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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点关注的行业

金融与资本市场
为更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市
场提供获取更优质金融服务
的机会

环境保护
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
源效率

可持续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环境友好型的食品生
产、加工和配送

基础设施
通过改善能源、废弃物、水
务、交通和通信等领域的设
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
平

教育
通过扩展基础和高等教育开
发人力资本

医疗健康
支持私人供应商提供优质且
可负担的医疗保健

 

近50年来，亚行成功地在各种运营环境下进行开发援助，与领先的市场

主体、金融和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组织之间形成了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网络

采取多样化的服务方式，不仅包括融资，还包括知识资本和其他独有资

源

通过开展严格的信用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减少和管理风险的措施，进

行有风险控制的融资，从而提供颇具吸引力的经风险调整后的回报

在全球31个区域、次区域和驻地代表处均有机构和人员配置，使我们与

客户始终保持密切的交流，同时也能直接参与国别战略规划、项目管理

和风险管理
 

亚行拥有AAA评级、谨慎背书的声誉以及有效的保障政策，在东道国政

府、私人投资者和项目业主当中建立了可信度

拥有私营部门的银行业及其他行业专家组成的高素质团队

私营部门业务局的优势：我们的附加价值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私营部门业务局负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促成私营及国有企

业的投资，并为其设计融资结构和提供资金支持，业务涉及行业十分广泛。 我们

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具有商业可行性的业务带来有吸引力的资本回报，同时实现亚行

整个组织的使命：促进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我们是谁

• 通过贷款和股权投资等方式，为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清洁能源、农业产业化

经营和其他核心部门的私营企业、银行及项目融资

• 通过增信产品、风险转移协议和动员捐赠资金，调动第三方资本

• 投资私募股权和其他结构化基金，并代表客户管理此类基金的机构资本

• 积极管理亚行的项目，以确保优秀的资金业绩和发展影响，并严格遵守环境、

社会和治理方面的保障措施

我们做什么？

贷款

基于市场利率的直接贷款、B类

贷款与非融资性风险参与

担保

防范政治风险和信用风险

股权投资

直接投资普通股、优先股或可转债；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

技术援助和优惠资金

为项目实施、机构能力建设、经济稳定和

包容性增长提供协同支持；由第三方为特

定行业或地域提供有价格优势、结构化的

融资

在私营部门的领导下，通过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且对社会负责的经济

增长方式来减少贫困

我们的主要目标

我们的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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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私营部门业务局目前的业务量（按行业划分） 
（百万美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私营部门业务局目前的业务量（按地域划分）  
（百万美元）

2018年私营部门业务局提供直接附加值的联合融资 
（百万美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125亿
美元

125亿
美元

72亿
美元

农业产业化经营

太平洋地区

官方联合融资(PSOD)

医疗

区域性

环境相关

东亚

供应链融资

教育

东南亚

金融

中西亚

贸易融资

基础设施

南亚

担保联合融资

B类贷款

风险转移协议

平行贷款/股权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私营部门业务局的业务活动

 

0 20001000

N

哈萨克斯坦
萨姆鲁克能源公司（Samruk 

Energy）结构重组和转型
项目

区域性项目
农业价值链开发项目
东盟分布式发电项目（二期）

Creador私募股权IV
Exacta 亚洲投资II
DCDC透析网络项目

亚美尼亚
高效园艺和供应链一体化项目
加强银行业，促进普惠金融

(Ameriabank)

斯里兰卡
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锡兰发展金融银行）

孟加拉国
对领先基建开发商的基石投资

(Summit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印度
喀奇县风能项目

ReNew清洁能源项目
中小微企业信贷发放拓展项目 

(Cholamandalam投资和金融）
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项目（Capital First)
支持面向农村妇女的融资渠道（安纳布尔纳金融）

Multiples 私募股权基金 III

泰国
泰国南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泰国绿色债券项目
春武里天然气发电项目

缅甸
Ascent缅甸增长基金

柬埔寨
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项

目（PRASAC小微金
融机构）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东部可再生能源项目（二期）
澜涛德大浦（Rantau Dedap）地热发电

