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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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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业务局旨在促成对私营及国有企业的融资，并为

其设计融资结构和提供资金支持，业务遍及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诸多行业。我们

重点关注项目的商业可行性，以带来有吸引力的资本回报，并实现亚行的组织使

命，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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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其他

核心行业的私营部门企业、银行及项目提供融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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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受托管理此类基金的机构资本

• 积极管理存量项目，以确保优秀的财务表现和发展影响，并严格遵守环境、社

会保障以及公司治理相关要求

我们做什么

50余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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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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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地控制融资风险，从而提供颇具吸引力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在全球共设有31个区域、次区域和国别代表处，本土化机构和人员配置

使我们得以与客户始终保持密切的交流，并直接参与所在国国别战略规

划、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  

亚行拥有AAA评级、谨慎承销的声誉以及有效的保障政策，在东道国政

府、私营部门投资者和项目业主当中建立了可信度

拥有来自私营部门的银行业及其他行业专家组成的高素质团队



在私营部门的领导下，通过具有包容性、可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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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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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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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教育 
通过扩大基础和高等教育服务，
开发人力资本

医疗健康
支持私营供应商提供可负担
的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注：(i) $ 表示美元。

       (ii) 因四舍五入，数字总额可能存在误差。

2019年私营部门业务局存量业务行业分布情况 
（百万美元）

2019年私营部门业务局存量业务地域分布情况 
（百万美元）

2019年私营部门业务局提供直接附加值的联合融资 
（百万美元）

136亿
美元

农业
医疗健康

环境相关
教育

金融

基础设施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太平洋地区
区域性

东亚

东南亚

中西亚

南亚

136亿
美元

70亿
美元

官方联合融资(PSOD)

供应链融资

贸易融资

担保联合融资

B类贷款

风险转移协议

平行贷款

平行股权 



2019年私营部门业务局活动一览

蒙古
具有性别包容性的乳制品价值链项目 
Sermsang Khushig Khundii太阳能项目  
蒙古哈斯银行（XacBank）中小微企业

融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持续的综合畜牧业价值链项目
生态工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欠发达省份医疗健康融资

项目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工业和市政污水处理

项目
鼎晖投资创新与成长基金二期项目

区域性
具有包容性的饮料生产与配送项目

AC能源绿色债券项目
高等教育项目
对信贷担保与投资基金（CGIF）增资
亚太远程宽带互联网卫星项目

Everbridge合伙基金一期项目

Kaizen私募股权二期项目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Baikonyr）太阳能项目
道达尔埃伦（Total Eren）公司 

M-KAT太阳能项目

格鲁吉亚
低收入住房融资项目
医院债券项目

越南
浮式太阳能项目

菲律宾
通过普惠金融促进受冲突影

响和发展滞后省份妇女赋
权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
基那（Kina）证券公司 股权投资项

目（通过发展私营部门银行业务
支持普惠金融）

印度尼西亚
高价值椰子加工项目
廖内天然气发电项目

缅甸
敏建天然气发电项目
全国数据连接项目

泰国
Energy Absolute公司风电绿色债券

项目
东部经济走廊独立发电项目
曼谷轨道交通项目（粉线及黄线）

亚美尼亚
埃里温（Yerevan）燃气

联合循环发电项目

阿富汗
坎大哈太阳能项目

巴基斯坦
Kashf基金会拓宽妇女信贷

渠道项目

尼泊尔
上特耳苏里河（Upper Trishuli）-1 

水电项目

孟加拉
PRAN农业综合经营项目二期

印度
Avaada公司太阳能项目
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项目 
支持农村妇女获得融资项目 
塔塔（TATA）资本增值基金二期项目
公路设备融资项目
铁路轨道电气化项目

农业
能源 — 可再生
能源 — 其他
教育

金融机构
医疗健康
信息、通信、电信

私募股权
交通运输

本图由亚洲开发银行的制图部门绘制。图上的所有边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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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巴拉凯特坎大哈太阳能公司（BKSE）

