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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的私营银行及租
赁公司 

私营部门：AccessBank [法里达 • 皮尔维迪耶
娃（Farida Pirverdiyeva）、迈克尔 • 霍夫曼
（Michael Hoffmann）和塔季扬娜  • 马斯洛娃
（Tatyana Maslova）]。

开发合作伙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
融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德国投资与开
发有限公司以及欧洲投资银行。

亚行：托德 • 弗里兰（Todd Freeland）、迈克
尔 • 巴罗（Michael Barrow）、克里斯汀 • 恩
斯特龙（Christine Engstrom）、奥吕 • 诺罗约
诺（Olly Norojono）和雷纳 • 哈特尔（Rainer 
Hartel）。

孟加拉国：城市治理与基础设施改进
（行业）计划 

孟加拉国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发展与合作
部地方政府司下属的地方政府工程处；以及
福里德布尔、毛尔维巴扎尔、纳拉扬甘杰以
及诺尔辛迪的自治市（pourashavas）。

亚行：金宪（H u n  K i m）、迪维什  • 沙兰
（Diwesh Sharan）、樋口和彦（Kazuhiko 
Higuchi）和拉菲克  •  伊斯兰（M. Rafiqul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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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清洁能源开发项目
及甘肃黑河水电开发投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甘肃省政府和张掖市政府。 

国有企业：黑河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大孤山
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二龙山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和
小孤山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亚行：小西步、梁小萍、哈米德 • 谢里夫（Hamid 
Sharif）、阿肖克 • 巴尔加瓦（Ashok Bhargava）和
刘新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黑龙江省政府（以黑龙江
省林业厅为代表）；宝清、勃利、抚远、鹤岗、
桦南、虎林、鸡东、集贤、林口、萝北、密山、
七台河及饶河县（市）政府（以各自的林业局为
代表）；以及安邦河、大佳河、挠力河、七星
河、兴凯湖以及珍宝岛自然保护区。

联合出资人：全球环境基金。

亚行：小西步、梁小萍、哈米德  •  谢里夫
（Hamid Sharif）、张庆丰和小林嘉章（Yoshiaki 
Kobayashi）。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大
湄公河次区域：湄公河旅游开发项目

柬埔寨王国政府：旅游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
首都金边；民航国务秘书处；暹粒省公共工程与
运输局；上丁省及拉达那基里省旅游局。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新闻、文化和旅游
部；琅勃拉邦省和甘蒙省公共工程与运输局；琅
南塔民航局；以及各省旅游局。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越南国家旅游局、安
江省和前江省以及安江省和前江省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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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旅游协调办公室。

亚行：詹姆斯 • 纽金特（James Nugent）、拉梅
什 • 苏布拉马尼亚姆（Ramesh Subramaniam）、
埃里克  •  西奇威克（Eric Sidgwick）、木村智之
（Tomoyuki Kimura）、桑德拉 • 尼科尔（Sandra 
Nicoll）、阿 尔 弗 雷 多  •  佩 迪 克 罗 （Alfredo 
Perdiguero）、阿努普马 • 贾因（Anupma Jain）、
史蒂夫 • 斯基帕尼（Steven Schipani）、奈达 • 乌
（Nida Ouk）、坎丹 • 占蒂（Khamtanh Chanthy）
和杜日煌（Do Nhat Hoang）。

印度：卡纳塔克邦城市发展与沿海环境管
理项目

印度政府：卡纳塔克邦政府、卡纳塔克邦城市基
础设施开发与金融公司以及芒格洛尔和昆达普拉
公司。

非政府组织：加尔瓦尔地区迈索尔移民安置
与发展机构以及芒格洛尔地区 Shree Kshetra 
Dharmasthala农村发展组织。

亚行：金宪（Hun Kim）、迪维什 • 沙兰（Diwesh 
Sharan）、特雷莎 • 科（M. Teresa Kho）、卡努普
里亚 • 古普塔（Kanupriya Gupta）、索加达 • 达斯
古普塔（Saugata Dasgupta）和亚什帕尔 • 帕特沃
（Yashpal Patwal）。

蒙古： 第三个教育发展项目

蒙古政府：教育、文化与科学部策德夫多基 • 奇米
德可汗（Tsedevdorj Chimedlkham）、乌尔其蒙
德 • 冈包勒德（Ulziimend Ganbold）、贾姆茨 • 纳兰
图雅（Jamts Narantuya）和班迪 • 拉德纳（Bandii 
Radnaa）。

公民社会组织：教育研究所。

亚行：小西步、梁小萍、罗伯特 • 舍尔汉默
（Robert Schoellhammer）、沃尔夫冈 • 库比茨基

合作伙伴和撰稿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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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Wolfgang Kubitzk i）、田岛英介（Eisuke 
Tajima）、扎兹拉 • 阿萨诺瓦和丸山麻子（Asako 
Maruyama）。 

尼泊尔：社区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

尼泊尔政府：工程计划部；给排水工程局；阿恰
姆、拜塔迪、巴江、巴久拉、登代尔图拉、德
瓦、达尔楚拉、代莱克、多尔帕、多蒂、咕勒
蜜、洪拉、贾贾科特、久姆拉、卡里科特、迦毗
罗伐斯堵、木古、皮乌坦、罗尔帕、鲁孔和萨利
亚纳等地方的县发展委员会及村庄发展委员会。

公民社会组织：174家公民社会组织，包括Neo-
Nepal、公共进步社会发展中心以及农村发展服务
中心。

亚行：金宪（Hun Kim）、迪维什 • 沙兰（Diwesh 
Sharan）、横山谦一（Kenichi Yokoyama）和拉克
西米 •  夏尔马（Laxmi Sharma）。

巴基斯坦：地震紧急援助项目

巴基斯坦政府：地震重建与恢复管理署；省地震
重建与恢复局；国家地震重建与恢复管理局；财
政部；开柏普赫图赫瓦省政府；白沙瓦供电公
司；伊斯兰堡供电公司。

联合出资人：欧盟；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及
挪威政府。

亚行：克劳斯 • 格豪泽（Klaus Gerhaeusser）、
王虹、沃纳 • 列帕奇（Werner Liepach）、米安 • 沙
菲（Mian Shafi）和穆扎法尔 • 布哈里（Muzaffar 
Bukhari）。

巴布亚新几内亚：小额信贷与就业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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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巴布亚新几内亚银行与企业管理协
会；Nationwide Microbank；东新不列顛省储蓄
与贷款协会；Kada Poroman小额信贷；马努斯省
储蓄与贷款协会；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农户储蓄
与贷款协会；新爱尔兰省储蓄与贷款协会；PNG 
（巴布亚新几内亚）小额信贷；塞皮克储蓄与贷
款协会；钦布省的Ambumangre天主教妇女信贷
计划；以及马当省Bogia合作社协会。

开发合作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贸易部。

亚行：姚先斌、小川典子（Noriko Ogawa）、
安德烈娅 • 伊夫兰（Andrea Iffland）、萨比娜 • 斯
庞（Sabine Spohn）和米洛万 • 卢奇赫（Milovan 
Lucich）。

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吉尔吉斯边境公路
修复项目（二期）

塔吉克斯坦政府：交通部、卫生部以及国家艾滋
病（HIV/AIDS）防治中心。

联合出资人：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

亚行：克劳斯 • 格豪泽（Klaus Gerhaeusse）、 
王虹、于长青、杨晓红、吴征、出井里佳
（Rika Idei）、法鲁克 • 努里迪诺夫（Farrukh 
Nuriddinov）和娜娜  •  卡万齐亚尼（Nana 
Kvanchiany）。

越南：中部丘陵地带医疗项目

越南政府：卫生部阮氏金进（Nguyen Thi Kin 
Tien），何文垂（Ha Van Thuy），阮氏梅安 
（Nguyen Thi Mai An）；嘉莱省卫生局梅春 
海（Mai Xuan Hai）；昆嵩省卫生局阮氏文 
（Nguyen Thi Ven）。

开发合作伙伴：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

合作伙伴和撰稿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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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詹姆斯 • 纽金特（James Nugent）、拉梅 
什 • 苏布拉马尼亚姆（Ramesh Subramaniam）、 
木村智之、杰拉尔德  •  塞尔瓦伊斯（G e r a r d 
Servais）、阮日泉（Nguyen Nhat Tuyen）和伦道
夫  • 达卡内（Randolph Dacanay）。

出版团队
本出版物由亚行对外关系局以及战略和政策局在
因杜 • 布尚（Indu Bhushan）、宾德拉（Satinder 
Bindra）及范小琴的指导下编写。团队由卡诺科
潘 • 拉奥-阿拉亚（Kanokpan Lao-Araya）领导，
协助完成出版工作的还有战略和政策局的同事布
鲁斯 • 海尔布特（Bruce Heilbuth）、马克 • 布莱克
韦尔（Mark Blackwell）、黄世裕（Norman Lu）、 
罗斯玛丽 • 阿塔布（Rosemary Atabug）、安德烈
娅 • 苏尼科-包蒂斯塔（Andrea Sunico-Bautista）、
理查德 • 沃基（Richard Vokey）、卡罗琳 • 艾哈迈
德（Caroline Ahmad）和谢里 • 扎法尔拉（Cherry 
Zafaralla），以及对外关系局的同事，包括亚行
总部的戴维 • 克鲁格（David Kruger）、安德烈娅 • 斯
托扬诺夫（Andrea Stojanov）、乔瓦尼 • 韦利尼
（Giovanni Verlini）、格拉哈姆·德怀尔（Graham 
Dwyer）、比格斯 • 雅韦拉纳（Biggs Javellana）
和基奇 • 伊达尔戈（Keech Hidalgo）以及驻地代
表处的阚磊、塔季扬娜 • 叶夫斯季费娃（Tatiana 
Evstifeeva）、戈宾达 • 巴尔（Gobinda Bar）、萨
利 • 舒特-特伦巴斯（Sally Shute Trembath）、谢
维尔 • 塔赫马佐瓦（Sevil Takhmazova）、伊斯梅
尔 • 坎（M. Ismail Khan）、比尼塔 • 卡德卡（Binita 
Khadka）和拉杰什 • 德奥（Rajesh Deo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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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五十年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一直致力于

帮助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亚洲

及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实现国家发展和经济

增长，加强机构建设，增强私营部门实力，并为

其人民提供收入机会和基本服务。这项工作的成

绩必须借助该地区人民（尤其是最贫困、最弱势

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情况予以衡量。

本书通过12个故事介绍了在亚行帮助下生活得到

改善的人们，并阐述了为应对亚太地区仍然面临

的不断变化的巨大挑战，以及需要实现的创新和

合作伙伴关系。 

在阿塞拜疆，向AccessBank发放的私营部门贷

款可快速向被人忽视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或小生

意提供可以承担的贷款，使得该国借款人数量

在2006－2012年期间增长了3倍。项目提供的银

行业专业知识帮助数以百计的农村小生意实现增

长，为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创造了就业岗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东北地区，一个亚

行项目叫停了对一片世界著名的生态区的开发，

并帮助成百上千侵入该生态区的农民发展生态农

业以及另谋生路，从而恢复了三江平原上的湿

地。该项目展示了如何才能不以牺牲当地人生计

为代价来恢复珍贵的生态系统服务。

在越南，亚行资助的一个医疗项目实施了一系列

行动，包括创新的医疗卡模式，向中部丘陵地带

的穷人提供医疗补贴。在贫困发生率很高的这个

传统地区，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获得了所需要的医

疗服务。因此，与该国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的

传染病发病率和婴儿死亡率以更快速度下降。 

T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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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此类转变需要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资源。正因如

此，除了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外，亚行还依赖政

府与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依赖与其他开发机

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社区自身建立的合作伙伴

关系。 

此类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其有助于制定

新颖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检验并改进相关做

法，并且能够创造可推广的可靠模式，使更多人

受益。 

我邀请您浏览并享受本书中振奋人心的故事，并

认真考虑让这些进步成为可能的伙伴关系和创新

举措。

我希望，我们能携起手解决仍然存在的巨大问

题，为所有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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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和创新解
决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自从1966年成立以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一

直有一项鼓舞人心的愿景：让亚太地区人民摆脱

贫困。为支持该目标，2014年亚行调动135亿美

元，资助了发展中成员体128个项目。与政府、私

营部门、其他开发机构、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专

家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亚行改善该地区人

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至关重要。 

尽管亚行的项目涉及的领域千差万别，但对每一

个项目亚行及其合作伙伴都努力寻求大胆创新的

解决方案，以应对发展中成员体面临的各项挑

战。仅靠金钱永远是不够的，资金必须与能够带

来知识、见解和专长的合作伙伴关系相结合，以

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内促进发展。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系统变革。

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NG），一位在远东

高地种植咖啡豆的寡妇不再需要将毕生的积蓄藏

在壁炉的灰堆里。她和500万同胞中95%的人一

样，在15年前根本得不到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

如今，她已经拥有了一个银行账户，还能获得小

额贷款，可以将积蓄存起来用于保障未来。

这种转变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的一个项目的

成果，该项目通过为农村居民开发金融产品，继

而创造就业、促进增长，从而为该国的小额信贷

行业奠定了基石。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人员比例

降至80%，而为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居民量身定做

的新产品和创新确保了该数字继续下降。

T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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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在其他的案例中，有的整个行业都能从精心设计

的项目中获益。 

在孟加拉国和印度，300多万人口的生活更加安

全和健康了。这两个亚行项目引入了新的城市治

理和开发方法，提高了人口密集地区贫困人民的

生活条件。

这包括：成立提供小额信贷的自助团体，扩大妇

女和穷人对决策的参与，鼓励社区参与低成本环

境卫生与水设施的运行和维护，以及针对最贫困

的地区提供医疗、教育及其他服务。 

在蒙古，通过引入创新性的办法改善教学和学习

条件，亚行项目促成了入学率和保留率的提高。 

该项目对68所中小学实施现代化改造，将这些学

校作为特定科目的试点学校，分享最佳做法，为

全国其他学校提升水平贡献力量。

还有其他案例证明，合作的新领域可对居民的日

常生活以及相关地区极易遭受的突发事件和自然

灾害产生很大影响。 

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多边协作帮

助亚行资助的小孤山水电站成为该国首个在“清

洁发展机制”下获得碳收益的项目。小孤山和其

他两个亚行资助的水电站项目用水力取代了能够

产生污染的煤燃料；到2013年为止，通过出售碳

信用额度共获得了2,800万美元的收入。 

该收益以半价电费的形式最终落实到130万用电家

庭、企业和医疗专业工作者的头上，除此之外，

这些消费者还获得了可靠的供电服务。 

在巴基斯坦，2005年10月8日东北部山区发生7.6级
地震之后不久，亚行建立了巴基斯坦地震基金，

并从其他发展合作伙伴那里紧急动员了额外的必

需资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有史以来在地震

灾区最成功、执行最快速的震后恢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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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仍然是亚行工作的中心内