项目（二期）
爪哇岛液化天然气发电项目一期
妇幼保健院项目

越南
市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中小企业贷款项目主流化（越南

投资发展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可持续农业物资分配项目
  （金正大）
地热区域供暖项目
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融资
  （珠江金融租赁 ）
西部中小微企业融资
  （ 南充美信服务）
绿色交通融资（民生金融租赁）
综合城市水管理项目

农业产业化经营
能源——可再生能源 
能源——其他能源

金融机构
医疗

私募股权
水

 

本地图由亚洲开发银行的制图部门绘制。图中的所有边界、颜色、名称和任何其他信息不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对任何领土法律地位的判定，或认可或接受此类
边界、颜色、名称和信息。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Renew Power公司

亚行援助：1.95亿美元（或等额印度卢比）贷款；来自Leading Asia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基
金（LEAP）的1.95亿美元（或等额印度卢比）贷款

主要特点：

• 2016年12月，亚行批准了金额为3.895亿美元融资方案，用于建设和经营位于印度六个邦的
由四座太阳能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398兆瓦）和三座风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311兆
瓦）组成的项目组合。

• 这种投资组合法是亚行资金提高杠杆率、从而实现更大发展影响的途径。

• 该项目将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印度能源组合的多元
化。

• 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分别签署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子项目的融资协议。

• 2018年3月做出第三个子项目Helios Infratech Private Limited的融资承诺，包含分别来自
亚行和LEAP的两笔贷款，金额均为2,910万美元。根据该子项目，将在安得拉邦建设一座

101兆瓦风力发电设施。第四个子项目ReNew Saur Shakti Pvt. Ltd.涉及在泰伦加纳邦建设
一座95兆瓦太阳能电站，2018年9月收到了亚行和LEAP的5,000万美元资金承诺（双方各

2,500万美元）。

亚行的附加值：

• 调动亚行和LEAP的巨额融资方案（最高占项目成本的50%），使得私营部门开发商能同
时承担由多个项目组成的组合。

• 帮助印度政府实现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目标。

批准日期：2016年12月2日

承诺日期：2018年3月23日和9月25日

印度：ReNew清洁能源第三和第四个子项目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位于Minpur场地的Saur Shakti太阳能电站
（照片来自 Japnit Kaur/亚行）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Ostro Kutch风电公司 （OKWPL）

亚行承诺：9,300万美元（以等值印度卢比计）

主要特点：

• 该项目涉及由OKWPL在喀奇县建设和运营一座250兆瓦的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所发的

电将按每千瓦时3.46印度卢比的固定电价向印度电力贸易有限公司出售。

• 2016年，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首次发起风电拍卖，通过竞争性招标授予项目。

与之前在上网电价体制下的水平相比，这次拍卖降低了风电成本。

• 项目将有助于(i) 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实现印度能源组合的多元化；(ii) 降低该

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iii) 推广有成本竞争力、方便、安全可靠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供应方案。

亚行的附加值：

通过长期贷款改善项目的财务业绩，并展示通过竞争性招标承担的风电项目的商业可行性

以及风电的显著技术进步和创新。

批准日期：2017年12月2日

承诺日期：2018年9月25日

印度：喀奇县风能项目

日落时的喀奇县风车。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DCDC 透析医疗服务公司（DCDCPL）

亚行承诺：500万美元股权投资；由Leading Asia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基金提供的500万美

元股权投资

主要特点：

• 创立于2009年的DCDCPL一直在向印度的晚期肾病患者提供优质透析和辅助服务。它

是印度通过公共—私营部门合作（PPP）建立的第二大透析中心运营商。

• 亚行目前向DCDCPL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该公司获得透析治疗的国际最佳实践。该项

目是亚行援助的延续，用于支持：(i) 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扩大透析门诊网络；(ii) 两国政

府的PPP行动方案，便于穷人获得透析服务；以及(iii) 这家相对年轻的公司在关键领域

的增长。

• 该项目被视为促进了私营部门医疗服务的增长，因为它是斯里兰卡在PPP模式下开发

的大规模项目。

亚行的附加值：

协助DCDCPL：(i) 实现公司治理的现代化；(ii) 通过引入最佳实践，强化运营流程；(iii) 加
强公司业务模式的包容性；以及(iv) 提高可扩缩性和可复制性。