亚行承诺：400万美元贷款；

                  385万美元贷款来自加拿大亚洲私营部门气候基金二期（CFPS II）

主要亮点：

• 阿富汗的电力结构以进口电力为主（占85%），以国内水电为辅。阿富汗的本地电力资源有

限，总装机容量仅为568兆瓦。该国外汇储备紧缺，过度依赖进口电力存在重大隐患。

• 为解决长期断电问题，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阿富汗能源和水利部推出了多项举措，该项目

是其中之一。项目包括在坎大哈建设、运营和维护一座15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项目主体包括

55,000个光伏板和100个逆变器。该项目签有一项20年期固定电价购电协议，由政府作为该发

电厂生产电力的唯一买家。

• 该项目是亚行向阿富汗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因此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该项目还是阿富汗第

一个由私营部门开发的并网太阳能发电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进行竞标和国际开发机构

融资的项目。

亚行的附加值：

• 调动阿富汗私营部门太阳能发电项目一直以来无法获得的长期资金。

• 解决贷款瓶颈，包括地方商业银行贷款（如可以获得）的禁止性条款和超短的期限。亚行的支

持及其调动CFPS II贷款的能力，对于填补主要市场缺口和建立项目可行性至关重要。

• 确保在环境和保障管理方面采用国际最佳实践。

批准日期：2019年4月2日

承诺日期：2019年5月17日

阿富汗：坎大哈太阳能项目

项目现场实景（图片来自77国集团）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印度铁路金融公司

亚行承诺：7.46亿美元等额印度卢比贷款（含5亿美元风险转移资金）

主要亮点：

• 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为此制定了一项1,320亿美元的5年期资本支出计划，

用于对其通过铁道部控股的印度铁路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一总体规划包括铁路轨道的

电气化改造，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更快速、更高效的货物及人员流动。电动火车的运营

和维护成本远低于柴油动力火车，且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在刹车或减速过程中回收能量。

• 该项目涉及对印度13个邦的现有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总长约3,378公里。 

亚行的附加值：

• 亚行提供的20年期本币贷款不仅还款安排与印度铁路公司的现金流匹配，且可避免外汇

风险。

• 重要的调动资金的新途径，即通过非出资型风险转移，吸引私营部门保险公司的参与。

• 向印度铁路公司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其进行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能力建设，以推进

铁路电气化子项目的顺利实施。 

批准日期：2018年7月10日

承诺日期：2019年5月16日

印度：铁路轨道电气化项目

印度电气化铁路轨道的一段（图片由亚行Marie Kristine Estrella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M-KAT Green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亚行承诺：3,050万美元等额腾格贷款

主要亮点：

• 该援助旨在鼓励哈萨克斯坦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部门的投资，将有助于取代哈萨克斯坦东

南部地区的电力进口。该地区虽然电力短缺，但可再生能源丰富。

• M-KAT Green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是一家特殊目的公司，由专门从事可再生能源业务的法

国独立发电商道达尔埃伦（Total  Eren）全资拥有。该机构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开发、

建设和运营可再生能源项目。

亚行的附加值：

• 提供在哈萨克斯坦不易获得的长期本币融资。

• 证明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可行性，为其他开发商和赞助商创造示范效应。

• 确保制定较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批准日期：2019年1月14日

承诺日期：2019年4月8日

哈萨克斯坦：M-KAT太阳能发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距离江布尔州（Jambyl）舒镇（Shu）约8公里
（图片由M-KAT Green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尼泊尔水利与能源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亚行承诺：3,000万美元贷款；

                  3,000万美元贷款来自加拿大亚洲私营部门气候基金二期（CFPS II）

主要亮点：

• 该项目包括在尼泊尔特耳苏里河上建设和运营一座216兆瓦的径流式水电站。

• 作为尼泊尔规模最大的私营部门投资项目之一，该项目预计可将国内能源产量在现有基

础上提高三分之一，并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 各开发机构的坚定支持和良好合作，使得该标志性项目得以获得长期融资和确保项目可

行性的混合融资，并顺利开工。

亚行的附加值：

• 通过亚行管理的CFPS II资金，促进该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并帮助吸引目前在该市场上无