容。其效益不但超越了纯粹的指标范畴，而且改

善了居民的生活。 

对许多塔吉克斯坦人来说，自从连接首都杜尚别

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跨境公路项目竣工后，他们

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亚行的项目极大地缩短了

出行时间，扩大了医院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并改善

了当地的国际贸易。道路升级改造减少了事故，

帮助挽救了生命。蔬菜、水果及牲畜产量上升，

部分村民报告说收入增长了30%。 

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和越南

等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开展的旅游项目表明，对

像湄公河和区内其他自然资源这样的区域公共产

品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可以影响到生活的各

个方面。 

例如，在老挝，亚行项目开创了促进低收入农民

和手工艺者从新市场获利的方法。市场采用按天

收费的方式，取代了长久以来提前预收全年租金

的做法。很快，当地商贩和游客大量涌入这些市

场，而当地社区即刻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旅游业

的影响。

除了为生活贫困的居民提供基础设施外，亚行的

许多项目还帮助消除了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根

深蒂固的社会障碍。

例如在尼泊尔，一项供水和环境卫生项目惠及妇

女和其他弱势群体，使90,000多户家庭受益。 

这种情况在十年之前完全无法想象，但是现在高

阶层的人却会与低阶层的邻居共享供水及其他设

施。因为他们共同计划和建造了这些设施，共享

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即使在项目竣工之后，居民

仍然继续自建厕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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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对于亚行、政府、各方人员和组织如何合作实现

可持续的包容性成果，本书中讲述的故事提供了

深刻的见解。 

知识、创新及合作能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帮助亚

行将愿景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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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贷款让伊尔哈姆  • 穆萨耶夫（Elham Musayev）不仅可以扩大种植卷心菜的企业，而
且每年可聘用40个人工作4个月。

伊哈姆 • 穆萨耶夫的父亲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而且父亲侍弄土 
地的经验也增进了他的耕种技能。他热爱种卷心菜， 

2008年，当他在1/4公顷上开创自己的产业时，他已对绿叶蔬菜及

其他几种农作物了如指掌。他所需要的只是可提高生产率的设备

以及购买设备的资金。

现年40岁的他除了在四公顷土地上种卷心菜，还有2.5公顷地种玉

米和两公顷地种甜菜。  

阿塞拜疆

为小生意提供大动力

2



阿塞拜疆的
私营银行及
租赁公司

日期
•	批准于：2006年3月

•	结束于：2011年2月

银行服务
•	在阿塞拜疆，每1,000位成年

人拥有的私营银行分支机构

的数量从2005年的6.5家提高

到2011年的9.9家

业务增长
•	AccessBank小额贷款借款人

的数量从2006年的12,152人增

加到2010年的88,492人

经济
•	AccessBank现在是阿塞拜疆

第五大银行，其帮助该国私

营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在该

国GDP所占的比例从2005年
的9.5%提高至2011年的12.2%

伊尔哈姆 • 穆萨耶夫现在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阿

塞拜疆的伊斯梅伊利镇，他的成功在该镇产生了

连锁效应。

伊尔哈姆每年按照每公顷一吨小麦的标准，向拥

有其所耕种的土地的五位村民支付租金。尽管他

主要向批发商销售产品，但有时也会带卷心菜和

其他新鲜农产品到村子的集市上出售。“人们已

经认得我了，而且他们知道我的蔬菜绝对是有机

产品。”

2014年，伊尔哈姆聘用了40人用4个月来种植、浇

水及收割农作物。

他说：“我的目标是扩大种植面积并增加蔬菜品

种。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伊斯梅伊利第一个种

红色卷心菜的农户。”

最近几年，伊尔哈姆和该国数以千计其他初创及

中小微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获得了阿

塞拜疆AccessBank的贷款扶持。就伊尔哈姆而

言，用于购买小型拖拉机的贷款对于高效除草至

关重要。

这笔贷款的多数资金来自亚行2006年的一笔贷款，

该贷款的目的是帮助私营银行及租赁公司扶持中小

微企业，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 

自1991年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后，阿塞拜疆发生了

一连串经济危机，摧毁了公众对该国银行体系的

信心。此外，金融服务现在仍然集中于首都巴

库，基本上冷落了农村地区以及像伊尔哈姆这样

的创业者。

多元化至关重要
阿塞拜疆的农村地区及二线城镇占该国人口的

78%和就业的38%，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
及银行贷款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0%和12%。 

阿塞拜疆：为小生意提供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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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商人阿泽尔 • 阿卜杜拉耶夫（Azer 
Abdullayev）建立了一家生意兴隆
的企业，生产木制、塑料及纸板包
装箱。

 “我相信亚行帮助
小企业的创新策略
非常重要。”

除了缩小城乡差距外，政府还将提高农村收入与

创造就业作为其工作重点，以实现经济多样化，

摆脱对易于波动的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过度依赖。

因此，亚行为阿塞拜疆制定的国别伙伴战略强

调，要支持私营部门，实现更加可持续且更广泛

的增长。 

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并征求该领域专家的意见，

亚行选择了三家银行承担其首个针对该国私营

部门的风险项目。这三家银行分别为：阿塞拜 
疆嘎斯银行（Azerigazbank）、Bank Respublika
和AccessBank（当时名为Micro Finance Bank of 
Azerbaijan，即阿塞拜疆小额信贷银行）。 

2006年8月31日，亚行与AccessBank签署了金额

为4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贷款期限为4.5年，用

4



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
还向社区的妇女和在社会上处于弱势
的其他社区成员提供就业机会。

于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该笔贷款于2011年2月
还清。

商人阿泽尔 • 阿卜杜拉耶夫（Azer Abdullayev）是

已从该行动中受益的众多农村企业家之一，而该

行动已经直接或间接支持创办了数以百计的新企

业，并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他称，“我

相信亚行帮助小企业的创新策略非常重要。农村

居民需要得到支持，才能在农村就业赚钱，而不

是被迫进城打工。”

凭借AccessBank发放的亚行资助贷款，阿泽尔建

立了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生产供水果行业使用

的木制、塑料及纸板包装箱。他还建造了两座冷

库，每年可贮存3,500吨水果和蔬菜。他最近在哈

奇马斯地区阿尔穆德帕达尔（Armudpadar）村开

了一家商店，出售食品、建筑材料及其工厂生产

的水果包装箱，他和妻子其三个孩子也住在这个

村子里。

阿塞拜疆：为小生意提供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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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向阿尔穆德帕达尔村
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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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阿泽尔全年聘用约80人，并且优先考虑寡妇和丈

夫为残疾人的妇女。他为自己社区中的单身母亲

和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其他人提供就业岗位。 

阿泽尔在很多方面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典

范。他在自己的家里开始制作水果包装箱，而后

随着业务扩大，租下了一家店面，并最终建成了

自己的工厂。 

凭借来自AccessBank的支持，阿泽尔的冷库已

经将本地出产的水果的贮存期从3个月延长至8个
月。他还建立了用于为本地农户种植的水果进行

清洗、分级分拣的设施，现在这些农产品还可以

直接运到邻国销售。

收入大幅度增加
将有利的宏观经济因素和重大改革（石油天然

气收入增加、公共支出强劲以及发展市场经济

的政策改革）相结合，加之阿泽尔这样具备旺

盛精力和创业精神的人才拥护，阿塞拜疆在20年
多一点的时间里，如火箭般迅速跨入中等收入

国家行列。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阿塞拜疆的人均收入已从

2001年的660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7,350美元。同一

时期，贫困率从49%下降至仅有5%。 

通过更好地提高银行业务做法，亚行促进了中小

微企业的发展。亚行还支持可持续的银行业务发

展，这些业务能够应付不可避免的商业周期起伏

波动现象。 

亚行尤其重视确保AccessBank出资的项目和企

业对环境无害且对社会有益，这是一个涉及与

AccessBank分享知识的过程。苏姆盖特市分行经

理阿尔祖 • 古尔巴诺娃（Arzu Gurbanova）称，亚

行和其他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和Symbiotics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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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首都巴库和周
边地区的人买我的
蜂蜜。买过的人都
成了回头客。”

集团）的支持促使AccessBank针对各类农业企业

中农户所提供的贷款大幅增加。她说：“为应对

与其他银行间的竞争，我们不但降低利率，而且

简化并加快了获得贷款的手续。” 

阿尔祖说，在工作中最令她激动的就是看到因

为亚行促进性别平等，妇女的参与量与日俱

增。她称：“刚开始，我们没有几个女性客

户。但是现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农村地区，

我们的客户中至少40%是女性。”她指出，自

己的银行“为了与亚行的理念保持一致”，聘

用了大量女性员工。

让爱传出去
在亚行的支持下，AccessBank扩充了

自己的贷款产品组合，增加了存款，

并提高了自己的银行业务标准。2007年
后，它一直保持净利润的记录。这帮

助它夯实了自己的资本——从2006年
到2010年，其资本飙升了将近16倍，

达1.09亿美元。 

AccessBank小额贷款借款人的数量从2006年12,152人
增加到2010年的88,492人，而其员工人数增长了

近两倍，从451人增加到1,243人。 

同一时期内，私营银行的覆盖面也有所提升——

从每100,000名成人平均6.5家银行上升至9.9家银

行。随着私营银行资产、贷款和资本规模的增

长，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 

向私营部门发放的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
的9.5%上升至2011年的12.2%。 

养蜂人法伊祖拉 • 贾马洛夫（Feizulla Jamalov）是

阿塞拜疆典型的新一代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家代表。亚行与AccessBank建立的合作

阿塞拜疆：为小生意提供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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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项目有利于阿塞拜疆农村
地区实现可持续的、更大范围的
增长，而在阿塞拜疆900万人口
中，农村人口占多数。养蜂人法
伊祖拉·贾马洛夫是项目的受益
者之一。

伙伴关系，使得向中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增加，

扶持并鼓励了这些企业家的发展。

2014年，法伊祖拉从AccessBank获得一笔贷款用

于自己的小型养蜂场。这笔资金将用于改造旧蜂

箱并购买新的蜂箱，他已能在49个蜂箱中养殖蜂

群。他说，“现在人们从首都巴库和周边地区赶

过来买我的蜂蜜。”

他一旦还清了现在的贷款，就会申请新的贷款，

将自己现在的产量提高一倍，达到每年140公斤。

法伊祖拉花一年时间教那些希望养蜂的人，并向

他们提供培训和帮助，然后再向他们免费赠送一

个蜂箱。他笑着说，“那还是1999年，一个同事

送给我一个蜂箱，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蜂箱。”

他认为，能回馈社会现在成了一种荣耀。

阿塞拜疆：为小生意提供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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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转型社区，改变生活

曾经栖身贫民窟的希亚莫利 • 苏特德哈（Shyamoli Sutradhar）现在和丈夫、女儿和两个儿
子住在新建的住宅区中，这片住宅区为社区提供了水电、卫生间以及平整的道路。

希亚莫利 • 苏特德哈心满意足地坐在马努河河堤，面对着在曾

经垃圾遍地的贫民窟上新建的住宅区，回忆着过去经历的

艰辛日子。她称为家的这片地方，过去充满苦难，现在却变成了

一片簇新明亮的新住宅区。她和450户邻居一起住在这里，舒心而

安全。 

这位32岁的孟加拉妇女说，过去的贫民窟没水没电，更没有厕

所。“一旦洪水泛滥，水井就会被污染。但是多亏了自治市镇，我们

现在拥有平整的道路，独立的卫生间和公共厕所。每座房子都有混

凝土排水管、电和自来水，而且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公共厕所。”   
12



城市治理与
基础设施改善
 （行业）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2年11月

•	结束于：2010年12月

受益人
•	30个城镇中的185万人

交通
•	总长5 8 1公里经过改造的道

路，以及总长达264米的新建

桥梁

排水
•	总长260公里经过改造的排水

系统

环境卫生
•	为20,000户家庭改造了家庭

卫生设施

废弃物处理
•	效率提高了70%

妇女
•	通过小额贷款来支持创收活

动；扩大妇女对市镇事务的

参与

希亚莫利所在的毛尔维巴扎尔县（或称自治市

镇，pourashava）是在亚行的城市治理与基础设

施改善（行业）项目支持下进行改造的30个自治

市镇之一。

该项目于2002年开始，于2010年结束，是首个处

理孟加拉国最棘手难题之一的项目，即应对该国

城市不受控制的无序快速扩张。项目成本为8,700万
美元，其中6,000万美元来自亚行，其余则来自孟

加拉国政府及各个自治市镇。

孟加拉国人口达1.5亿，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

国家之一。其城市人口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

亚行设计该项目有三个目标——加强城市的财务

问责制与管理，提高社区参与度，以及翻修基础

设施。 

参与项目的自治市镇的代表与亚行合作，通过改善

治理、税捐稽征、性别平等及服务质量，解决了几

大核心难题。在实施改善服务及市民居住条件的过

程中，自治市镇在许多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 

该项目为众多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这些基础设

施包括总长581公里的经过改造的道路，264米长

的新建桥梁，260公里经过改造的排水系统，14座
公交总站，一座卡车货运站以及10座菜市场。此

外，它还升级改造了环境卫生及固体废弃物管理

设施。 

项目提供了35辆卡车、315辆人力拉货车、145座垃

圾转运站和有控制地倾倒垃圾的全新设施，以便

妥善收集与处理垃圾。

同时，它还创造了急需的就业机会，包括因修建

道路、桥梁和涵洞而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约800,000人
日就业机会。 

基础设施的改善使机动车流量增加，后者反过来

极大地改善了本地许多企业的业绩和发展前景。 

孟加拉国：转型社区，改变生活

13



很多人见证了自己的小生意发展壮 
大，汽车零件销售商阿卜杜勒  • 沙 
希德  •  塔拉夫达尔（Abdus Shahid  
Tarafdar）就是其中一员，他的日营
业额已经翻了一番以上。

 “现在，我可以
直接将整卡车的
货物运到自己商
店门前。”

销售汽车零配件的店主阿卜杜勒 • 沙希德 • 塔拉夫

达尔（Abdus Shahid Tarafdar）从本项目下的毛尔

维巴扎尔中部道路拓宽与平整工程中获益匪浅。

得益于该工程，其日营业额从2006年的84美元增

长到192美元，增加了一倍多。“现在，我可以直

接将整卡车的货物运到自己商店门前。”

免费教育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各自治市镇当局也利用项目资金来帮助贫困地区

改善医疗与教育服务。 

巴伊拉布（Bhairab）的自治市镇现在管理着25所
小学，向15,000名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包括来自

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巴伊拉布另外还建有166所
卫星学校。该项目还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帮助培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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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拉布的自治市镇现在有25所小
学，为大约15,000名贫民窟的儿童
提供免费教育。

