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发展项目  
 

项目名称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发展项目 

项目编号 493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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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援助 

资金来源/金额 贷款 3565-中国：广西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发展示范项目 

普通资金源 2.5 亿美元  

贷款：广西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发展示范项目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2 亿美元  

技援 9381—中国：支持广西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发展技援 

此项目数据表的翻译件是基于 2017 年 10月 12日发布在 ADB.org上的英文版。 

 



技术援助特别基金 60 万美元 

 

战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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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解决方案  

合作伙伴关系  

私营部门发展  

行业/子行业 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性别平等和主流化 部分性别因素  

描述 该项目将在 2017 至 2022 年期间，通过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TVET）

的行业相关性、提高 TVET 的质量、增强 TVET 的包容性以及扩大 TVET 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建立一个能够在各行

业为毕业生提供更好就业机会的 TVET 体系提供及时、必要的支持。该拟

建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对于广西按照其“十三五”规划（2016 -2020

年）实施关注结果和体系完善的、全面的 TVET 体系改革至关重要；今年

是广西实施其“十三五”规划的第二个年头。该项目通过与广西促进区域

合作与一体化投资项目配套实施，预计将在跨境合作和培训领域形成强大

的协同效应，特别是惠及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 

项目理由及其与国别

/区域战略的相关性 
该项目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和其他在中国开办 TVET 贷款和非贷款业

务（包括结构导向型贷款）的发展合作伙伴的经验为基础，将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的实施提供支持。该项目汲取了以

往的经验教训，包括需要对基于国内外良好实践的现行体系进行持续的增

量调整和改进，而不是零散地引入新的做法，以及需要建立行业参与

TVET 的制度机制。该项目符合亚行为中国制定的《国别伙伴战略（2016-

2020 年）》所确定的两项战略重点：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和促进区域合
作与一体化。  

该项目之所以建议采用结果导向型贷款模式，是因为建立现代 TVET 体系

所需的广泛干预措施需要明确关注总体成果——即在广西各行业稳定就业

的 TVET毕业生人数增长——以及体系完善，而不是实施专为特定 TVET 机

构设计的、有限数量的、孤立的干预措施。该项目将涉及分布在广西 14

个市的 265 家公立 TVET 机构，这是常规投资贷款模式难以达到的覆盖范

围。亚行融资仅占项目融资总额的 2.5%，采用结果导向型贷款模式有助



于扩大亚行融资的发展影响。广西政府对该项目拥有强有力的自主权，并

对结果导向型规划和管理做出坚定的承诺，将利用此契机推进体系完善和

机构能力建设。结果导向型贷款还将根据覆盖全行业的方案方法，为发展

协调搭建平台。亚行和德国（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之间的发展合作将

根据共同的项目成果框架、支付相关指标（DLI）矩阵、项目行动计划

（PAP）和项目实施文件，为项目提供联合融资。尽职调查评估将为通过

结果导向型贷款有效达成结果提供保证，并通过有关措施加强项目设计中
所包含的政府规划和项目体系。  

亚行的参与将为该政府项目带来更大的价值，具体表现为：（i）推动广

西和东盟国家的 TVET 机构使用质量保证、行业合作及技能和知识转移合

作方面的知识、专业知识和国内外良好做法；（ii）促进政府、TVET 机

构、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对话与合作；（iii）加强政府对 TVET 机构的指导

和监督能力。亚行将采用实验和准实验方法，对学生学习、劳动力市场成

果以及雇主满意度方面的关键项目举措进行影响评价研究。影响评价研究

的结果将用于进一步改善该政府项目。 

影响 加快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 

项目成果 

成果描述 建立一个能够在广西各行业为毕业生提供更好就业机会的职业技术教育

和培训体系 

取得成果的进度  

实施进度 

项目产出描述 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行业相关性 

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质量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包容性 

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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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原住民 B 

环境和社会问题概要 

环境  

非自愿移民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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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机会 

咨询服务 该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的实施将采用中国的项目采购系统。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将承担咨询顾问的招募工作。 



采购 该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的实施将采用中国的项目采购系统。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和 TVET机构将承担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工作。 

亚行负责官员 丸山麻子（As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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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中国广西南宁民乐路 1号 

邮编：530012  

时间表 

概念书审批 2016 年 4月 18日 

实情考察 2017 年 4月 17日至 2017年 4月 28日 

管理层审查会 2017 年 7月 11日 

审批 2017 年 9月 20日 

终期检查 -  

项目数据表更新日期 2017 年 9月 25日 

贷款 3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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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  -  2023 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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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2.00 累计合同授予数 

亚行 250.00 2017 年 9月 20日 0.00 0.00  0% 

配套资金 9,772.00 累计支付金额 

联合融资 200.00 2017 年 9月 20日 0.00 0.00  0% 

技援 9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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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  -  2022 年 12月 31日 -  -  

融资计划/技援资金利用情况 累计支付金额 

亚行 联合融资 配套资金 总计 日期 金额 

政府 受益人 项目发起方 其他 

6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00,000.00 2017 年 9月 20日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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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