法获得的私营部门资本。

• 确保这一高度复杂、敏感的项目遵守国际环境和社会标准，并有效促进性别主流化。

批准日期：2019年4月12日

承诺日期：2019年10月28日

尼泊尔：上特尔苏里河（Upper Trishuli）-1 水电项目

亚行支持建设的尼泊尔特耳苏里河（Trishuli River）水电站项目
（图片由亚行Sumika Nakane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AC 能源金融国际有限公司（ACEFIL）

亚行承诺：2,000万美元债券投资 

主要亮点：

• 亚行投资了ACEFIL发行的绿色债券。该债券发行符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

和气候债券倡议（CBI）在其气候债券标准下的认证程序。AC 能源是ACEFIL的母公司及

债券担保人，其基于亚行提供的咨询建议获得了CBI认证。亚行的认购出资将专门用于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

• AC能源在菲律宾业务扩展迅速，截至2018年底，总装机容量已超过1,739兆瓦。同时，

该公司还大力拓展海外业务，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区域领导者。 

亚行的附加值：

• 确保债券符合绿色债券原则和气候债券的监管程序。

• 协助在地区内推广绿色债券和气候债券。

• 作为锚定投资者，促进私营部门清洁能源项目的替代性融资模式。

批准日期：2019年1月30日

承诺日期：2019年1月31日

区域：AC 能源绿色债券项目

位于菲律宾的风能发电厂和越南的太阳能发电厂（图片由AC 能源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Kacific宽带卫星国际有限公司

亚行承诺：2,500万美元贷款； 
 2,500万美元贷款来自Leading Asia’s Private Infrastructure Fund

主要亮点：

• 该项目将为互联网无法覆盖或覆盖有限的偏远地区接入宽带互联网。通过扩大宽带服

务，该项目将使人们更容易获得信息、改善通信，拥有更多社会经济机会。

• 该项目将直接有助于实现亚行的承诺：即改善农村地区和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

通及其对信息通信技术的获取，从而提高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

• Kacific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新加坡，旨在为亚太地区未得到充分服务的偏远地区开

发和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

亚行的附加值：

• 确保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长期融资（这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仍然是一大挑战）。

• 调动其他贷款机构的大额长期贷款。

• 在该项目融资结构的设计中发挥关键作用。该卫星融资项目存在一定市场风险，但采用

无追索权项目融资结构，这在本地区尚属首例。 

批准日期：2019年7月24日

承诺日期：2019年11月30日

区域：亚太远程宽带互联网卫星项目

Kacific1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图片由Kacific/Space X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BSR合资企业（BSR）

亚行承诺：3.109亿美元等额泰铢贷款

主要亮点：

• 该项目涉及曼谷两条单轨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和运营。其中粉红色线路约34.5公里，连接

到暖武里府；而黄色线路约30公里，连接到北揽府。

• 通过公共—私营部门合作（PPP）净成本方案，政府将提供土地、通行权和补贴，而私营

部门将投资土建工程、机械和设备系统、轨道车辆以及运行和维护等。

• BSR由BTS集团、中泰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RATCH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

建。BSR通过公开竞标方式获得了特许经营权。

• 亚行将提供一笔期限更长的贷款，以缓解政府补贴期满后客流量下滑的风险。  

亚行的附加值：

• 通过提供旨在增加客流量的创新贷款，向其他金融机构及投资者传递信心，促进轨道交通

领域的商业融资。

• 通过同时支持私营和公共部门参与运营泰国轨道交通，不仅协助促进PPP模式的发展，还

使当地政府确信亚行对该行业的支持能力。

批准日期：2018年6月5日

承诺日期：2019年5月30日

泰国：曼谷轨道交通项目（粉线和黄线）

曼谷单轨铁路的施工建设（图片由BTS集团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基础设施

客户：Da Nhim-Ham Thuan-Da Mi水电联合股份有限公司（DHD）

亚行承诺：1,760万美元贷款；

                  1,100万美元优惠贷款来自加拿大亚洲私营部门气候基金（CFPS），

                  400万美元优惠贷款来自加拿大亚洲私营部门气候基金二期（CFPS II），

                  440万美元贷款来自Leading Asia’s Private Infrastructure Fund

主要亮点：

• 项目包括在DHD当前175兆瓦Da Mi水电站的水库中，安装47.5兆瓦的浮式太阳能光伏发

电板。这将是越南首批大型太阳能项目之一，也是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最大的浮式太阳

