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昌吉州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 新疆昌吉州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项目编号 4902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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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8-中国：新疆昌吉州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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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一体化  

变革驱动因素 治理和能力建设  

私营部门发展  

此项目数据表的翻译件是基于 2017 年 10月 16日发布在 ADB.org上的英文版。 



行业/子行业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发展 — 林业 — 陆地自然资源管理 

教育 — 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能源 — 能源公用事业服务 

交通 — 城市道路和交通管理 

供水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 — 城市政策、体制和能力建设 — 城市排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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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八个国家接壤，位于古老的

丝绸之路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新疆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9.8%）和城镇化，居民的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升。作为新疆的首府，乌鲁木

齐是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区域交通和物流枢纽。2001 至 2013 年，新疆的国际贸

易额年均增长 25.7%。然而，新疆仍然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也是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受益者。新疆地区的产业绩效欠佳，工人受教育程度低

下。 

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州）面积为 73,140 平方公里，位于南部天山山脉和北

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狭长的山前平原上；走廊（宽 40-80 公里）包含定居

点、农业和工业设施。昌吉州环抱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州府所在地）与乌鲁

木齐仅相距 30 公里。昌吉州位于天山北坡经济区（乌昌石城市群）和乌昌经

济走廊的中心地带。这一地理位置使昌吉州被赋予重要的角色，乌鲁木齐的一

些重点服务活动已经迁至昌吉州。得益于中国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促进

与邻国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昌吉州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但该州的经济发展受到

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存在重大缺陷的制约，包括：（i）昌吉州的城镇与

主要走廊连通不足；（ii）固体废弃物管理服务水平低下；（iii）地下水源迅

速枯竭；（ iv）地质条件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土壤侵蚀；以及（v）城市管

理能力薄弱。昌吉州的优越地理位置和经济增长潜力吸引了大量企业和产业落

地，同时也导致环境压力加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表现欠佳的问题。 



项目理由及其与

国别/区域战略

的相关性 

昌吉州的阜康市、呼图壁县和奇台县位于乌昌经济走廊上，在 1994至 2014年

期间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来自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和农村第一

产业的增长。因此，需要推动适当的城镇化进程（包括物质和社会层面的城镇

化），以适应城乡经济活动的转变。据项目筹备期间开展的产业需求分析预

测，阜康、呼图壁和奇台对劳动力和工业用地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阜康、

呼图壁和奇台目前的商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许多在市区中心、周

边地区和城中村生活的民众——其中大部分是农村移民——仍然无法获得安全

可靠的基本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要建立健全的经济基础和宜居环境，需要阜

康、呼图壁和奇台积极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挑战，充分利用乌昌经济走廊沿线

城镇的经济增长机遇。 

项目区域的发展前景正吸引着农村移民到工业中心去寻找就业机会。该项目符

合中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旨在示范一种能够创建

一体化、宜居、绿色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社区的、现代创新的城乡发展模式。除

了物质基础设施之外，该项目的综合社会基础设施子项目还通过向农村移民提

供各种技能，使其能够利用工业区周边新兴社区的就业和创收机会，从而帮助

农村移民适应城市环境。经济高速增长，加上项目投资带来的商业和生活环境

改善，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并对阜康、呼图壁和奇台等位于战略

经济走廊沿线的小城镇和县城产生溢出效应。昌吉州的经验可以为新疆和中国

的其他小城镇提供示范作用。 

影响 改善昌吉州下辖市县的城镇化和商业环境 

改善小城镇人民的生活环境 

项目成果 

成果描述 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服务和环境面貌 

取得成果的进度  

实施进度 

项目产出描述 建造或修复道路和道路附属设施（包括公用事业管线） 

改善奇台县供水和固体废弃物管理设施 

建设阜康市生态防护林 



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能力 

加强项目管理和城市规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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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环境检查（包括环境管理计划）已经编制完毕，并于 2017 年 4 月公布在