批准日期：2018年2月23日

承诺日期：2018年6月29日

区域：DCDC透析网络项目

一名病人接受了免费透析治疗（照片
来自亚行的凯沙丽•阿格拉瓦）。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拜科努尔太阳能公司（Baikonyr Solar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亚行援助：1,150万美元贷款（以坚戈计）

主要特点：

• 该项目包含一座50兆瓦（直流电）地面型太阳能发电厂的设计、建设、试车和运行及维护

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电网并网。

• 主要的项目组件将由150,822 块光伏板、14座中心逆变电站以及一座变电站组成。

• 拜科努尔太阳能公司是由UG能源有限公司（51%）和巴伊杰列克风险基金股份公司

（BVF）（49%）成立的合资企业。UG能源是总部设在英国的一家公司，隶属于United 
Green集团（UGG），而BVF为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巴伊杰列克国家控股公司最终所

有。UGG是哈萨克斯坦工业化太阳能发电厂的先行者。

• 该项目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

亚行的附加值：

• 通过展示太阳能发电项目在一个太阳能发电行业兴起的国家的可行性，实现示范效应。

• 促成项目在其使用寿命内实现可靠的债务偿付覆盖水平，加强可再生能源资产的长期本

币融资的势头。

• 提振投资人和贷款人的信心，促进私营部门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力的投资。

批准日期：2018年5月10日

承诺日期：2019年2月27日

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太阳能电站项目

安装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太阳能板
（照片来自拜科努尔太阳能公司）。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北极绿色能源公司（AGE）以及中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SGE）

亚行承诺：2.5亿美元贷款

主要特点：

• 该项目涉及一系列城市地热区域供暖系统的建设、购置、修复和运行。亚行将根据明确

的环境、社会、发展和财务标准为各子项目提供融资。

• 每个子项目将包括与市政府的公共—私营部门合作（PPP）安排，根据这些安排，SGE
将拥有开发地热能源和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向住宅、商业和工业最终用户供暖的独占权。

• 作为按服务面积计算的世界最大地热区域供暖公司，SGE公司51%的股权由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所有，另外49%的股权则由在新加坡注册的冰岛关联公司——北极绿色能源

公司（AGE）所有。

• 该项目开发的地热设施预计每年将减少700万吨以上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亚行的附加值：

• 提高私营部门参与中国区域供暖公私合作的信心，促进将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

• 提高中国地热行业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 通过在多个城市捆绑一系列规模过小、独立融资耗时过长的子项目的组合法，降低交易

成本。

批准日期：2017年12月14日

承诺日期：2018年3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热区域供暖项目

负责区域供暖车间运行的一名工程师。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BSR集团 

亚行援助： 3.18亿美元贷款（以泰铢计）

主要特点：

• 项目将建设和运营两条大运量快速交通（MRT）单轨线——粉线和黄线。粉线总长为

34.5公里，将在曼谷和暖武里府之间运行，而黄线总长约30公里，将在曼谷和北榄府之

间运行。

• 通过公共—私营部门合作（PPP）净成本方案，政府负责提供土地和通行权，而私营部

门将投资于土建工程、机械和设备系统、全部车辆以及运营和维护。

• BSR合资企业由BTS集团、中泰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STECON）以及Ratchaburi发
电控股有限公司（RATCH）组成。通过透明的竞争性招标，BSR被授予特许经营权。

• 亚行将提供较长期限的贷款（“客流量攀升期贷款”），用于缓解政府补贴到期后的客

流量风险。  

亚行的附加值：

• 向其他金融家和投资者表明信心，并通过创新的“客流量攀升期贷款”促进面向MRT行
业的商业融资。

• 通过支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泰国MRT行业的运作，帮助推广PPP计划，并确保政府

会获得亚行的支持。

批准日期：2018年6月5日

承诺日期：待定

泰国：曼谷大运量快速交通项目（粉线和黄线）

曼谷的粉色和黄色单轨线路（概念图）。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PT. Jawa Satu Power

亚行承诺：1.85亿美元贷款；来自Leading Asia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基金的1.2亿美元贷款。

主要特点：

• 该项目将在西爪哇省加拉横县芝拉马雅建设、运营并维护一座1,760兆瓦燃气联合循环

发电厂。亚行的援助将支持开发印尼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利用液化天然气的发电厂项