能项目之一。

• DHD是越南第一发电公司（Power Generation Corporation 1）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而第

一发电公司则是越南国家公用事业公司——越南电力公司（Viet Nam Electricity）的三大

区域发电公司之一。DHD拥有四座水电站，其装机容量占越南总装机容量的1.7%。

亚行的附加值：

• 提供在越南不易获得的长期美元融资。

• 通过亚行贷款和CFPS与CFPS II优惠贷款，证明在越南和地区内开发浮式太阳能发电项

目的可行性。

• 确保DHD符合环境和社会保障标准。 

批准日期：2018年10月4日

承诺日期：2019年9月26日

越南：浮式太阳能项目

越南Da Mi水库的浮式太阳能电池板（图片由亚行Michael Gabisch提供）

注：

(i) 亚行认可“Vietnam”为越南。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金融

客户：Credo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redo）

亚行承诺：2,230万美元等额拉里贷款

主要亮点：

• 亚行与Credo签署了一项长期贷款协议，助其推出住房金融产品，以满足格鲁吉亚农村地

区和首都周边地区低收入客户的住房改造和建设需求。

• 自2014年以来，Credo一直隶属于由Access小额信贷控股公司（Access Microfinance Holding 
AG）牵头的财团。2016年，亚行提供2,300万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援助，支持Credo于2017年
3月完成从小额信贷贷款机构向银行的转型。在Credo超过23万名客户中，有一半以上是

女性客户，她们主要来自农村和农场家庭，收入来源为农业和生态旅游业等行业。 

亚行的附加值：

• 向格鲁吉亚居民提供长期住房融资，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负担得起的贷款，改善农村居民的

生活。

• 支持Credo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务，从而帮助减少农村贫困，改善格鲁吉亚农村地区的生

活条件。

• 提供技术援助，支持Credo新增对1,700个村庄提供服务，通过无网点的银行服务和精准

的金融扫盲计划，使约3万名农村女性受益。 

批准日期：2018年12月5日

承诺日期：2019年4月17日

格鲁吉亚：低收入住房融资项目

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该城市拥有独特的历史建筑，是广受欢迎
的旅游胜地，被认为是欧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图片由亚行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金融

客户：Kashf基金会（Kashf）

亚行承诺：1,500万美元贷款； 1,000万美元B类贷款

主要亮点：

• 亚行将支持Kashf向巴基斯坦的低收入妇女、女性小微企业家和低成本学校提供贷款。

• Kashf成立于1996年，起初是一家小额信贷服务提供商，后于2007年2月注册转型为一家

非盈利性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它旨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小额信贷服务，

从而减少贫困和实现妇女赋权。Kashf的特色在于其是为数不多长期为女性借款人发放小

额贷款并取得成功机构之一。Kashf还为借款人提供强制医疗保险、研讨会等各类教育培

训，是巴基斯坦小额信贷行业的领军者。

亚行的附加值：

• 拓宽女性小额信贷借款人的融资渠道。

• 提供长期贷款，帮助Kashf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 促进私营部门融资。

批准日期：2019年2月4日

承诺日期：2019年7月31日

巴基斯坦：拓宽女性信贷渠道项目

Naseema Kosar正在她的工厂里准备晒干新鲜的杏子（照片由亚行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金融

客户：基那（Kina）证券有限公司（KSL）

亚行承诺：1,000万美元贷款

主要亮点：

• 亚行对KSL的投资将有助于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银行业带来国际最佳实践，并拓宽该国中

小企业和零售银行业部门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

• KSL于1985年在莫尔兹比港成立，是一家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私人有限公司。2015年5月， 
KSL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

亚行的附加值：

• 支持普惠金融和金融业发展。

• 向KSL董事会提供广泛的国际银行业经验、普惠金融和开发金融知识，以及相关技术平台

经验。

• 为与商业银行建立关系而撬动资金和支持。

• 协助KSL制定并遵循较高的公司治理和诚信标准，并采用市场领先的风险管理、社会和环

境标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金融部门产生潜在的示范效应。

• 协助KSL建立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符合亚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 提供技术援助，用于（1）改善公司治理；（2）加强KSL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政策、环境