训500名工作人员，为社区提供更好的初级医疗

保健服务。   

受几百年来的种姓习俗限制，坎蒂 • 拉尔 • 瓦斯福

尔（Kanti Lal Vasfor）属于只能当清洁工的贱民

阶层的后代，但是现在他已经与其他31户贱民家

庭一起搬到了在本项目资助下建造的全新住宅区

中，该住宅区位于毛尔维巴扎尔（Moulvibazar）。

提起过去的日子，他情绪有些激动：“我们过着

低人一等的生活，没有固定的住所，厕所也是临

时的，常常不得不从附近的池塘取水喝。我们的

孩子会患上各种疾病，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受教育

的机会。”

现在每个月都有自治市镇的卫生官员定期到他的

社区来拜访，儿童也能在当地的学校读书。

这促使贱民社区的部分成员，如尚沙拉 • 瓦斯福尔

（Chanchala Vasfor），成为志愿者，帮助扩大项

孟加拉国：转型社区，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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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伊拉布，做扫帚的马拉 • 拉尼 • 达
斯（Mala Rani Das）是只面向妇女的
信贷团体的会员，现在已经能借入资
金，自己的月收入也提升到越过孟加
拉国产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

目的覆盖面。尚沙拉是一位五岁女孩的母亲，在

自己的住宅区开办了一个免费学前班，每天上两

小时课。尚沙拉说，“由于父母对教育需求的意

识不断增强，几乎所有到了上托儿所和学前班年

龄的孩子都来了。”

被赋予权利的女性
项目的性别行动计划寻求将性别因素纳入中央政

府及自治市镇级的发展行动之中。

在该项目的资助下，自治市镇地区共有268名妇女

获得了工作，而且女性还担任了231个新成立的贫

民窟改造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职位。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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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拉扬甘杰市（Narayanganj City）市长萨利纳 • 哈

亚特 • 艾维（Salina Hayat Ivy）说，“女性委员现

在往往会带头通过社会调解来化解社会矛盾，如

婚姻纠纷、家庭和离婚等问题。”该项目帮助她

解决了这些问题，并维护了社区的和谐。 

阿德斯  •  塔赫米纳  •  阿赫塔尔（Adds Tahmina 
Akhtar）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毛尔维巴扎

尔（Moulvibazar）的镇级协调委员会的热心委

员。“我们不再是自治市镇事务的旁观者，相反我

们在年度预算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她说，“每

个人”，包括毛尔维巴扎尔的市长，“都会听取

我们的观点，尽可能地考虑我们的建议。”

小贷款，大效果
项目的部分小额信贷行动专门面向妇女提供贷款。

妇女转而可在项目覆盖的区域创办更多企业。

马拉 • 拉尼 • 达斯加入了巴伊拉布（Bhairab）由

15名会员组成且仅面向妇女的信贷团体，该团体

向她贷款240美元，供她用来扩大自己和丈夫共同

经营的做扫帚生意。她现在每个月赚72美元，高

于孟加拉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   

“在一个大量人口仅靠每天两美元维持生活的

国家中”，此类小额贷款业务能够得以建立 
并顺利运行，巴伊拉布市市长穆罕默德  •  沙欣 
（Mohammad Shahin）对此感到惊讶不已。 

项目规定，每位借款人每个月应在一家国有银行

存入0.36美元。这是为了提供紧急资金，保护经

常陷入危机的家庭免遭贫困和饥饿。 

项目合计向15,200户家庭发放了182.4万美元贷

款。项目结束时的贷款回收率约为93%。

孟加拉国：转型社区，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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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关键
项目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亚行严格坚持明确的绩效

标准，而候选的自治市镇满足这些包括女性赋权

在内的标准。在最初选定的30个自治市镇中，部

分市镇因未能达到以上要求而被替换。项目资金

分配依据是参与项目的每个自治市镇对明确而具

体的治理改革的承诺及执行力度。 

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参与项目的自治市镇的治理

水平显著提高。以上改革还建立了镇级及行政区

级的协调委员会。正如项目所预期，全体市民的

参与度和妇女及穷人在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权都有

所提高。 

30个自治市镇现在被视为典范，它们向全国各

地的自治市展示了如何才能向穷人和其他城市居

民提供更加优质的街道和人行道、路灯、环境卫

生、垃圾收集设施和更加洁净的饮用水。此外，

孟加拉国政府的《2009年地方政府（自治市镇）

法》采纳了项目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理念，并

将其制定为政策。

让社区参与设施的运营维护并提供服务，使得所

有人更容易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受益。 

社区居民，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都获得了表达

意见的机会。而且，他们不但更加意识到了自己

作为公民有表达意见的责任，也意识到其所在自

治市镇政府有提供这种机会的义务。 

每个自治市镇都编写了一份市民章程，详细说明

了其应提供的服务、设施地点和费用。这些信息

都公布在自治市镇政府大院的大型公告牌上以及

市镇各地的小型公告牌上。 

社区也对绩效提出了要求。正如塔拉夫人（Tara 
Begum）在福里德布尔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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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项目之前，生活在贫民窟中
的儿童没有清洁的水和电，也没
有厕所。

布：“这是我的自治市镇。我属于它，因此我的

责任是照顾它并保证它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

项目的成功使得亚行追加了两个后续项目。第一

个项目由亚行于2009年批准，由德国技术合作公

司及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出资。第二个

项目于2014年获批，由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联合

融资。 

孟加拉国：转型社区，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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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资助的治理与基础设施改进项
目首次尝试处理孟加拉国最棘手难
题之一：不受控制的城市扩张。

亚行使用基于绩效的方法设计其他项目，而且世

界银行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各自近期的市政项

目中也采用了类似绩效环节。

苏尔约 • 莫尼（Surjo Moni）的故事形象说明了项

目对诸多弱势群体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苏尔约在15岁时嫁到纳拉扬甘杰自治市镇，现

在儿孙辈有16人。她说，“我还记得嫁到这儿

第一天的情形。那一天下着雨，街上遍地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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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我的公公和婆婆很难找到一片干地让我站

着完成婚礼。”

从那天起，直到项目为她的自治市镇带来真正的

变化之前，她和家人一直生活拮据，常常处于贫

困边缘。 

此后，项目为这位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带来了新

的希望，“现在，我知道我的家人只会生活得越

来越好。”

孟加拉国：转型社区，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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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山的甘肃省，水电是最廉价的发电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启清洁能源的闸门

乔帅是一位农民，他的父亲乔克勤今年53岁。乔克勤一直都

梦想着开一个家庭旅馆，接待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临泽县的游客，从而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临泽县邻近热门景点丹霞地貌地质公园，具有一定的地段优势。

但是这里却缺少一项关键的因素——可靠供电。他们意识到，

没有稳定的电力服务，他们的旅馆迟早会关门。2 8岁的乔帅

说：“停电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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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获得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支持并于2007年
启动的黑河开发水电的项目，给了他们继续下去

的信心。项目成功实现了该地区的并网发电，确

保了乔家的家庭旅馆有持续供电。

现在，他们的家庭旅馆拥有13间客房，均配有电

灯、电视和电水壶。厨房内有几台冰箱、一个

冰柜、餐具消毒柜和电饭煲，可以供100个人同

时用餐。过去，乔家种玉米种子的年收入只有

4,900美元，而现在有望达到1.6万美元，收入大

幅度提高。

这直接得益于亚行在黑河流域的两项水电开发业

务。甘肃清洁能源开发项目为2007年完工的小孤

山电站提供了融资。甘肃黑河农村水电开发投资

规划项目为二龙山电站（于次年投入运营）和大

孤山电站（2009年完工）提供了资金支持。

绿色电能开发
中国需要清洁能源，而清洁能源的开发对于政府

尽可能减少化石燃料排放并改善中国的空气质量

至关重要。加之，电力供不应求，尤其是在农村

地区。

2005年，燃煤发电厂为甘肃提供了约81%的电

能，而该省14个城市中有13个未能达到最低空气

质量标准。在中国42个主要城市中，兰州的空气

污染最严重。 

2009年，中国水利部宣布水力发电将成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亚行资助的以上

三座水电站这样的中小水电站，到2020年将使得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约120千兆瓦。亚行高级项

目官员刘新建表示：“这些水电站为农村地区从

事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提供了能源保障。对于供电

不足的地区而言，这是减贫和减少发展不利因素

的关键。”

甘肃清洁能源开
发项目及甘肃黑
河水电开发投资
项目

日期
甘肃清洁能源开发项目

•	批准于：2003年12月

•	结束于：2008年9月

甘肃黑河水电开发投资项目

•	批准于：2008年1月

•	结束于：2012年3月

受益人
•	130万人

就业机会
•	创造约2,000个工作岗位

可再生能源发电
•	年发电量为8亿千瓦时

环境
•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

630,000吨

收入
•	2006-2011年，张掖市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清洁能源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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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供电让乔帅和他的家人可以
在临泽县开办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
的家庭旅馆。

系统化的流程及标准有助于在预算范围内高质量

地提前完成项目各项工作。实施该项目的公司

从亚行的援助中获得了经验，继这几个项目实施

后，开始为甘肃省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水电公司

提供咨询服务。

廉价、充沛的电力
水电的奇妙之处在于，作为能源的流动的水在

祁连山脉唾手可得，而且几乎是免费的，因为

黑河的源头就在祁连山脉。发电站一旦建成，

唯一的成本就是发电站的运行维护成本。即使

是最好的化石燃料发电厂，效率也只有50%，但

是现代水力涡轮机可以将高达90%的可用能源

转化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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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外科医生朱慧君现在做手术
时完全不担心停电。

这种高效率正在让甘肃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企业

受益，并且让基本服务变得更加可靠。

张掖市是甘肃省重要的经济中心。现在让我们看

看在张掖中医院担任了20年外科医生的朱慧君的

经历。在水电机组试车之前，该医院每年的停电

事故至少有10次以上，导致朱慧君和他的同事每

年需要做的1,300多台手术被迫中断。医院购置了

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但是他说，手术室设备供

电保持稳定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现在，断电事故再未出现，朱慧君每个月平均可

以做18台手术，且不必担心照明中断或设备会断

电。他说，“每台手术要花大约两个小时，现在

我做手术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停电。” 

由于这些水电项目取代了燃煤电厂及其污染排

放，三个水电项目均注册为“清洁发展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清洁能源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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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绿色能源的开发，让大
约130万人从可靠的电力供应中
受益。

（CDM）”项目。CDM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下的一项奖励计划，目的是在发展中国

家推广清洁电力。CDM注册项目能够通过出售核

准减排量获得额外收入。截至2013年底，三个水

电站以这种方式共获得收入2,800万美元。

小孤山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根据CDM获得碳收入

的水电站。其他水电站也紧随其后，获得了CDM
注册资格。这一过程也显示了多边发展伙伴协

作，以最大化项目的影响力——世界银行已购买

了该计划项下的核证减排量。

为用户节约
额外的减排收入及水力发电的

高效为终端用户节省了大笔开

支。张慧萍是甘肃省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芭蕉湾村

村民，如今他们全家一年所缴

纳的电费为 9 7美元，较过去

减少了一半多。与此同时，因

为有了可靠的水力发电，村民

们能够使用更多高效的电动工

具，2006–2012年，该地区居民的平均年收入由

490美元上涨至4,900美元。

在项目使得电力供应变得稳定之前，张慧萍，这

位51岁、有三个子女的母亲常常需要往返三个小

时从遥远的镇上灌液化气回来做饭。她说，“这

费时又费钱。”但是，现在她在电炉上做饭，而

且购买了冰箱、冰柜、电饭煲和洗衣机，让她从

家务活中脱身，有更多时间来养羊。

 “我们公司的项目管
理能力确实得到了
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清洁能源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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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公司工人高超的收入提高
了25%。

环境效益
该项目也给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据估算，由于

建设了水电站，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63万
吨，相当于每年减少约300,000吨标准煤的消耗。

它们所供的电还降低了用作燃料的木材的收集和

燃烧。水电站的运营也为燃煤烹饪和取暖提供了

替代方案。

可靠供电推动了经济增长，也提高了民众收

入。2006–2011年，张掖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1,630美元上升至3,500美元，增幅达114%。在项

目所在地之一的肃南县农村地区，农牧民的收入

年均增长11.1%，从775美元上升至1,3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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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获得稳定供电之前，张慧
萍，这位51岁、有三个子女的母
亲常常需要往返三个小时从遥远
的镇上灌液化气回来做饭。

作为合作伙伴的亚行
2002年以来，参加中国－亚行合作伙伴关系的

省市政府及水电公司通过试点新的技术与融资机

制，促进了甘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

参与相关公司运营的政府官员和电站职工都对亚

行的资助和频繁的项目检查予以高度评价。

亚行代表团经常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充分关

注到影响项目的问题，包括环境与社会因素。负

责三个水电项目开发工作的张掖黑河水电开发公

司董事长朱兴杰表示：“在该项目和亚行的帮助

下，我们公司的项目管理能力得到了切实提高，

我们不仅得到了资金支持，还学到了先进的项目

管理知识。”

他将此称为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用于此类建设项

目的特别好处。与亚行在项目实施中的合作使该

公司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水电项目已经成了

它的“创新旗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清洁能源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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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一家聘请了400名工人的建筑材料
公司的主管陈雷新称，三座水电站
提供的稳定供电提高了本公司的生
产率。

更高的生活质量
有了稳定的清洁能源供应，整个地区的民众都有

了更好的前景，生意成功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甘肃张掖巨龙建材公司的一位经理陈雷新表示，

这些水电站的供电确保了公司的生产能力和产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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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有400名员工，38岁的高超便是其中一

位。他之前在一家小厂工作，如今，他很感谢能

有这份稳定的工作。他说：“我的收入增加了四

分之一，我在这儿的收入超过了485美元。现在我

的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我和妻子可以很方

便地照顾他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清洁能源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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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安邦河自然保护区内的湿地和森林生存的有1,000种植物和530种动物，荷花是其中
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境内，当地方政

府部门告诉他停止耕作珍宝岛保护区的一块土地时，李远

文很焦虑，而且心存不满。

依靠在一块闲置土地上开垦出的20公顷田地，过去12年来，他在

这里种上了玉米、大豆和大米，每年能收入3,300美元～6,500美
元。这块闲置的土地曾是广阔的三江冲积平原上24个官方指定自

然保护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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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0年里，他和其他逐渐进入保护区进