目，以此证明政府降低该国对煤炭的依赖，同时推广更清洁的境内能源的使用的承诺。

该项目还将提供价格合理的发电源，可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爪哇—巴厘岛电网的渗透能

力。

• PT. Jawa Satu Power为以下三家公司所有：(i) 丸红株式会社，日本的一家大型商社，海

外净装机容量为10,541兆瓦，也是全球独立发电商业务的领导者；(ii) 双日株式会社，日

本的一家大型商社；以及 (iii) PT. Pertamina（Persero），能源行业的一家国有公司，

业务涉及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亚行的附加值：

确保实施高于印尼标准要求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从而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减轻噪音

污染，并实施的宜居修复计划。

批准日期：2018年8月29日

承诺日期：2018年10月18日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液化天然气发电项目第1期

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发电厂。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金融行业

客户：南充美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南充美信）

亚行承诺：2,000万美元贷款

主要特点：

• 南充美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四川注册，为美兴中国有限责任

公司（美兴中国）全资所有。在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无担保小额贷款方面，它已在四川省

拥有长期成功记录。美兴中国具有强大的股东群体，包括大股东Baobab集团，以及国

际金融公司、德国发展公司（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Developing World Markets等
股东。美兴中国还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精心设计的风险管理体系

以及令人满意的财务业绩。

• 亚行贷款将支持公司面向欠发达的中国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通过向小企业

提供融资渠道，该项目将支持小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转而帮助减少贫困。

亚行的附加值：

• 提供获得更长期融资的渠道，帮助填补美兴中国的资金缺口，支持其扩张。南充美信无

法吸纳存款，难以获得商业银行融资。

• 通过面向10,000多名女性借款人的性别行动计划，支持有效的性别主流化。

批准日期：2018年8月6日

承诺日期：2018年11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中小微企业融资

注：

(i)“$”表示美元。

(ii) 亚行承认“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都便利店的女店主。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8年案例研究

金融行业

客户：菲律宾ASA基金（ASA）

亚行援助： 3,000万美元债务融资（以菲律宾比索计）

主要特点：

• 亚行将向ASA提供较长期限融资，以：(i) 扩大其面向由ASA的女性借款人持有及管理的

微型企业的商业贷款组合；以及 (ii) 夯实资金来源，以便向女性借款人发放用于微型住

房项目、供水以及就地处理环卫设施项目的贷款。亚行投放给菲律宾落后及受冲突影响

省份（位于维萨亚斯群岛和棉兰老岛）的融资收益最高可达80%，其余将投放给吕宋岛

金融渗透率较低的偏远地区。

• ASA是菲律宾最大、声誉最高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ASA的1,100家分支机构中有70%
位于落后省份，因此它在小额信贷领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制定了透明公正的贷款方

法和非常高的披露、报告和治理标准。ASA凭借在受冲突影响的棉兰老岛提供符合伊斯

兰教义的融资的能力，进一步确立了其资质，并使其成为亚行首选合作伙伴。

亚行的附加值：

• 扩大受冲突影响的及落后地区妇女所有的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改善收入水平和整

体生活条件。通过专注于落后省份，该融资将帮助缓解区域失衡。

• 通过较长期限的融资实现ASA债务多元化。 

批准日期：2018年8月21日

承诺日期：2019年第二季度

菲律宾：通过为受冲突影响及落后省份项目提供
普惠金融，鼓励向妇女赋权

诺琳是ASA的200万女性借款人之一，有效管理着靠近棉兰老岛北部的伊利甘的小型
互联网和呼叫中心。类似的小企业帮助菲律宾的边远地区进入数字化世界

（照片来自 Anshukant Taneja/亚行）。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金融行业

客户：越南投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BIDV）

亚行承诺：2亿美元直接贷款；1亿美元B类贷款

主要特点：

• 亚行将向BIDV提供较长期限的资金，支持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并向这个得不到充

分服务的细分市场提供急需的金融产品。

• 作为越南中小企业的最大贷款人，BIDV将中小企业贷款视为优先发展事项，与政府促进

中小企业贷款的工作一致。BIDV 95.3%的股份为国有（通过越南国家银行），4.7%的

股份已公开上市，而1.3%的股份由外国投资者持有。

亚行的附加值：

• 提供越南不易获得的较长期限债务融资，并支持中小企业的增长。

• 在亚行的融资中指定一部分用于农村地区以及妇女所有的中小企业。

• 调动私营部门向BIDV提供融资，帮助其弥补资金缺口。亚行还可向私营保险商转移部分

风险。

• 提供技术援助，以(i) 加强BIDV的风险管理和环境及社会管理体系；(ii) 支持投资于BIDV
的数字战略；(iii) 开发女性借款人追踪系统；以及(iv) 创造支持这一重要细分市场的战略