和社会标准以及风险管理等；（3）协助基那（Kina）银行搭建数字银行平台，将业务拓

展至全国服务匮乏的地区。

批准日期：2019年12月2日

承诺日期：2019年12月3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发展私营部门银行业务支持
普惠金融

数字渠道和中小企业银行业务的改善项目将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
（图片由亚行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金融

客户：ASA菲律宾基金会有限公司（ASA）

亚行承诺：3,000万美元等额比索贷款

主要亮点：

• 亚行将向ASA提供期限较长的融资，用于（1）扩大由ASA女性借款人拥有和管理的微型

企业的商业贷款项目；（2）加强其向女性借款者提供微型住房、供水和场地卫生贷款的

资源基础。高达80%的亚行贷款将投向菲律宾相对落后和受冲突影响的省份（维萨亚斯

群岛和棉兰老岛），剩余资金将投向吕宋岛的偏远和服务匮乏地区。

• ASA是菲律宾规模最大、信誉最高的小额信贷商之一。ASA共有1,100家分支机构，其

中超过70%分布在落后省份。ASA贷款方式透明、公平，信息披露、报告和治理标准极

高，为其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基金会能够在受冲突影响的棉兰老岛地区提供

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融资，这进一步强化了其资质。

亚行的附加值：

• 拓宽受冲突影响地区和落后地区女性拥有的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增加收入、提高

储蓄和改善整体生活条件。该贷款聚焦落后省份，因此有助于缓解地区失衡。

• 亚行的长期融资可使ASA的负债更为多元化。

批准日期：2018年8月21日

承诺日期：2019年10月31日

菲律宾：在受冲突影响和发展滞后省份通过普惠
金融促进女性赋权项目

一位微型纺织企业的女性企业家（照片由ASA Philippines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私募股权

客户：Kaizen私募股权二期私人有限公司（KPE-II）

亚行承诺：500万美元股权投资

主要亮点：

• KPE-II是一只私募股权基金，资本总额为7,900万美元，业务重点为教育行业。该基金计

划在孟加拉、印度、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投资8家教育企业。目标细分

行业包括K-12教育、备考、学前教育、在线教育和职业培训。

• KPE-II将由Kaizen资本管理私人有限公司负责管理。Kaizen资本是一家注册于新加坡、致

力于教育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其负责人和所有者Sandeep Aneja和Jetu Lalvani
在私募股权、投资银行、咨询和创业领域有超过30年的经验。

亚行的附加值：

• 吸引其他机构投资者，增强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私营部门教育行业的资金支持。

• 加强Kaizen资本的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

• 促进KPE-II自身及其所投公司的性别主流化。

批准日期：2019年9月25日

承诺日期：2019年10月9日

区域：Kaizen私募股权二期私人有限公司

Kaizen将帮助教育行业的诸多企业发展壮大，甚至达
到区域型规模（图片由亚行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农业

客户：印度尼西亚PTSASL公司（PTSASL）

亚行承诺：500万美元贷款

主要亮点：

• 项目将投资建设一个先进的加工厂，从约9,500名小农户中采购椰子，经过加工后向全球出口

高附加值的椰子产品，从而促进中苏拉威西省椰子价值链的发展。该项目将促进农村发展，改

善市场连通性，增加当地农业价值。

• 项目将通过以下方式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增收机会：（1）将小农户纳入椰子价值链；（2）在新

工厂创造农场之外的就业机会（主要面向女性）。

• PTSASL是一家于2017年在印度尼西亚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以椰子为原料的产品，

包括椰蓉和初榨椰子油。PTSASL由Giriulla Mills有限公司及Silvermill天然饮品（私人）有限公

司共同拥有，持股比例各为50%。两家公司均为Silvermill投资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而Silvermill投资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是Silvermill集团的最终控股公司。