行开发的农民、渔民、牧人和采摘者一样，努力

维系着生计。三江平原不仅是世界上最具价值和

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粮

仓，供养着日益增加的人口。 

但是，许多珍稀动植物物种都已消失，生态系统

自身也已达到临界点。李远文担心，一项拯救和

恢复珍宝岛保护区的协调统一新计划会让他们全

家无法谋生。

如今，李远文是珍宝岛保护区内一个新生态旅游

区的带薪管理员。游客们在生态旅游区内垂钓、

划船、远足、露营、观鸟。通过生态养蜂、向游

客出售蜂蜜和蘑菇，他的收入增加了，远远超过

了务农时的最高收入。 

亚行支持的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项目在六个自然保

护区内，将成千上万公顷土地恢复到了自然状

态。它还保证了受“退耕还湿”直接影响的老百

姓能维持生计，并且，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改

善——不断地通过新的生态智能途径。 

亚行支持的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项目于2005年获

批，在此之前，这里80%的湿地及其周边森林

都已消失。曾经云集的野鸭和天鹅变得稀少，

而东北虎、马鹿和熊已不见了。在这个亚洲物

种最丰富的一个生态系统中，现已有超过20个
物种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全球性受

威胁”名录。而且作为世界最重要的野生迁徙

水鸟繁殖地和中途停留地点之一，该地区也处

于危险之中。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系统本身也濒临崩溃。由于

农民们数十年来滥伐森林，大规模修筑排水设

施、堤坝和沟渠，4 3 2万公顷的天然沼泽和湿

草甸被破坏。自然水流已被改变。湿地及其森

林已到达了无法凭借自然力量自我恢复的临界

三江平原湿地
保护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5年3月

•	结束于：2013年5月

受益人
•	8万人

收入
•	项目覆盖区农民的收入是从

传统农业中获得收入的40倍

已恢复的湿地
•	3,441公顷农田已恢复为湿地

林业
•	栽种树木10,090公顷

•	现有39,769公顷幼林得到了

妥善护理和保护

鸟类
•	六个自然保护区内受到监

测的鸟类数量从2 0 0 8年的

5 1 0 , 5 5 9只上升到2 0 1 1年的

683,612只。

知识
•	许多学校课程设置了湿地保

护章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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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作为曾经采用传统耕种方式的一名农民，李远文现在成了珍宝岛自然保护区
一个生态旅游区的管理员，还经营着环保养蜂业，并向游客出售蜂蜜和蘑
菇，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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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管理员，李远文帮助滋养并
保护了该地区的自然遗产——中国最
大的淡水湿地。

点，也无法继续庇护依赖其生存的1,000种植物

和530种动物。 

黑龙江省副省长孙尧称，保护中国最大的淡水湿

地极为重要。他补充道，“由于许多河流和水系

流入了邻国俄罗斯联邦境内，这里采取行动所产

生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我们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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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合作 
三江平原保护项目所需的资金中，包括亚行的

1,500万美元贷款、全球环境基金的1,214万美元赠

款以及黑龙江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

项目的主要目标为，保护该地区免遭进一步的人

为威胁，并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负责任

的农业之间最切实可行的平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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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湿地的新生态途径让一度被破
坏的432万公顷天然沼泽和淹水草
甸恢复了生机。

相关工作包括：流域与湿地自然保护，为生活在

该地区的人实施替代生计计划以及提高公众意识

的推行活动。在退耕的农田上种植了新的树林，

对现有森林进行改良以便帮助土地涵养水分并抵

御水土流失。诸如李远文曾经耕种过的地块之类

的农田也被重新恢复为湿地。宣传推广活动帮助

项目获得了社区的广泛支持，并让公众重新认识

到湿地对该地区及其民众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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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鸟类数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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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提供了设备、车辆、电脑和照相机，保护湿

地免遭非法耕作、狩猎、捕鱼和火灾的侵害。珍

宝岛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科长张福林表

示：“这些显然都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管理湿地、

科学研究和鸟类监测方面的技能。”

知识转移
该项目关注六块自然保护区内的试点工作，从而

寻找最佳做法并加以传播，供其他地区复制。这

些做法包括保障农牧民的福祉，因为一旦开始生

态恢复工作，这些农牧民不得不停止以过去的方

式利用湿地。 

亚行高级水资源专家小林嘉章（Yo s h i a k i 
Kobayashi）指出，“环境保护需要当地人的理解

和支持。必须为受其直接影响被迫放弃耕种及开

采自然资源的人提供替代生计。”

智能农业带来的优势
项目进行替代性生态农业的试点工作，这种生产

方式在保证农民收入不降低的情况下，大幅缩减

了自然保护区内的耕地面积。例如，在七星河保

护区内搭建温室并将其租给农民后，农民的收入

比在过去更大面积的农田上采用传统耕作方式时

大幅增加，最高达到了以前的40倍。

张良耕种的农田被纳入项目恢复计划时，他已

在这块原本是自然保护区的十公顷土地上种玉

米六年了。如今，他在总占地面积不超过1,050平
方米的三个温室里种西红柿，占用的土地不到

之前的1%，但是年收入却从4,410美元增加到了

6,860美元。

张良现在感到很高兴，他需要照看的面积更小，

而且与原来的田地相比，温室离自己的家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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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次，有多达1,000人参加在
安邦河自然保护区教育中心举行
的提高湿地保护意识的宣传推广
活动。

 “我知道湿地在气候
变化、保护鸟类及其
他物种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近。他计划提高产量，将自己的年收入提高到

10,290美元，这是他在项目实施前收入的两倍

多。 “过去我总是觉得湿地不过是草地。” 他
说，“现在，我意识到它们在气候变化。保护

鸟类和其他物种以及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项目合作伙伴为了在三江平原各地推广这种意

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为当地社区制作了

海报、视频和手册，而省级电视台也对项目进行

了报道；此外，有关方面还开设了面向教师和地

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课程。在许多学校，湿地

保护成了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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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贵，1976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安邦
河自然保护区，他在谈到保护区
内发生的变化时非常感动。

学习热爱大自然
去年，胡艳梅一直在小学讲授湿地保护课程。她

每年至少带学生去附近的七星河自然保护区进行

一次郊游。她说，“我发现，当我向他们展示天

然栖息地中的植物和鸟类的照片时，过去几乎没

有机会参观湿地的孩子们现在非常着迷。” 

过去14年一直在安邦河自然保护区的教育中心授

课的朱让华对环境更新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原本

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化工厂分析员的她现在

说，她转而成为一名教师，部分是“由于我对这

家工厂产生的污染物的影响非常担心。” 

她在位于哈尔滨的东北林业大学以及中国香港选

修了一些课程并参加了培训，让自己拥有了足够

的知识储备来讲授湿地教育课程。张让华每年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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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办七场关于保护自然保护区及其生态系统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的教育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多达

1,000人。 

衡量实际进展
除了在黑龙江省及中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的模

式和最佳做法，项目还为中国的湿地恢复和保护

实际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将3,441公顷的农田恢复

为湿地；在六个自然保护区内新建了10,090公顷

的种植林园；着手对39,769公顷的现有幼树进行

适当处理、培育和养护。它还帮助编写了各流域

及各自然保护区的水资源管理规划。 

参加“退耕还湿”计划的农民的收入水平要么保

持不变，要么有所增加——例如在大佳河自然保

护区，这些农民的收入提高了12.9%。  

62岁的郭贵1976年后一直住在安邦河自然保护

区，还曾经担任保护区旅游部门主任，现在仍然

以志愿者的身份为保护区工作。在谈到保护区所

发生的变化时，他的感动溢于言表。 

“农民和其他当地居民产生的污染减少了，水质

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空气质量比城市好多了。

鸟儿也变多了，而且现在经常看到以前从未见到

过的珍稀物种。”

六个自然保护区内的鸟类监测结果显示，鸟类数量

由2008年的510,559只上升至2011年的683,612只。在

兴凯湖自然保护区，我们注意到，在筑巢区成

对出现的鹳的数量从2005年的9对上升到2011年
的44对。在七星河及兴凯湖自然保护区，所记录的

丹顶鹤数量从2004年的30只上升到2011年的44只。

白枕鹤的数量从17只增加到58只。 

在七星河保护区内，崔守斌对白鹭进行了追踪，

发现其数量由2011年的600只上升至201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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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只。过去七年，他一直在该自然保护区的

科研部门工作。作为本项目的一部分，他帮助绘

制了一份卫星监测地图，提高了湿地管理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 

崔守斌很高兴看到自然保护区迎来了更多国内

外游客和科研人员。“我深信，我们在湿地管

理上的收获，以及在珍稀候鸟栖息地方面的工

作对于三江平原、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非

常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重要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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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住民社区小村庄的妇女来说，向游客出售民族特色饰品和手工艺品成为了增加
收入的新途径。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

受游客欢迎的改变

亚行将世界上曾经饱受战争蹂躏的一个地区转变为了欣欣向荣

的旅游目的地。 

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摆脱了几乎赤贫的生活，逐渐能够自给

自足，而且未来会更好。 

2003年，亚行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和越南这

三个国家实施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旅游开发项目。当时，

这些经历了数十年武装冲突的国家仍处于恢复阶段。该项目于

2011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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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国家一共使用了3,50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

亚行分别向柬埔寨、老挝。越南分配资金1,560万
美元，1,090万美元，和850万美元。该项目是亚

行促进GMS国家亚太地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一

个范例，其中就包括湄公河流域。 

数以百万人口直接和间接受益于该项目，寡妇 
桑姆  •  琦特（Som Chit）即为其中之一。她和四 
个年幼的女儿从老挝南部搬回自己的出生地 
孟威（Ban Vieng Neua），在那里通过种植水稻 
和养猪勉强维持生计。养猪失败后，她和女儿们

几乎无法靠收获的一点粮食生存。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
和亚行的所有其他行动一样，该项目也寻求通过

尊重环境和文化的方式扶贫并促进经济增长。

这种战略方法将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项目带到

了桑姆  • 琦特的出生地。项目将其出生地命名

为“文化村”。项目资金首先让她在孟威的一

家家庭旅馆获得了清洁工的工作，然后又向她

提供了手袋设计培训。她更加自信了，还学会

了编织技能。 

这些技能加上她对老挝妇女的传统裙装（又

称“sins”）富有想象力的设计，使她的年收入提

高了340美元。她所缝制的sins的销售收入，让她

能养活家人并将四个女儿都送到学校读书。

桑姆 • 琦特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村民

和女儿们的尊重，因为我能支持他们。”

从老挝北部山脉艰苦跋涉前来的勇敢游客现在能

住在当地人家中或社区建成的旅社中。他们还可

以购买桑姆  • 琦特和其他人编织的色彩鲜艳的

裙子和女衬衣。

大湄公河次区域 
湄公河旅游开发
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2年12月

•	结束于：2011年4月。

受益人
•	超过300,000人

就业机会
•	创造约60,000个工作岗位 

影响
•	在项目实施期间，旅游业创

造的外汇收入增幅为：柬埔

寨，415%；老挝，237%；越

南，439%

贫困
•	柬埔寨，贫困率从35.9%降至

30.1%；老挝，从38.6%降至

27.6%；越南，从28.7%降至

13.5%

保障未来
•	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旅游

业法律中贯彻了有利于穷

人、基于社区和可持续的旅

游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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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过去游客为了参观位于琅南
塔省南哈河国家保护区中的村庄、
山洞及考古遗址等景点，必须徒步
跋涉崎岖的山脉和森林，现在由于
道路和机场升级改造,通向旅游目的
地的道路得到改善，老挝变得更加
受游客欢迎。

改善游客体验
这三个湄公河流域国家如果希望吸引更多游客，

首先需要改善其基础设施。 

项目在老挝修建一个新的航站楼和控制塔以及一

条1,600米长的跑道，因此琅南塔机场现在可以起

降更多飞机，容纳更多旅客。它还升级改造了通

向关西瀑布的26公里道路，后者现在已经成为旅

游热点目的地。这使得从附近琅勃拉邦抵达该地

的时间缩短了一个半小时以上。 

项目还修缮了通向该国甘蒙省美丽的空楼洞

（Konglor Cave）的36公里道路。该景点每年

接待的游客数量在七年内从仅仅300人上升至

6,700人。

在柬埔寨的暹粒市，利用项目资金该市用全新的

下水道、排水沟以及雨水溢流闸箱取代了陈旧过

时的排水管网，帮助降低120,000人口罹患水媒

疾病的风险，并消除了严重洪灾；除此之外，每

年有数千游客来到该市参观世界著名的吴哥窟寺

庙群，因此项目的实施还提高了该市对游客的吸

引力。

在越南，该项目下的美富（My Tho）游客码头开

发工程在前江省建造一座景观公园，利用钢制浮

动码头加固了河堤，并新建了一座客运码头。 

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立竿见影。在新的排水系统

完工之前，暹粒市的国际游客参观人次就增长了

47%，酒店和家庭旅馆数量增加了46%。 

即使只升级改造几公里的道路也会带来丰厚的经

济回报和社会效益。得益于对连接金边和柬埔寨

金边大屠杀纪念馆的6.3公里道路进行了升级改

造，参观纪念馆的游客数量从2002年的25,000人
次提高到2010年的241,000人次。该工程还带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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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亚行提供的1,093万美元资金柬
埔寨的暹粒市用全新的下水道、排
水沟和雨水溢流闸箱取代了陈旧过
时的排水管网。

业、收入、生活水平提高的连锁效应，而这一切

都与旅游业发展相关。

除了升级改造老挝和越南两国旅游目的地的公

共集市的基础设施外，项目还帮助其改善经营

管理。

项目与集市主管部门密切合作，以合理的日使用

费为基础制定租赁协议。这些新的协议取代了以

前要求一次性支付高额费用的旧协议，并且确保

了多数当地人有能力在短期内租赁摊位出售产

品。项目还支持了面向商贩的商业与接待技巧培

训，并帮助他们理解国际游客的需要。

试点新方法
通过在老挝签订公、私、社区三方合作协议，项

目促进了社会与经济包容以及环境可持续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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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亚行出资119万美元对
连接金边和柬埔寨金边大屠杀纪念
馆的6.3公里道路进行升级改造，
使参观纪念馆的游客数量从2002年 
的2 5 , 0 0 0人次提高到2 0 1 0年的
241,000人次。

长。此类协议正式规定了公私利益相关方在旅游

景点，如山洞和瀑布，经营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以及收益分享。这让附近居民可以从保护和维护

自己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中获得一定利益。 

项目帮助所及三个国家以谨慎且可持续的方式，

通过保护世界最大的河流之一而受益。 

就河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而言，5,000公里长

的湄公河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亚马逊河。对于

自然爱好者来说，这意味着可以观赏珍稀动物，

如短吻海豚和湄公河巨鲶，还可以前往老挝南部

4,000多座岛屿中的一部分。在内陆，丰富多彩

的地形为游客骑自行车、爬山、徒步跋涉、探索

山洞以及玩皮划艇提供了绝佳去处，这些地形包

括奔流的山涧、喀斯特石灰岩、草地、湿地以及

丛林。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受游客欢迎的改变

49



50



反面：亚行的支持使更多的游客能
体验5,000公里长的湄公河及其支流
的美景，湄公河是世界第二大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仅次于亚马
逊河。

