合同包的限

制和审批程序，并总结如下。采购计划应当按照亚行批准的方式执行。采购计划应每年进

行更新，或在项目期间根据需要进行更新。合同包分为货物、工程和咨询服务三大类。工



程合同主要涵盖供水、水回收、垃圾填埋场、河道恢复、湿地和造林领域，这在中国和青

海省来说十分普遍。根据其性质以及它们与相关工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设备和材料被

纳入工程合同中，以减少合同界面和尽量降低合同管理风险。与土木工程无关的设备和材

料被列为货物合同。咨询服务合同中包含在项目实施及运维阶段提升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实

施机构能力的技术援助和研究活动。 

负责人员 

亚行负责官员 艾伦·贝尔德（Alan Baird） 

亚行负责业务局 东亚局 

亚行负责处 城市和社会部门处（东亚局） 

执行机构 海东市政府 

HDSZF@QH.GOV.CN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西宁市 

时间表 

概念书审批 2014 年 12 月 19 日 

实情考察 2016 年 5 月 9 日至 2016年 5 月 19 日 

管理层审查会 2016 年 6 月 17 日 

审批 2016 年 10 月 19 日 

终期检查 -  

项目数据表更新日期 2017 年 3 月 28 日 

贷款 3443—中国 

阶段性目标 

审批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结束日期 

初始情况 修订情况 实际情况 

2016 年 10 月 19 日 -  -  2022 年 9 月 30 日 -  -  

 

融资方案 贷款资金利用情况 



 
总计（百万美元） 日期 亚行 其他 净占比 

项目成本 234.30 累计合同授予数 

亚行 150.00 2016 年 10 月 19 日 0.00 0.00  0% 

配套资金 84.30 累计支付金额 

联合融资 0.00 2016 年 10 月 19 日 0.00 0.00  0% 

 

 

项目数据表（PDS）包含关于项目的总结性信息：项目数据表的编制工作是动态的，因此其初始

版本并未包括的某些信息将在获得后被纳入项目数据表。拟建项目信息为建议和参考性质。 

 

本项目数据表（PDS）所含信息由亚行提供，内容仅供使用者参考，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亚

行竭力提供高品质的内容，但仅根据“现状”提供信息，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适销性、特定目的之适用性及非侵权的担保。亚行尤其不对任何此类信息的准确性或

完整性提供任何担保或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