和产品。

批准日期：2018年8月29日

承诺日期：2018年11月23日

越南：中小企业主流化贷款项目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

(i)“$”表示美元。

(ii) 亚行认可“Vietnam”为越南（Viet Nam）。

妇女所有的中小企业是越南经济的基石。



2018年案例研究

金融行业

客户：安纳布尔纳小额信贷公司（Annapurna Finance Private Limited）

亚行援助： 3,000万美元贷款； 2,000万美元债务担保

主要特点：

• 自2014年起，安纳布尔纳就成为亚行小额信贷风险参贷和担保项目的一部分。它是印度

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多数项目投向了落后的邦和农村地区。安纳布尔纳最大的股

东为阿曼印度联合投资基金（Oman India Joint Investment Fund），一家专注于印度

中间市场投资的成长资本私募股权基金。一家双边发展银行“比利时发展中国家投资公

司”持有其14%股份。

• 由于安纳布尔纳扩大印度东部和中部的贷款规模并在该国金融渗透率较低的地区推进多

元化，交易将支持其增长。这将是其与多边机构建立的第一个伙伴关系。

• 亚行的投资将用于为下列各项提供资金：(i) 面向自助团体和连带责任团体模式下女性客

户的小额信贷；(ii) 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其他小额贷款；以及 (iii) 可负担住房贷款。

• 亚行还将提供不超过500,000美元的能力建设技术援助，以支持安纳布尔纳在性别主流

化和其他重点领域的业务，包括客户技能培养以及风险管理。

亚行的附加值：

• 通过亚行向安纳布尔纳董事会指派的董事，传授亚行在安纳布尔纳的某些核心业务领域

的经验和知识，如中小企业融资、农村融资以及可负担住房融资。

• 强化安纳布尔纳的资本，提供较长期限的债务融资。

• 支持安纳布尔纳遵守较高的公司治理标准，并采用市场领先的风险管理、社会和环境标准。

批准日期：2018年11月14日

承诺日期：2018年12月27日（股权）

印度：支持面向农村妇女的融资渠道项目

 安纳布尔纳的贷款管理人员正在主持一个小额信贷自助团体会议
（照片来自保罗•弗莱格勒/亚行)。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私募股权

客户：Ascent 缅甸增长基金（AMGF）

亚行援助： 1,000万美元股权投资

主要特点：

• 作为一家目标资本额为1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AMGF会通过投入股权资本来促进中

间市场的增长，包括在缅甸经营的中小企业。重点领域包括消费品、教育、金融服务、

医疗、科技、媒体和电信。

• Ascent Capital Partners是一家新成立的在新加坡注册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负责

实施投资。它获得了锚定投资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两位卓越的缅甸企业家以及淡马锡资

本管理公司。

亚行的附加值：

• 促进缅甸的私营部门投资，鼓励基金所投资的公司采用国际投资和治理最佳实践。

• 帮助Ascent Capital Partners将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用于其投资组合公司的经营，采取

性别包容性政策，并以此筛选拟议投资。

• 促成Ascent Capital Partners提供长期股权资本，帮助快速增长的公司扩张，为缅甸处

于萌芽阶段的经济和资本市场增长作出贡献。

批准日期：2018年12月11日

承诺日期：2018年12月21日

缅甸：ASCENT 缅甸增长基金

仰光的一条繁华街道。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私募股权

客户：Multiples私募股权基金 III（Multiples III）

亚行援助： 3,500万美元股权投资

主要特点：

• 作为一家目标资本额为7.5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Ascent Capital Partners将为印度处

于增长阶段的中间市场公司提供投资。该基金还将有选择性地考虑控制型投资机遇和早

期投资机遇。目标行业为消费品、金融、医疗和科技。

• 该基金将由 Multiples另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这是一家聚焦于印度、独立且有声