项目提高了湄公河地区的游客流量之后，一位旅

行者就设计了如下行程：通过高空索道观赏瀑布

和丛林树冠，而后在竹子和树木做成的高空木屋

中住宿。

游客在冒险之余，还可享受美食。除提供更传统

的地方餐饮外，老挝的一些厨师还推出了地方特

色美食，吸引游客前来品尝。

亚行出资的投资项目已改变该地区的出行。

当亚行的高级项目管理专家史蒂文 ·斯奇巴尼

（Steven Schipani）于1998年第一次考察老挝北部

时，从边境城镇会晒到琅南塔的172公里路程，花

了两天时间。他说，“现在只要5个小时。而且你

可以在道路两侧欣赏到很可能是湄公河地区最美

丽的风景——山脉和森林，而且村庄、山洞及考

古遗址等景点分布在道路两旁。”

游客更多，收入更高
来到这三个国家的外国游客人数从2002年的1,700万
人次上升到2010年的3,000多万人。2010年，旅游

业创造的经济产出估计达220亿美元，并提供了

420万个工作岗位。

到2015年，外国游客的数量预期将超过5,000万
人次，并且帮助在项目所在国家支持730万个工

作岗位。

从家人工作所在的旅游地区汇到贫困的农村老

家社区的款项也已增加。亚行在2010年进行的一

项研究表明，在暹粒市和金边的酒店工作人员

中，75%的人会将工资汇给家乡的亲人，平均每

月汇款额超过120万美元。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受游客欢迎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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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级改造通往老挝关西瀑布的道

路之前，52岁的布阿潘  •  占塔瓦迪
（Bouaphan Chanthavady）和家人
生活在贫困中。她通过向游客出售
食品，极大地改善了自己和家人的
生活。

女性现已占据了三个国家旅游业50%以上的工作

岗位，而这正是项目的性别平等行动的目标之

一。

现在，当收成欠佳导致家庭收入过低时，旅游业

和小生意为许多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补充。琅勃

拉邦省信息、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奥内占 • 苏万纳

卡特（Onechan Souvannakat）称，“人们抓住

了行业扩展带来的机遇”，而且已经“学会了做

生意。”

在老挝琅南塔的夜市中，几乎全部65个摊位上的

商贩都是女性。这个夜市是该项目支持并于2006年
建成的一批工程之一。 

她们在那里卖食品、手工艺品、纺织品、服装及

首饰。对于阿卡族原住民社区小村庄的妇女们来

说，向游客出售民族特色饰品和手工艺品已成为

增加收入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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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旅游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多数旅游业

从业者为小商小贩，当地社区能迅速感受到充满

活力的旅游业的影响，而且由此带来的好处涉及

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让我们看看克木族居住的塔本（Thapaen）村居

民的情形吧。

在通往附近的关西瀑布升级改造之前，52岁的布

阿潘 • 占塔瓦迪仅靠自给农业勉强糊口。每年总有

两三个月，她和丈夫的粮食几乎完全不够吃。他

们没有车，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或看病，他们必

须在一条泥泞的小道上步行一整天才能到琅勃拉

邦镇上。布阿潘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在家中生下

了八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

新的道路通车后，她开始在瀑布的入口处卖清汤

面和水果。 布阿潘说，良好的道路和旅游服务设

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商人，她的生意越来

越红火。道路让塔本的村民进城更加容易。“我

丈夫和儿子现在在镇上工作，每天骑着自己的摩

托车往返。”

布阿潘的生意越来越好，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150美
元。丈夫用她赚的钱买来混凝土砖瓦，为家人盖

了新房子。她还能每个月缴纳一美元为家人购买

医保，并为一个孙子买了新衣服和书。

布阿潘说，“我们的生活改善了，未来应该会

更好。”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受游客欢迎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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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的沙昆塔拉（Shakuntala）和女儿沙米（Shammi）利用一家自助团体提供的贷款，在
芒格洛尔的本加勒（Bengare）地区开了一家商店。

印度

从生存到发展

无论按照任何标准衡量，亚行的卡纳塔克邦城市发展与海岸环

境管理项目都堪称一项巨大的事业，而其目的则是改善100多
万居民的生活。但是对于住在芒格洛尔市穆拉卡德（Mulakad）贫

民窟的31岁家庭主妇维马拉（Vimala）来说，她所需要的不过是生

活必需品和肯定其生命价值的简单理念——尊严。

维马拉家里有一个卫生间。她说，“修建卫生间让我们的环境变

得干净整洁。女人会觉得更安全，因为她们再也不必在露天小

便。这让我们获得了尊严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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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印度卡纳塔克邦绵延300公里的西南海

岸一直苦于基础设施不足。暴雨排水沟不足导致

季风季经常会出现洪水泛滥。供水服务不稳定，

而且居民用来汲水的水井因海水而被污染，达不

到饮用标准。环境卫生欠佳威胁着公众的健康。

加尔瓦尔、芒格洛尔和乌杜皮等城镇的地方政府

无法提供能够使其辖区成为新的商业、贸易和工

业中心所需的资产和服务。该地区实现经济健康

增长的前景黯淡。

1999年，在印度政府寻求亚行支持以帮助弥合基

础设施差距并挖掘沿海地区的潜力后，亚行批准

了1.75亿美元贷款用于该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

改善10座城镇和城市的居住条件。

亚行高级城市项目官员绍加塔  • 达斯古普塔

（Saugata Dasgupta）称，该项目体现了亚行和

印度奉行的一体化城市发展理念。“这些策略旨

在扩建及改造重要的基础设施；培养地方政府的

能力，使其更好的提供医疗、环境卫生及其他服

务；保护环境并向穷人赋权。”

效果影响深远
在项目支持下，高达100万人口已经可以享受有所

改善的供水、排水系统以及升级改造后的废弃物

处理服务。总的来说，在项目支持下，已安装了

2,000公里长的供水管道、427公里长的污水管道

以及59公里长的雨水沟。修建了处理能力达1.87亿
吨的数座垃圾填埋场，而且升级改造了172公里的

道路。56,000多位贫民窟居民获得了适当的环境

卫生设施——包括维马拉。

公众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昆达普拉市议会主任

官员戈帕尔 • 克里希纳（Gopal Krishna）称，“由

于城市环境得到改善，水媒疾病发病率大幅度

降低。”

卡纳塔克邦城市
发展与沿海环境
管理项目

日期
•	批准于：1999年10月

•	结束于：2009年11月

受益人
•	多达100万人现在可享受到改

善的供水和污水及固废体管

理服务

•	升级改造后的公路为120万人

的出行带来了便利

贫困
•	项目所覆盖的区域，贫困率

下降了23.5%

税收
•	在2000–2010年期间，自治

市财产税收入每年上升14%

生产率
•	以前花在取水上的时间，现

在用来赚钱和陪伴家人

•	由于自助团体提供的商业贷

款，收入有所增长

印度：从生存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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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达普拉的居民现在拥有全天
24小时不间断的供水，生活也
因此变得更加轻松了。

30岁的拉瓦萨蒂（Vasanthi）住在昆达普拉的

卡尔维凯里区，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她是项目

受益人之一。她说，“我们的孩子过去因为喝

水井中大上来没有处理过的水，经常得病。有

了清洁的饮用水，她很少再得拉肚子这样因饮

水引起的疾病。”

昆达普拉的阿什雷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

善。100户家庭现在可享受全天24小时供水。65岁
的昌杜（Chandu）是一个大家族的女族长。她

说，“在我们这个大家族，我们的多数时间都用

在从一口露天水井中取水上了。自从我们接了自

来水，生活就变得轻松多了。我们现在有更多的

时间干家务活，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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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海岸线
在项目的支持下，在巴特卡尔、加尔瓦尔、芒格

洛尔和乌杜皮安装的新污水处理厂帮助缓解了卡

纳塔克邦海岸线沿线的污染。芒格洛尔污水处理

厂每天可处理4,350万升污水，为该市30%的人口

服务。受益于这座污水处理厂，芒格洛尔现在位

列印度最清洁的城市。

芒格洛尔的市政法人已签署了一份协议，将处理

后的中水出售给位于芒格洛尔特别经济区的一个

产业集群。这有助于节约有限的水资源，并带来

可用于城市服务的额外收入。

该市政法人的联合专员奈卡（G.D. Naik）称，“在 
三级污水处理厂经处理后的污水进行二次处理

后，特别经济区将使用这些经过二次处理的污

水。”根据该协议，特别经济区将承担该污水处

理厂70%的维护成本，而市政法人将承担其余的

30%。市政法人还做出了逐户收集垃圾的安排。

项目还帮助三个沿海区制定保护规划，并建立空

气与水质监测站。为此，这三个沿海区栽种了

2,000公顷红树林以防止海岸侵蚀。

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
项目的一个目标是，通过改善税费征集，加强市

政服务。

很少有人愿意支付账单，但阿诗瑞（Ashray）村

等地的居民现在理解了自己向政府交纳的费用与

其获得的服务之间的联系。昆达普拉沿海城镇的

市议员乌梅什（Umesh）称，“既然居民获得了

全天24小时的供水，就应该对自来水计费，而居

民应按时付费。”

昆达普拉的水费收入从每年13,000美元增加到

158,000美元。昆达普拉的市场综合大楼的建设资

印度：从生存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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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自本项目，每年可获得约24,000美元租金收

入，而市议会办公室也设在该大楼内。议会计划

将这笔收入用于建造另一座市场综合大厦，供本

地商人使用——这座大楼又会带来更多收入用于

市政服务。

芒格洛尔是项目所覆盖的10座市镇之中最大的一

座城市。这里所有家庭都安装了水表，每年可因

此产生约530,000美元收入。 

该项目帮助芒格洛尔将800,000个此前未核定税额

的财产纳入财产税体系。这使城市多数地区的财

产税收入增加了一倍。在该项目的帮助下，税收

体系实现了电脑化，而且会计准则得以改进，公

众投诉体系得以落实。 

来自内部的帮助
本项目的经济发展计划核心是成立近2,500家自助

团体，覆盖约30,000户低收入家庭。

在两个区域性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这些自助团

体向当地居民、企业和企业家发放贷款。在总额

达190万美元的贷款中，800,000美元来自会员自

己的储蓄。每个自助团体拥有20到30名会员，这

些人每个月还会开一两次会，并接受创业培训。 

在这些团体的贷款帮助下，芒格洛尔的本加勒区

的渔民成为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均得到提升

的诸多受益者之一，而这些团体通常设立在人

们没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的地方。负责监督本

加勒地区60家自助团体的普拉蒂巴（Pratibha）
称，“对于像买船和渔网、建房或开杂货店等小

生意等这样的活动，我们最高可提供3,300美元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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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像本加勒那家一样的自助团
体的贷款提供了居民创业急需的
资金。

此类小额贷款已经帮助本加勒的女性创业。例

如，吉塔（Geeta）借款600美元，开办了一家美

容院。沙昆塔拉和女儿沙米利用1,160美元贷款开

办了一家杂货店。

超越目标
项目超额完成最初制定的基准。它将该邦的日

均供水量提高了3.05亿升，比最初的目标高出

44%。日均污水处理能力提高了1 .3亿升，高出

目标83%。

由于效果好于预期，加之项目的效率降低了预期

成本，卡纳塔克邦城市基础设施开发与金融公司采

取不常见的步骤：向亚行申请将其贷款额从1.75亿
美元削减到1.45亿美元。

项目还改善了参与项目的各个自治市的运行以及

全邦范围内对城市开发的管理。卡纳塔克邦城市

基础设施开发与金融公司已经成长为该邦获得外

部援助的城市行业项目的主要负责机构。

印度：从生存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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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支持邦政府的改革计划，项目提高了地方城

市政府的执行力及收入。该改革计划也已成为印

度全国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典范。

其他创新包括：城市地方团体鼓励自助团体参与

收集市政固体废弃物，以及社区广泛参与贫民窟

改造子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项目的创新方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教训。

其一便是：这些地区的小额投资（如小额贷款、

自助团体的成立、低成本环境卫生设施和技能的

提升等）不仅能产生较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而且

还能同时帮助强化地方对项目的支持。 

创新扶贫
最重要的是，项目及其所建立的持续活动帮助打

破了弱势群体的贫困圈。卡纳塔克邦城市基础设

施开发与金融公司研究发现，自助团体会员的日

均收入从团体运转之前的0.50美元上升至运转后

的2.40美元以上。

渔民家庭往往属于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现在能

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这应直接归功于

项目的帮助。

40岁的本加勒居民马利克（Mallika），由于自

助团体提供的一笔贷款，家庭月收入已经提高

到了500美元；这笔收入能让她的丈夫购买新的

捕鱼设备，并将女儿送到芒格洛尔的一家私立

学校读书。 

马利克说，向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家庭提供小额

贷款，为这些家庭创造了巨大的收益，同时给他

们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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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学的二年级学生正在排队上厕所。

蒙古

教与学的革命

40年前，乌德加拉夫 • 登贝尔勒（Udelgarav Demberel）成为

了一名教师，因为她喜欢孩子们，并希望帮助他们实现自

己的梦想，取得人生成功。

然而，这并非总是容易的事。1997年，当她开始在乌兰巴托索格

诺克哈尔克汗（Songinokhairkhan）区的伊雷杜伊综合学校教化学

时，拥有的唯一教具是黑板和粉笔。这里的小学生只是简单抄下

她写在黑板上的一切东西——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而不是现

在教育界往往很流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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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教育发展
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6年6月

•	结束于：2012年3月

受益人
•	超过240,000名学生

•	约21,900名教师

入学率与巩固率
•	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

2006–2007学年的92%上升

至2010–2011学年的99%，
同期中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

91%上升至94%

•	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辍

学率从2007年的2.3%下降至

2011年的0.8%

质量
•	已制定并批准国家课程框架

•	已编写新的课程和教材

•	培训了3,000多名教师

就业机会 
•	来自 6 所示范职业学校的

4,500多名毕业生在毕业后的

6个月内获得了工作

这些是化学课，但学校没有实验用的设备或

资料。 

在亚行资助的第三个教育发展项目的支持下，所

有这一切都在2007年发生了变化。伊雷杜伊综合

学校获得了新的设备和设施，包括一间化学实验

室，一座信息通讯技术中心和一间电子图书馆。

教师接受了全新的国家教育标准与教材的培训，

并开始使用课程指南。

乌德加拉夫说，“我们的教与学活动现在以实验

室为基地进行。学生可以做实验，而（那些正在

接受培训准备成为教师的）学生来学校练习在实

验室授课。”