• Silvermill集团成立于1920年，是一个家族企业，现已发展成为斯里兰卡规模最大的椰子产品生

产商和出口商之一。 

亚行的附加值：

• 通过提供长期债务，巩固资金基础。

• 促进采用国际环境和社会标准，并通过性别行动计划促进性别平等。

• 通过尽可能提升项目顺利和成功实施的可能性，降低政治风险。

批准日期：2019年12月20日

承诺日期：2019年12月20日

印度尼西亚：高价值椰子加工项目

项目将促进中苏拉威西省椰子产业的发展（图片由Silvermill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农业

客户：哈萨克斯坦RG Brands公司（RGB）

亚行承诺：1,250万美元贷款

主要亮点：

• 本项目贷款将用于购买如下设备，以支持RGB在整个饮料价值链的扩张：（1）在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零售配送的节能冷却器；（2）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生产的设

备。该项目还将通过增加非石油出口促进哈萨克斯坦经济多元化，改善零售商的生活，

并支持两国的女性赋权。

• RGB成立于1994年，是哈萨克斯坦一家领先的牛奶、茶、果汁、水和其他包装饮料生产

商。该公司的创始人和主要股东是Kairat Mazhibayev。
• 亚行将通过推动包容性商业、循环经济和负责任消费的新模式，为RGB加强公司治理提

供技术援助。

• 这是亚行第二次支持RGB。

亚行的附加值：

• 提供在哈萨克斯坦不易获得的长期当地币融资。

• 通过要求制定公司内部政策以改善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促进该公司改善治理标准。

• 通过实施性别行动计划，促进性别平等。

批准日期：2019年12月9日

承诺日期：2019年12月19日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
具有包容性的饮料生产与配送项目

阿拉木图RG Brands公司正在生产和包装中的果汁（图片由亚行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农业

客户：Milko有限责任公司（Milko）

亚行承诺：750万美元等额图格里克贷款

主要亮点：

• 项目将支持Milko扩大其牛奶加工产能，并增强其采购原料奶和水果的能力。这将使女性

和男性小农户和牧民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并最终从中受益。

• Milko是在蒙古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垂直涵盖乳制品和果汁生产行业。公司

成立于2009年，隶属于Odon家族的餐饮业平台Teso集团，是该国凝乳饮料和奶粉行业的

领先生产商之一。

亚行的附加值：

• 在Milko寻求扩大出口之际，助其吸引国际长期资本和合作伙伴。

• 协助Milko建立符合国际最佳实践的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其中包括性别行动计划。

• 通过要求Milko遵守贷款条件，改善其公司治理标准。

批准日期：2019年11月22日

承诺日期：2019年12月2日

蒙古国： 促进性别包容性的乳制品价值链项目

项目将直接改善蒙古国农村地区多达1,000个小农户的生计，同时促进性别平等和
妇女赋权（图片由Milko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发布时间:  2020年4月
如需咨询和澄清，请联系:
电话:  +63 2 8632 6540
newbusiness@adb.org



2019年案例研究

农业

客户：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

亚行承诺：4,000万美元等额人民币A类贷款和6,000万美元等额人民币C类贷款

                  
主要亮点：

• 项目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建设两个养猪场和一个肉类加工厂，以支持新希望六和的综

合畜牧业扩张计划。通过该项目，亚行将促进一种具有包容性、可节约资源且对环境、气候变

化和公共卫生影响较小的畜牧业生产商业模式。

• 新希望六和于1982年由刘永好注册成立，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动物蛋白生产商，主要从事动物

饲料生产、畜牧（家禽和生猪）养殖、屠宰和肉类加工等。

• 项目通过增加每头母猪的生猪数量，提高饲料转化率以及减少用水量等，提高中国生猪养殖的

资源效率。在养猪场内建造沼气池将确保有效的废物管理，有助于每年至少减少8,000吨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项目将帮助公司把1,000名小农户整合至其生猪生产价值链中，并增加他们的

收入。

亚行的附加值：

• 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帮助新希望六和实施性别行动计划，确保针对合同工和农场员工的技术培

训项目实现性别平等。

• 提供难以从商业银行获得的长期融资。

• 协助新希望六和实施环境和社会管理改善计划，并监测项目实施进展。

批准日期：2019年12月6日

承诺日期：2019年12月24日（ A类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可持续畜牧业价值链项目

新希望公司的现代养猪场致力于改善废物管理和增强生物安全（图片由亚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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