望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已募集了承诺资本总额达8.8亿美元的两只基金，并通过

20个投资项目投资了将近7亿美元。

• Multiples III将帮助 (i) 向私营部门公司提供成长资本并促进其发展，同时发展印度日益

壮大的中产阶级； (ii) 通过改善投资组合公司的治理，支持印度政府提高经济透明度和

效率；以及 (iii) 促进私营部门创造就业，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

亚行的附加值：

• 作为锚定投资者，帮助吸引额外的机构资本，以便基金达到其目标规模。

• 帮助建设和采用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迫使其投资组合公司遵守亚行的保障政策声明。

• 在基金所投资的某些公司内部促进性别平等。

批准日期：2018年12月13日

承诺日期：2018年12月31日

印度：MULTIPLES私募股权基金III 

印度北部一家医院的医生办公室。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如需咨询和说明，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表示美元



2018年案例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

客户：Sylvan 农业有限公司（SAL）

亚行援助：1,420万美元贷款

主要特点：

• 亚行的贷款将通过向位于霍比干杰（Habiganj）工业园的新加工设施提供融资，支持

SAL扩大业务，使其包括薯条、薯片和意大利面等产品。SAL将根据合同式农业安排采

购马铃薯，从而向2,000名小农户提供了有保障的收入。该项目将在农业和工厂层面减少

贫困，促进商业包容。

• 该项目还将通过实施性别行动计划，实现有效的性别主流化。

• 该项目是亚行第二次向SAL提供援助，而第一次是在2012年，当时亚行为该公司制造淀

粉和液体葡萄糖（来自向合同农户采购的木薯）的设施提供融资。

• SAL为PRAN-RFL集团所有，后者是孟加拉国最大的制造集团之一，也是食品市场的领

导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它就一直在通过合同农业加强与农户的联系。PRAN已与种

植各种农作物的约100,000位农户签约，以满足其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的采购需求。

亚行的附加值：

• 提供在孟加拉国难以获得的长期美元资金。

• 通过遵守亚行政策要求，提升环境和社会标准。

• 通过性别行动计划促进性别平等，包括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通过基于技术的应用协

助女性合同农户。

批准日期：2018年12月10日

承诺日期：2019年3月19日 

孟加拉国：第二个PRAN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为PRAN集团供货的一位种植马铃薯的女性农户。
这种合同式农业安排提高了农户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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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案例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

客户：Gobi 股份公司（Gobi Joint Stock Company）

亚行援助： 900万美元贷款

主要特点：

• 该项目将帮助 Gobi 发展初级和二级加工能力，提高其国内羊绒市场的附加值，并进一

步整合羊绒业价值链。初级加工能力和仓储能力的提升将使Gobi能向牧民采购更多羊

绒原料。该项目还将促进Gobi实现增加出口的战略。Gobi是一家兼容并包的企业，向

贫困的蒙古人特别是牧民和妇女提供了可持续的生计和就业机会。

• Gobi是一家纵向一体化羊绒服装制造商，也是蒙古最大的羊绒服装制造商。它采购羊

绒原料，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初级和二级加工，然后向国内外客户出售终端产品如羊绒

衫、羊绒外套和围巾。作为蒙古主要的非矿业出口商之一，Gobi目前雇用了1,700多人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妇女），在蒙古开办了10家商店，并在海外开办了50家特许经

营店和5家分店。

• 该项目是亚行在蒙古的第一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非主权项目，也是得到日本国际协力机

构直接联合融资的亚行第二个非主权援助项目，其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将为项目提供

900万美元的联合融资。. 

亚行的附加值：

• 帮助Gobi开发稳健的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其中包括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以及性别行动

计划。

• 吸引来自国际上的长期资本和伙伴关系。

• 提供在蒙古难以获得的长期债务融资。

批准日期：2018年7月27日

承诺日期：2019年第二季度

蒙古：具有附加值的羊绒生产和出口项目 

 Gobi雇员正在生产优质羊绒服装
（照片来自Gobi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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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

私营部门业务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致力于实现繁荣、包容、有适应力和可持续的亚太地区，同时坚持消除极端贫
困。亚行成立于1966年，现有68个成员，其中49个来自亚太地区。亚行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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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
帮助。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63 2 8632 6540
电子邮箱：newbusiness@ad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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