实践性学习起了作用。最近几年，乌德加拉夫的

四名学生成为了蒙古国立大学或医科大学的教

师。她的学生在蒙古的国家化学与物理奥林匹克

竞赛中夺得了一枚金牌、四枚银牌和两枚铜牌。 

索尔扎尔嘎勒 • 巴亚拉（Zoljargal Bayaraa）是另外

一名见证了亚行项目带来的重大变化的教育工作

者。她还记得，赛音山达的职业培训与生产中心

过去的设备非常差，学生不得不带上自己的厨房

用具来上烹饪课。但是在项目资金的支持下，学

校进行了重大改造，之后拥有了一个装备齐全的

大师级车间。索尔扎尔嘎勒说，“学生了解了餐

馆使用的全套标准设备，而且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找到了工作。”

直至2013年一直担任该中心校长的德尔格巴 • 卢维

萨姆策伦（Delgerbat Luvsamtseren）说，“过

去，由于学校的车间几乎空无一物，我们一直是

在校外开展实训。我们没有设备。项目让我们不

但有能力开展校内实训，而且拥有了用于土建和

烹饪的大师级车间，入学人数也增加了。”

蒙古：教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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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现在利用第三学校全新的自然
科学实验室设备做实验。 亚行的项目还支持举办了有当地雇主们参加的为

期一周的培训，帮助他们制定满足他们需要的培

训模块。

早期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在来自前苏联的补贴停止而且

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后，蒙古的教育工作者

竭力维持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显著成就。教育支

出和质量双双下降。建筑和设施失修，许多学校

被迫关闭。到1996年，初等教育的入学率下降至

94%（相比之下，1986年为100%），中等学校的

入学率则降至63%（相比之下，1986年为87%）。

辍学率也上升了。 

特别是偏远及贫困地区深受打击，例如该国东南

部的东戈壁省。采采戈马  • 格尔吉（Tsetsegmaa 
Gelgee）是在东戈壁省省会赛音山达的第三学校

读书的四个学生的母亲。她说，“农村学校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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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音山达的职业培训与生产中心现
在拥有设备齐全的大师级厨房用于
烹饪教学。

市学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我们的学校不如乌

兰巴托的学校。” 

21世纪初，三分之一以上的蒙古人生活在国家贫

困线之下——每天的收入不到0.75美分。农村地

区没能公平地享受到全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而且农村的贫困率远远高于城市。

教育文化科学部项目协调员班迪 • 拉德纳（Bandii 
Radnaa）说，“可用技能与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

技能之间不匹配，由此导致的高失业率和就业不

足是贫困的重要原因。” 

学校过去一直坚持中央计划时代的课程，而这些

课程几乎完全没有向学生传授在新的市场经济下

蒙古：教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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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及找工作所需的知识或技能。教师缺

乏相应知识，而且使用的方法过时，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那些合格的老师放弃了教学工作，

接受了不断扩张的私营部门颇具吸引力的工作

岗位。更糟糕的是，教育体系过去一直不接受现

代学习模式。

加快改革步伐
亚行已成为蒙古教育行业最大的外部支持者。在

重建其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这种支持至关重要。

到2006年，亚行的两个教育发展项目帮助扭转了

入学率下滑的局面，并改善了教育质量。这两个

项目都得到了其他开发合作伙伴的协助，包括日

本政府和北欧发展基金。 

在于2006年获批的第三个教育发展项目中，亚行

与政府密切合作，加快了改革步伐。 

该项目将基本的初等义务教育从 1 0年延长到

12年，其经费中有1,300万美元来自亚行贷款，338万
美元由政府出资。它的重点是制定国家课程与新

教育标准，这些标准达到了国际水准，并使得教

育体系能更加积极地满足企业与行业的需要。 

到2012年项目结束时，新的国家课程框架和更新

后的教育标准业已开始实施，新的教材已编写完

毕，并有3,000多名教师得到培训。 

项目向68所示范小学与中等学校提供了教与学资

料，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与软件以及学校用具，教

师接受了培训。这些学校作为特定科目的示范学

校，与其他学校分享了自己的专长与经验，并向

后者提供了支持。

六所示范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学校得到了翻修改

造，并获得了新的教学资料。项目向每所学校提

供了培训设备，以便向学生传授劳动力市场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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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校的改造工程包括更换很难
开关的旧窗户。要及缺乏的手艺和技能。重点行业包括建筑、耕

作、食品生产以及汽车维修。六所学校的宿舍得

到了修缮，以便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住校。

总之，一共有240,000多名学生及21,900名教师受

益于该项目。在项目实施期间，毛入学率持续上

升。在2010–2011学年，初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

99%，而中等学校的入学率达到94%。辍学率从

2007年的2.3%下降至2011年的0.8%。

参与该项目的教师称，项目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

于学习借鉴并分享良好做法。通过确立68所示范

小学和中等学校，项目创造了一种体系，在这种

体系下，更具天然优势、更加现代化的学校能与

全国各地的其他学校分享知识与资源。   

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力
项目的另外一项成就是，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力

得到了更好地保障，其中包括残疾人及来自农村

贫困家庭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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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及两个兄弟一起在牧区长大的奥云希麦格·
别列格巴亚尔（Oyunchimeg Bilegbayar）决定学

习土建，以便能在一个日益兴旺的行业就业。

但是她突然患病，被迫将计划推迟两年。到她

能够申请时，两所职业学校却告诉她，她的年

龄太大了。

但是，接受项目资助升级改造后的赛音山达的职

业培训与生产中心接纳她入学就读。现年20岁的

奥云希麦格于2014年底从土建专业毕业，并且对

这所职业中心将学术课程与实践课程结合的做法

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可能被部分人看做男性

主宰的行业中，她的性别并没有成为障碍——尽

管她的30名同班同学中，只有8名女生。

她说，“我希望亲自动手做事，这可以帮助我更

好地理解土建背后的理论。”奥云希麦格计划到

大学学习土建工程。 

更多机会
像奥云希麦格这样接受过培训并且拥有技能的年

轻人，就业机会日益增加。2013年，和她毕业于

同一所职业中心的毕业生中，60%在毕业后的6个
月内找到了工作。 

学生对学校的学习方法、与当地公司结成的学徒

制以及自己的美好前景充满热情。16岁的布吉 • 纳

兰巴托尔（Bumchin Naranbaatar）说，“我想开

一家餐馆，自己当老板，自己管理，自己做菜。

东戈壁省的旅游业正在不断增长，这儿应该有许

多商机。”

据教育文化科学部高级专家乌尔其蒙德  •  冈包勒

德（Ulziimend Ganbold）称，在过去，许多蒙古

人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看成进不了高中的第二

选择，而且主要吸引的是穷人家的孩子。乌尔其

蒙德还是本项目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专家。项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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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现在从六岁开始上学，
不再是七岁。一年级的教室拥
有学习和玩耍的空间，以便帮
助这些年幼的学生适应全新的
学习环境。

目对示范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设施进行了升级改

造，从而改变了这种观点。 

“提供教师培训机会，并且提供教与学资料，增

进了公众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学校的信任，并

改善了这些学校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乌尔其

蒙德说，“例如，许多父母和大厨师希望看到全

新装备的大师级训练实习作业班。”这充分解释

了为什么在项目期间，示范学校的入学人数从

4,405人跳升到6,259人。

已感受到蒙古教育体系在稳步改善的学生可能

最能理解项目带来的好处。2012年毕业于伊雷 
杜伊综合学校的尼亚木巴雅尔  •  桑巴尔克洪代

夫（Nyambayar Sambalkhundev）说，“我对此感

到自豪，它给了我们机会。”

蒙古：教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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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赛音山达的职业培训与生产
中心的一名建筑专业学生奥云希 
麦格  •  别列格巴亚尔（Oyunchimeg  
Bilegbayar）说，“我们的学校拥有
良好的声誉，良好的设施和优秀的
教师。”

 “提供教师培训机会，并
且提供教于学资料，增进
了公众对职业技术教育和
培训学校的信任，并改善
了这些学校在公众心目中
的形象。”

现在在蒙古国立大学学习采矿机械专业的尼亚木

巴雅尔，正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他说，“我想经

营一家从事金属加工和生产行业的大公司。蒙古

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没有几家公司能为国际

市场生产金属。经营这样一家公司会有利于我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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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需要长途跋涉取水的儿童们现如今有了更多的娱乐和学习时间。

尼泊尔

冲破障碍

在尼泊尔长大的日子里，比帕纳 • 加尔蒂 • 马加尔（Bipana Gharti 
Magar）每天都要穿过一片崎岖地段从离家最近的河里背五

升水回来。只有这样她家才能有足够的水做饭、清洁和饮用。

这是一件令人精疲力竭的事情。14岁的比帕纳回忆道，“从河里

回来必须要爬很长一段路，我们腰背酸痛……感觉累极了。”

比帕纳的这件苦差事于2010年终结，亚行的社区供水与卫生部

门项目为她的村子——丹区的库伊雷帕尼安装了现代化的供水

系统。供水系统先将水抽取到附近的一个储水塔，然后输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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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供水与环境
卫生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3年9月 

•	结束于：2011年4月

受益人
•	超过56.8万人 

•	9万多户家庭的供水得到改

善，4.5万户家庭增添了厕所

基础设施
•	铺设了超过4 , 5 5 0公里的管

道，建成了1,390个蓄水库

医疗
•	水媒传播尤其是在儿童间传

播的疾病得以减少

•	引入蔬菜种植以扩大营养

来源

生产率
•	平均每人每天用于取水的时

间不足2小时

公共管道。比帕纳如今从繁重的日常背水跋涉中

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业和其他家务

劳动。

她说，“在我们家和附近的医院都可享用干净的

饮用水，这改善了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情况……

还可留出更多的时间用于教育。我们家过去很脏,
不好清洁。现在清洁起来容易多了。”

尼泊尔水资源丰富，但比帕纳的故事在偏远的贫

困社区并不罕见。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儿童，

必须徒步跋涉很远的路程从浅井、池塘、溪流或

河流里背回净水，这项工作每天需要花费四小时

以上。

缺乏便利供水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背酸腿疼。

由于清洁度受到影响导致农作物不能正常孕

育。没有卫生设施，一些居民在空地或森林里

露天排便，造成污染并导致儿童易感染的水媒

疾病的传播。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道，在尼

泊尔，腹泻造成的儿童死亡人数在过去高达儿

童死亡人数的1/4。

在21世纪早期，30%的尼泊尔人享受不到现成的供

水，农村地区不到1/5的家庭（17.5%）拥有正常的

卫生设施（即室外或室内厕所）。 

妇女们承担多数的额外工作，往往由她们承担日

常找水和运水的工作。弱势阶层和少数民族成员

有时会被剥夺平等享有便利供水的机会，因此他

们也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尼泊尔寻求帮助缓解这一问题。2003年，亚行在

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s）进行可行性研究

和讨论后，批准了一笔2,400万美元的贷款。贷款

占到项目总成本的三分之二，其余部分由政府、

当地机构和居民出资。该项目要求在各项业务中

加强社区合作，符合亚行在尼泊尔的战略。 

尼泊尔：冲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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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农民，尤其是妇女儿童，过
去需要长途跋涉地背取井水、池水
或溪水。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服务
盲区”提供服务
该项目于2011年结束，为超过56.8万人带来了干净

的水资源并改善了卫生条件。  多数受益人住在贫

困地区和尼泊尔的许多偏远地区。

该项目通常在社区设置水龙头或水泵，超过9万户

家庭得到基本供水服务。约4.5万户家庭和354所
学校新建了厕所。总共铺设了4,550公里的输水管

道，建成了1,390个蓄水库。

该项目在设计中采用基于绩效的办法，确保完成

既定目标。每个项目社区须在指定建设阶段结束

前实现50%的卫生覆盖率,并在实施中期阶段达到

100%的卫生覆盖率。项目对伙伴非政府组织的贷

款支付与这些基准指标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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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帕纳 • 加尔蒂 • 马加尔（Bipana Gharti Magar）（图右）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
不必再长途跋涉为家里背水。

尼泊尔：冲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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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帕 • 阿勒（Dipa Ale）不必再
担心污染的水资源和糟糕的卫
生情况会危及孩子们的健康。

 “孩 子 们 更 干
净、更安全，
也更健康。”

该项目强调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尼泊尔供

水和污水处理部门的员工负责管理这项工作，引

入174个非政府组织负责提供社区教育和技术援

助。每个社区受到由当地居民和社区领袖组成的

用水和卫生委员会的监督。 

该项目走出传统做法的局限，除了建设实体基础

设施外，还提供广泛综合的社区开发和相关许

可。采用了分散式的服务交付方法，这是由于人

们认识到强有力的社区参与对于确保资产和服务

的价格合理和维护得当而言至关重要。 

例如，在比帕纳所在的村子库伊雷帕尼，用水和

卫生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并从居民中征集免费

劳动力建设供水系统。委员会对从私营水龙头取

水的家庭每户每月收取1美元。这笔钱用于支付电

费、修理费、保养费和其他使系统维持良好运营

和保养状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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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庭正在感受现成可用的净水带
来的好处。

从该项目建成的公共水龙头取水的家庭每月支付

约0.2～0.5美元水费，即使是最贫困的家庭也能够

负担得起这个金额。现在，该项目地区的家庭平

均每天花费两小时用于取水，而项目完工前是四

小时。  

这些家庭认为节省的时间和淡水本身一样珍贵。

每天长途取水让母亲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变少了。

德瓦·卡德卡是一位27岁的母亲，有一儿一女，她

这样描述供水系统没有覆盖到她所在农村社区的

日子，“我们没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很难照

顾到孩子们。但现在，我们有时间和他们坐在一

起，给他们辅导功课。”

尼泊尔：冲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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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现成的供水，西塔 • 阿勒 • 马加尔
（Sita Ale Magar）就能从种植经济作
物中赚到更多的钱。

促进农业繁荣，改善健康
状况
毫不奇怪，更多的水意味着更好的农业耕作。如

今，农民可以有更充足的灌溉水源和照料庄稼的

时间。 

“我正在种植菜花、洋葱、大蒜、菠菜和胡萝卜

等经济作物”，西塔 • 阿勒 • 马加尔说，她是来自

该国中西部乡村的一位31岁的母亲。其他家庭现

在也可以自己种菜，这样既省钱又健康。 

该项目包括的公共厕所建设也对社区健康状况大

有改善，提高了居民对一些疾病的抵抗能力，包

括一些导致儿童死亡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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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厕所建在房屋附近
有利于减少疾病，尤
其是减少儿童患病的
几率。”

社区领袖和用水与卫生委员会的成员们接受了该

项目针对有关工作人员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重

要性及如何改善这两者的培训。鼓励居民自发加

入这项工作。把一半的时间花费在项目建设方面

的贫困家庭收到了付款，同时他们也得到了优惠

贷款和补贴，这可帮助他们修建厕所。相关机构

报道表明，腹泻和其他水媒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在

项目区大幅下降。

项目经理基肖尔  •  沙科亚（Kishor Shakya）说

道，“把厕所建在房屋附近有助于保持环境清

洁和减少疾病，对儿童尤其如

此……减少妇女照顾患病家庭

成员的负担。”