亚行网站上。初步环境检查纳入了国内可行性研究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气候

风险和脆弱性评估、技术评估的结果。初步环境检查认为，通过有效实施环

境管理计划，可将预期的环境影响和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施工扬尘、噪

音、土壤侵蚀以及对本地交通和社区的干扰都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在运营

中，将特别注意灌溉用水的可持续利用、拟建新垃圾填埋场的运营管理以及

奇台县现有垃圾填埋场的适当关闭和恢复。环境管理计划中包含一份验证项

目环境绩效的监测计划。执行机构和实施机构致力于管理已确定的环境风

险。气候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得出结论，认为项目区域的特点为：（i）降雨

少，到 2040 年将增加 2%至 3%，且年变化率高；以及（ii）平均温度非常

低，但将上升 10%至 20%。该评估还建议，在桥梁、涵洞、垃圾渗滤液处理

和防护林设计中采取适应性措施，以应对这些影响。据估计，到 2030 年，通

过道路设计和管理、灌溉、固体废弃物回收以及项目林区的碳封存，每年可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68,934 吨二氧化碳当量。环境管理将由该项目项下的一整

套贷款协议、能力建设活动和体制强化活动提供支持。环境保障文件已向受

影响人披露。潜在的环境投诉或争议将依据专为该项目设立的申诉机制进行



处理。 

非自愿移民 三项移民安置计划已经取得亚行和政府的同意，并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予以

更新。移民安置计划的主要信息已经向受影响人披露，并于 2017 年 3 月上传

至亚行网站。该项目将永久性征收 10,193亩土地，主要为集体耕地（9,575.44

亩），其余为住宅、林地、草地和建设用地。在 590 户受影响家庭（2,529

人）中，约有 304 户（1,557 人）属于少数民族（哈萨克族、回族和维吾尔

族），占受影响人口的 62%。约 199 户家庭（724 人）需要搬迁；其中 58 户

（254 人）属于少数民族，20 户拥有住宅底商。此外，有 21 户已确定为房屋

出租户。项目还将影响到一家有六名工人的企业建筑。在移民安置规划期

间，受影响家庭、村庄和社区、村庄或社区领导以及乡镇县市政府积极参与

重要的磋商、风险评估和披露活动。目前，已建立申诉机制，并将开展内外

部监督；而各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移民安置工作的职员已经确定，并将接受

有关移民安置实施方面的培训。移民安置预算将及时提供。所有监督报告将

予以披露，并上传至亚行网站。 

原住民 2015年，昌吉州少数民族人口约为 437,800人，占总人口的 27.4%，其中包括

回族（8.8%）、哈萨克族（10.7%）和维吾尔族（5.8%）。在项目直接影响区

域内，少数民族人口占 27%以上。尽管许多城市社区为多民族混合社区，但

各民族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除受到征地和移民安置影

响的 1,557名少数民族人口外，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不会受到不利影响。城市地

区的所有家庭都将受益于全新升级的基础设施服务。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EMDP）已编制完毕，并经由项目管理办公室批准。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侧

重于促进少数民族参与所有项目活动的措施，以及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尊

重其习俗和信仰的措施。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已经分别采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

向项目目标区域的少数民族披露，并于 2017 年 4 月上传至亚行网站。少数民

族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监督由“产出 5”支持。有关少数民族保障的监督和报告

安排已纳入《项目管理手册》和项目安排中。 

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参与和咨询 



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亚行负责官员 丸山比奈子（Hinako Maru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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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13325535911@189.CN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明德路 1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山路 462号 

时间表 

概念书审批 2015年 7月 6日 

实情考察 2017年 1月 9日至 2017年 1月 20日 

管理层审查会 2017年 4月 11日 

审批 2017年 9月 25日 

终期检查 - 



项目数据表更新日期 2017年 9月 29日 

贷款 3568-中国 

阶段性目标 

审批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关账日期 

初定 经修订 实际 

2017年 9月 25日 - -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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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2 累计合同授予数 

亚行 150.00 2017年 9月 25日 0.00 0.00 0% 

配套资金 105.42 累计支付金额 

联合融资 0.00 2017年 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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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