迪帕 • 阿勒（Dipa Ale）认同这

个观点，她是个农民，也是三

个孩子的母亲。腹泻、痢疾、

贫血和钩虫等疾病在她的地区

已经不再肆虐。她说，“我们

能搞好个人卫生，孩子们更干

净、更安全，也更健康。” 

冲破性别和种姓障碍
该项目鼓励项目社区内的妇女、少数族裔成员和

低级种姓群体参与规划、建设和运营当地的供水

系统。

亚行要求用水和卫生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和一般

成员中至少有50%是女性。备受歧视的达利特

（“贱民”种姓）社区和少数族裔必须在每个

社区中拥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在当地政府和社

区层面提升大家对歧视性做法的意识有助于纠

正尼泊尔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社会服务分配不公的

情况。 

尼泊尔：冲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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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和污水处理部的性别和社会发展专家米什

里 • 普拉萨德 • 什雷斯塔（Mishri Prasad Shrestha）
说道，“如果不能让整个社会参与进来，这个项

目就失去了意义，仅仅提供水而不促进社会包容

性是不够的。”

尼泊尔西南部的拉贾普尔（Rajpur）村是一个

多种姓和族群混居地，包括少数几户穆斯林

家庭；处于印度教种姓制度底端的当地塔鲁族

（Tharus）和达利特族（Dalits）；和处于种

姓制度高端的婆罗门族（Brahmins）和沙提族

（Chhetris）。 

比什努 • 比斯塔（Bishnu Bista）是一位25岁的高种

姓妇女，她在房前和她的低种姓邻居共用了一个

水泵，这在10年前是村子里根本想都不敢想的情

况。比斯塔说，“每个人都用这个水龙头。水泵

是我们一起建的，决定也是一起做的，因此我们

自然而然地一起用水。”

尚塔 • 巴哈都尔 • B. K,（Shanta Bahadur B.K.）是

一名帮助建水泵和厕所的达利特人，他说自项目

开始后社区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49岁的尚塔说

道，“我们在一起挖井，然后搬水泥……我们都

在一起，合作起到很大作用。”

持久的改变
项目地区的供水率由2002年的72%增加到2010年
的89%，没有厕所的家庭数由83%同比减少到

34%。项目完工后居民不断自发地建厕所。 

亚行高级项目官员拉克西米  •  夏尔马（Laxmi 
Sharma）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

保证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必要性”。

干净的水也能冲破社会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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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  •  蓬  • 马加尔（Maya Pun 
Magar）（图右）通过看护库伊
雷帕尼供水系统赚取固定的月
收入。

拉杰普尔（Rajpur）村用水和卫生委员会财务

秘书米纳  • K. • C.（Mina K.C.）说道，“供水过

去是造成紧张甚至冲突的根源之一。高种姓会

阻止低种姓使用便利资源，妇女得奔波数英里

去取水。这引起怨恨、闲言碎语，甚至是暴

力。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都不会经历这些。再

也不会经历这些。”

尼泊尔：冲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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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拉 • 查哈利（Nullah Chahli）村的阿斯马 • 阿齐姆（Asma Azeem）非常热爱重建后的学
校。她说，“我的梦想是成为这里的一名老师。”

巴基斯坦

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地震发生的时候，穆什塔克 • 艾哈迈德（Mushtaq Ahmed）正

在拾柴火。他的双腿软了下来。

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我抱着头坐在那里，眼睁

睁看着房子从山坡上倒塌下来。我妻子死在废墟里。”村里几乎

每个人都有失去的亲人。“有些家庭全家都埋在了废墟中。”

穆什塔克是亲历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有史以来最严重自然灾害

的数百万幸存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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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紧 急 援 助
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5年12月

•	结束于：2011年6月

受益人
•	超过350人

失业率
•	受灾地区的失业率从2005年
的35%下降到2011年的13%

知识
•	重建435所中小学

•	提高医疗和教育机构的知识

和技能水平

交通
•	重建301公里主要公路，492
公里连接公路，53座主要桥梁

电力
•	地震灾区的电网容量得到

翻倍

医疗
•	重建3所主要医院和26家农村

医疗中心

住房安置
•	40多万人收到了重建拨款

那天上午8:52，该国东北部大片山区发生了一场

7.6级地震。死亡人数约为7.3万，超过7万人受

伤。灾难使280万人无家可归，基础设施受到破坏

的地区面积相当于整个比利时的国土面积，灾难

还造成32.4万人失去工作。 

灾难发生的一周内，亚行主导了有史以来在地震

地区最成功、执行最快速的震后恢复行动。

2005年11月14日，亚行设立“巴基斯坦地震基

金”，帮助满足该国最迫切的紧急需求。该基金

旨在为当前的重建、恢复和相关开发活动提供紧

急资金援助。

亚行设计并立即实施了地震紧急援助项目，迅速

调动资源给予支持，该项目于2005年12月13日得

到批准。

最终的赠款和贷款总计4.483亿美元，款项来自欧

盟及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和挪威政府。

亚行组建了一支团队，与巴基斯坦地震重建与恢

复管理局和区域性机构合作，共同评估受灾程度

并确定优先重建地区。在地震震中附近建立卫星

办事处，帮助将资金立即输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地

区。在亚行“重建更美好家园”的理念指导下，

许多受灾地区最终会变得比灾难发生前更加繁

荣，更加充满活力。 

公路重建
地震触发山体滑坡并损坏重要桥梁。当务之急是

恢复道路连通，保证恢复和救灾任务的顺利实

施，帮助幸存者度过喜马拉雅山区的冬季。

位于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rabad）的国家重 
建与恢复管理局首席工程师马利克  • 伊斯拉尔

（Malik Israr）说道：“虽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

理道路，但我们从未忽视更大的挑战，即修复基

巴基斯坦：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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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贾卜 • 古尔（Ajab Gull）在奥基
（Oghi）新修的一条公路上经营
着一家商店，他现在不必再亲自
前往附近的城市进货，货物已经
可以直接送到店门口。

 “我只需要在断货
的时候给供应商
打个电话。”

础设施，使人们能够开始重建家园和营生。亚行

及时提供的支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自2005年12月至2011年6月，

共投入1.48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修理或建设301公里

主要公路，492公里连接公路和53座主要桥梁。 
经过翻修的公路使出行时间比地震发生前平均减

少了一半以上。此举也大幅降低了因交通拥堵而

增加的交通费、燃料费和污染成本。

卡车司机阿什法克 • 阿巴西（Ashfaq Abbassi）是

典型的受益人之一。在地震破坏穆扎法拉巴德和

阿特默夸梅（Athmaquam）之间的公路以前，他

只有一辆车。老公路越来越坑坑洼洼，路面损毁

也越来越严重，他的卡车进修车行的时间比在路

上跑的时间还要长。

他说：“过去从穆扎法拉巴德到阿特默夸梅要花

费7～8小时”该项目的公路修复工作将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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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什 法 克  •  阿 巴 西 （Ashfaq 
Abbassi）过去从穆扎法拉巴德
到阿特默夸梅要花费7～8小时，
现在这个时间缩短了一半。他
说：“我的情况自然好多了”。

了一半。“我的情况自然好多了，”阿什法克

说，他现在拥有3辆卡车。 

阿贾卜 • 古尔在奥基（Oghi）新修的公路上经营

着一家商店，他也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他现在

不必前往伊斯兰堡和拉合尔进货，只需下个订

单，供应商就会将他采购的货物免费直接送到

店门口。他称：“我只需要在断货的时候给他

们打电话”。

恢复供电
该项目在恢复和扩建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用于恢复电力系统的价值

2,480万美元的投资首先被投入到野战医院、帐篷

村和救济营的紧急供电，灾后变得一无所有的人

们在那些地方庇护。

巴基斯坦：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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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用于恢复电力系统的
2,480万美元的投资产生了
效益。

该项目重建了9座水电站，包括重建受损的涡轮

机。还重建了10座变电站、恢复了450公里高压电

线，安装了1,292个变压器，连接上了84，587个消

费者。 

额外的目标是建立电力系统的迅速恢复能力。 
“亚行帮助我们建立了防御工事和引水墙，保护

电厂在未来免受山洪和暴雨侵袭，”哈汀 • 巴拉

（Hattian Bala）的卡塔伊（Kathai）水电站的运 
营维护副主任马利克 • 阿卜杜勒 • 巴西特（Malik 
Abdul Basit）说道。 

更好的学校，更光明的未来 
在重建435所中小学的过程中，为进行质量控制

和加速建设，该项目使用了预制材料。学校修

建用了不到60天的时间，抗震技术还避免了迁

址。使用轻便灵活的弹性材料在地震地区建楼

是安全的。 

该项目还培训了656名教师和328个有关医疗卫

生、灾害管理和急救方面的学校管理委员会。项

目竣工后，地震灾区入学人数由震前的46,007人
增加到52,213人。扫盲率上涨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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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想是以后成
为我们村的一名老
师，这样我就能够
帮助其他姐妹们取
得人生的成功。”

该项目为被灾难破坏殆尽的人们的生活带来 
一些希望。 12岁的桑瓦尔  •  马克布勒（Sanwal  
Maqbool）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和2个姐妹，他的

父亲在6年后死于心脏病。现在他终于可以去一家

安全、设备完善的学校为美好未来而打拼。桑瓦

尔的成绩在班上排第二名。他说：“学校免了我

的学费，还给像我这样的学生提供免费课本”。

每天在从努尔拉  •  查哈利村走去位于查蒂安

（Chattian）的新学校的路上，14岁的阿斯马 • 阿齐

姆（Asma Azeem）都在想着未来。阿斯马说，“我

爱我的学校。”她的成绩在班里名列第一，“我的

理想是以后成为我们村的一名老

师，这样我就能够帮助其他姐妹

们取得人生的成功。” 

重建医院和家园 
亚行的紧急援助还帮助地震地

区重建医疗服务。亚行提供了

2,560万美元基金资助 3家主要医

院和26家农村医疗中心的重建

工程。这些医疗中心每年的平均会诊数由震前的

2.5万增加到12.5万，而医院门诊和转诊数则增加

41%。

哈汀 •  巴拉地区查卡尔（Chakaar）村的居民赛义

达·海德（Saeeda Haider）说道：“我曾经得走差

不多40公里路到穆扎法拉巴德接受治疗。自从哈

汀·巴拉附近有了一家好医院和医护人员，我和我

的家人都觉得更有安全感了。”

另一项重要的成就是重建超过40万间房屋。该项

目让成千上万人有机会自主建造家园，给当地建

材商带来福音，并为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受灾

地区失业率由2005年的35%下降到2011年的13%。

巴基斯坦：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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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学校和家园让孩子们有机会
继续学习，让家人都守候在自己
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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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该项目创新性的外展服务将妇女、儿童和残障人

士等弱势群体的特殊情况都纳入救灾考虑中。 

地震留下了许多寡妇。她们和她们的子女往往会

陷入穷困，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女性通常没有受教

育、自由流动和获得资源与服务的权利。

在一个特殊民生项目部门下设立的一项基金，为

28.2万户由女性主导的最弱势家庭提供为期六个

月的补助金。向1,316名妇女提供免费土地并授予

土地所有权。该项目提供的医疗和教育设施均为

妇女、儿童和残疾人设了专位。 

由大量女性组成的专家团队从四面涌入灾区，向

那里的女性幸存者传授从更好的农耕技术到管账

等一系列广泛技能。来自5,666个村重建委员会

的约1.8万妇女接受了建筑技能培训。接下来，该

项目设立了一个由13名女律师组成的移动法律服

务小组，帮助妇女和残疾人处理由于缺乏身份证

明、土地所有权文件和银行经验而造成的问题，

以及需要律师出庭来解决的问题。

沙希达  •  马克苏德（Shahida Maqsood）一家五

口住在阿伯特阿巴德（Abbottabad）附近的拉拉

（Rara），他说：“地震发生时，我们失去了房

子、农庄和牲畜，我们失去了一切。”在项目的

帮助下，沙希达和她的邻居开始养鸡，并在当地

市场卖起了鸡蛋。他们还接受了培训，自己种小

麦做面包。沙希达说：“如果不是有这项帮助，

我们仍然除了衣服什么也没有。” 

沙希达还在该项目设立的妇女社区组织中担任领

导。她将自己和其他22名妇女自家做生意赚的钱

存到哈比卜银行（Habib Bank）在当地的分支机

构中，利用这笔钱向其他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供

她们开办自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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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得到升级和保护，在未来

能够免受山洪侵袭，”在哈汀 •  巴
拉的卡塔伊水电站的运营与维护

副主任马利克 •  阿卜杜勒 •  巴西特
（Hattian Bala）说道。

如今，在拉拉（Rara），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到

那场导致17名当地人遇难并摧毁大部分房屋的

破坏性灾难的痕迹。重建后的家园更美，最弱

势群体中的许多人如今能够更坚强有力地迎接

未来的挑战。

巴基斯坦：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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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像恩加省（Enga Province）的莱亚 •  伊莱贾（Leap Elijah）一样的村民接受了培
训，学习储蓄、预算和其他技能，以管理自己的财务并建立自己的事业。

巴布亚新几内亚

从无到有的银行服务

银行服务曾经是一小部分幸运的巴布亚新几内亚（PNG）人

享有的特权。1999年，只有约1/20的公民可以得到任何形式

的金融服务。银行认为人们不会偿还贷款，因此它们不提供这项

服务。小额储蓄账户也十分罕见，因为银行认为提供这项服务成

本过高。 

贫穷不断蔓延，正规部门的工作十分稀少，然而唯一能使多数人

赚到钱的小规模农业和小微企业则根本就得不到小规模融资。该

国许多地区仍然使用以物易物制度。因为没有银行提供存款业

务，人们只能把钱藏到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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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与就业
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0年10月

•	结束于：2010年11月

受益人
•	50.9万储户

•	18.4万借款人

培训
•	来自偏远地区的7,000多人接

受金融扫盲培训

新产品
•	2002–2008年间小额信贷机

构测试并发放了37种储蓄和

贷款产品

银行业
•	巴布亚新几内亚未开户人数

下降约10%

生活起了变化。举个例子，马伊诺  •  特鲁迪

（Maino Trudi）现在用手机办理银行业务。由亚

行和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小额信贷与就业项目正

在快速扩大惠及范围，她正是快速增加的受益人

之一。

该项目取得了多项成就，其中一项是为该国小额

信贷部门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目前共有五家

小额信贷银行为低收入者提供服务，因为该项目

帮助开发了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还对银行

职员进行产品服务培训，对银行客户进行产品使

用指导。 

马伊诺是一名66岁的寡妇，有五个儿女，还有八

个孙子孙女，在首都莫尔斯比港的一个小村子里

靠卖鱼和种番茄与玉米为生。

过去，要在全国小额信贷银行办业务，她得走上

几公里路到镇里的分支机构办理，白白用掉大好

的工作时间。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登录账户，这

对她来说又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但她只在最初认

为这是一项挑战，现在已经把这当成是“一项真

正的乐趣”。马伊诺说：“这意味着我可以在菜

园子里办理银行业务了。” 

沃（Wau）小额信贷银行是在该项目倡导下建立

的第一家全国性小额信贷银行。这家银行以偏远

小镇Wau的名字命名，是一家专门向和马伊诺一

样的人们提供银行和金融服务的试点银行。

到2010年，该项目共运营8年，得到来自亚行的

优惠政府贷款960万美元和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

90.9万美元赠款。 

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将农村社区纳入主流发展进

程和扩大金融服务普及率来降低贫困。在实现这

个目标的过程中，该项目为该国最贫困、最偏远

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促进了经济增长。

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无到有的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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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加省的伊萨克 •  迪安（Issac 
Dian）在开立其人生中第一个
银行账户后兴奋不已。

 “我 需 要 存 钱 交
学费，还需要存
钱应付紧急医疗
开支。”

亚行批准该项目后，帮助政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银行业与商业研究所内部设立小额信贷能力中

心。该中心将现有的小额信贷服务机构整合为一

个网络。该项目通过该中心向这些小额信贷机构

提供制度化培训，使其具备推广服务所需的技术

能力。 

从试点到银行
亚行和当地银行业官员对新开发的储蓄和贷款产

品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是否适应低收入人群需

求。这些产品还根据男性和女性客户的特殊要求

进行定制。亚行帮助小额信贷机构将这些创新成

果付诸实践。

利用项目资金和技术指导建立的试点银行——

Wau小额信贷银行迅猛扩张，已于2008年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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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从金
融知识中获益，从而改善了生
活质量。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银行发放的完整的银行业执

照，并重新命名为全国小额信贷银行。 

如今，该银行已有12家分支机构。“很难相信我

们已经走过10个年头，并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

为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首席执

行官（CEO）托尼 •  韦斯塔韦（Tony Westaway）
说道。“如果没有亚行的帮助，这一切都不可能

发生。”

全国小额信贷银行CEO认为，除提供信贷服务

外，新的小额信贷部门为人们带来的是缺失以久

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

银行账户的人们把钱放进竹筒埋到花园里或是藏

到壁炉里，”他说：“一些人坚持不离开村里的

家，他们害怕一去镇上，藏在家里的毕生积蓄就

会被偷。” 

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无到有的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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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伊萨克 •  迪安（Issac Dian）是众多把钱藏

到花园里的居民之一。当银行办事员来到恩加

省的察客谷（Tsak Valley）为他开立其人生中第

一个银行账户时，他激动不已，庆幸再不必担心

资金安全问题。“我有两个孩子，要为他们存学

费，”他说。“银行账户还将帮我应付紧急医疗

费用。”

金融教育
该项目为农村和偏远地区的7,000多未开户的人们

提供金融知识培训。培训教员有着在这些地区工

作的第一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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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 •  基拉（Nancy Kila）、陶 •  埃 
吉（Tau Egi）、马伊诺  •  特鲁迪 
（英文名）和科博 •  达瓦纳姆（Kobo 
Davana）在手机上使用Micash存
款、赚利息和付款。她们认为这样
安全、有保障且便于开展贸易。

莱亚 •  伊莱贾（Leap Elijah）是恩加省的一位四个

孩子的母亲，最近完成了其中一项培训课程。她

说，“从前，我完全不懂预算和储蓄。学了这些

金融知识，我打算开立第一个银行账户。”

项目聘请的专家培训师吉尔 •  皮尤依（Jill Pijui）
说，亲临学生们在村里举行的毕业仪式是她工作

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经历。“我被他们对受教育的

激情和渴望所感动，”她说。 

妇女是该项目的主要受益人。她们特别欣

赏“Micash”（微现金）这个产品，这是全国小

额信贷银行开发的供客户通过手机登录银行账户

的产品。银行客户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存款、赚利

息，并且足不出户即可付款。

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无到有的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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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偏远，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村
民在过去很难获得金融服务。

“我们意识到我们缺乏扩展分支网络的资金，

因此我们得勇于创新，比如使用无分支银行这

种技术实现我们的目标，”CEO托尼 •  韦斯塔韦

（Tony Westaway）说道。“这是一项由小额信贷

与就业项目发起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我们不

得不采用无分支银行技术来提供服务，否则在农

村地区提供服务的成本将过于高昂。”

妇女安全
研究表明，妇女尤其是做生意的妇女，把Micash
看作是安全和保障的象征。在PNG，妇女持有

30%的银行账户，全国小额信贷银行80%的移动钱

包（手机账户的别称）则由过去没有开户的农村

人口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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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亚新几内亚小
额信贷领域的变化推
广到其他太平洋地区
的国家。” 

中央银行行长洛伊 •  巴坎尼（Loi Bakani）兼任该

项目指导委员会主席。他说：“在这个项目以

前，95%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得不到金融服务。

项目实施后，未开户率下降到80%左右，这是相

当不错的成绩。”

需求驱动型产品
该项目还帮助该国的小额信贷

机构在开发需求驱动型产品的

同时，重新设计现有产品，从

而使产品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

和客户友好的目标。项目实

施的最初6年里，创造并测试

了3 0项新的储蓄和贷款产品，

重新设计了7项现有产品。其中的许多产品是在 
Wau小额信贷试点开拓计划中首次发布的，可能

会在其他小额信贷机构中加以复制。

2002年9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小额信贷机构只有

大约2万贷款人和4.5万储户。截至2010年6月，这

些小额信贷机构拥有18.4万借款人和50.9万储户。

央行行长说：“小额信贷和就业项目帮助利益

相关者、从业者和监管者改变了观念和思维方

式。”2002年9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小额信贷机

构只有大约2万贷款人和4.5万储户。

保持势头
2010年，应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请求，亚行和澳

大利亚政府批准了一项联合融资项目，帮助该国

在农村社区进一步扩展金融服务。

亚行根据早期项目经验，于2012年发布了一项价

值2,406万美元的小额信贷扩展项目。其中包括

一项7年计划，为该国一些最偏远地区的超过12万

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无到有的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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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  戈伊  (Anna Gio)

图沙里  •  赫瓦帕蒂拉纳 
（Thushari Hewapathirana）

反面：妇女小额信贷银行的建立，
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座里程碑，是这
个项目下实现的

人提供金融知识培训。至少40%的培训对象将为

妇女。

妇女的小额信贷银行 
项目经验带动了妇女小额信贷银行的创建，这是

巴布亚新几内亚妇女发展的里程碑。这家银行于

2014年8月获得许可，是太平洋地区第一家专门为

妇女服务的银行。在女性CEO图沙里 •  赫瓦帕蒂

拉纳（Thushari Hewapathirana）的带领下，妇女

小额信贷银行提供储蓄和贷款产品，并提供金融

知识培训。它的前身是一家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

商业妇女的非政府机构，已为该银行带来约1万客

户和许多正在开户的客户。

安娜  •  戈伊（Anna Goi）今年54岁，是五个孩子

的母亲。安娜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经营一家商店，

售卖食品、二手服装、玩具和珠宝，同时还提供

缝纫服务。安娜是一个文盲，但这并不影响她在

妇女小额信贷银行开户。现在，她正在申请一项

贷款用于发展她的裁缝业务。图沙里  •  赫瓦帕蒂拉

纳说，安娜是妇女小额信贷银行典型的目标客户。 

图沙里称，“新银行是妇女发展的一大进步，

我们了解到本国的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管理金

钱，她们对银行服务和金融产品有着特殊的需

求，我们了解她们的心理。这就是她们选择我们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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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汽车行驶在伊加塔尔（Jirgatal）地区的一条公路上，这条路正是亚行公路修复项目
的一部分。

塔吉克斯坦

更加繁忙的公路

升级改造的公里数、新增的交通流量和财务与经济回报率一

致表明：亚行主持的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到吉尔吉斯共

和国边界的公路升级项目取得了成功。但对45岁的鲁皮亚 •  卡里

莫娃（Rupiya Karimova）而言，这个项目的好处不仅在于这些指

标。这个项目改变了她的人生。

几年前，鲁皮亚没有工作，艰难地养活着自己和三个孩子。从位

于拉什特中心（Rasht Center）的家到首都杜尚别买日用品或看病

得在一条颠簸不平、尘土飞扬的路上花掉1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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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别－吉尔吉
斯边境公路修复
项目（二期）

日期
•	批准于：2005年11月 

•	结束于：2013年8月

受益人
•	超过26万人直接受益 

成果
•	边境公路车流量几乎是原来

的三倍，达到每日2,071辆

节省金额
•	每行驶一千公里小汽车节省

45美元，轻型卡车节省105美
元，重型卡车节省194美元

贸易
•	国际货运自2006年起增长了

8倍有余

两年前，经过升级的公路打通了货物供应和消费

者之间的链条，鲁皮亚决定在拉什特中心的市场

开一家纺织品商店。这是一项成功的投资。如

今，她每2周乘出租车去一次杜尚别进货，往返仅

需要一天时间。

鲁皮亚说，“新路不但减少了出行时间，我的家

人去拉什特中心的地区医院看病也方便多了。我

的一个侄女怀双胞胎时遇到了难产，但送她去

地区医院只用了不到15分钟。过去要花一个多

小时。”

得益于亚行主持的杜尚别—吉尔吉斯边境公路

修复项目（二期），越来越多的塔吉克斯坦个人

和企业主享受到更加快速、安全和便利的出行，

鲁皮亚正是其中的一员。两段边境公路总长89公
里，另一段总成本为6,000万美元的60公里的农村

道路升级改造的时间为2005–2013年间，其中的

5,170万美元由亚行以3,120万美元贷款和2,050万美

元赠款组合的形式提供。另外350万美元则由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基金共同出资，还有480万
美元来自塔吉克斯坦政府。项目任务包括：加固

路基、重铺路面、改进排水系统和桥梁、夯实挡

土墙应对山体滑坡等。

该项目是塔吉克斯坦政府在开发合作伙伴的帮助

下为改善内陆国公路交通状况而发起的大型政府

举措的一部分。政府交通部门的战略包括开发国

际公路通道，以促进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和过境

交通。亚行初次批准对杜尚别—吉尔吉斯边境公

路进行修理援助是在2003年末，自那以后提供了

超过1.18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用于公路升级改造。

更多，更好
私营部门也挤进这个行列，在确保将公路升级的

好处延续下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塔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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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出租车司机赛义德—穆赫 
辛 •  萨阿迪夫（Saidmukhsin  Saadiev） 
从拉什特区中心前往塔吉克斯坦首都
杜尚别单程需要花费10个多小时。现
在，往返只需要6小时。

斯坦是第一个将公用道路养护工作外包给私营

公司的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交通部出台公路

养护外包计划，将服务费与提供服务的表现和

时间绑定。与企业选取相关的准备工作由亚行

出资，而政府投入400万美元用于基于绩效的公

路养护合同。

该方法首先在杜尚别—吉尔吉斯边境公路中选取

两段进行试点，一段是连接Vahdat和Obi-Garm 
的76公里公路，另一段是Nurobod和Nimich之间

的73公里公路。2013年，交通部通过公开招标与

两家竞标成功的Gayur-1公司和Innovative Road 
Solutions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由这两家

公司负责上述两段公路的养护，实现与政府在协

议中达成的业绩目标。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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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公路改进工作使大约2 6万拉什特谷

（Rasht Valley）的居民有机会前往遥远的市场，

促进中小企业和社会网络化，同时带动农业和加

工工业的振兴。  

据2014年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报告

《CAREC之塔吉克斯坦篇——打造全球化的未

来》称，该项目对拉什特谷和杜尚别地区的区域

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助推作用，同时打造出

一条可持续的区域和国家公路网络。“随着竣工

路段交通流量的增加，新企业不断涌现，当地人

可以在加油站、咖啡馆和修车行找到工作。”

举个例子，报告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塔吉克

斯坦公司咋尔喀尔（Zargar）运输服务大厦的经

理雇用了20个之前失业的当地人。附近社区也从

中获益。附近社区的居民如今可以从家附近低价

购买做饭用的天然气和其他日用品。

连接杜尚别与吉尔吉斯边境之间的340公里公路

升级前，驾车行驶在这段路上的司机不得不各显

神通应付坑坑洼洼、布满岩石的路面。而且在行

程中，往往要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道在群山中穿

行，2007年的时候需要花费13个小时。升级后的

柏油公路使驾驶顺畅多了，平均速度范围由25公
里～35公里/小时提高到50公里～70公里/小时，

平均出行时间缩短到2012年的8小时。

相应的，交通流量提高了，从2005年的每日777辆
增长到2013年的2,071辆，几乎增长到三倍。塔

吉克斯坦交通部预计交通流量在今后几年还会

健康增长。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有80%以上为货

运卡车。 

去市场更便利
农村公路的升级使农民尤其是拉什特（Rasht）
和努罗博德（Nurobod）地区的农民去市场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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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蔬菜、水果及牲畜产量上升，部分村民报告

收入增长了30%。 

不仅交通流量和速度提高了，道路的安全性也得

到提升。“自2006年起事故发生率几乎降低了

80%，”交通部项目团队的前主任穆赫托尔 •  纳吉

马托夫（Muhtor Negmatov）说道。

尽管如此，安全仍然是一个问题，部分原因是当

地居民没有充分意识到交通流量和速度提升带来

的风险，也不知道如何采取预防措施。亚行驻杜

尚别高级项目官员法鲁克 •  努里迪诺夫（Farrukh 
Nuriddinov）说，正因为这样，“道路安全倡

议”仍然是亚行与塔吉克斯坦政府开展的持续合

作伙伴关系和知识共享计划的一部分。

除降低事故率外，道路升级还以其他形式挽救

生命。61岁的救护车司机尤努斯 •  伊布罗吉莫夫

（Yunus Ibrogimov）已在拉什特中心区医院服务

超过10年，他将这段修复升级的路段称作“生命

之路”。 

达尔邦德（Darband）区穆亚卡尔巴（Mujakarb）
村的一个村民心脏病发作后，从医院接到急救电

话到救护人员施救用了12分钟，这在过去需要花

费一个小时。尤努斯说：“我们实施了急救并

将他送到医院。这条路救了他，类似的事情还

有很多。” 

深远影响
杜尚别—吉尔吉斯边境公路是连接塔吉克斯坦

到阿富汗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国）、中亚其他国家和南亚的贸易路线的

一部分。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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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尔吉斯共和国运送洋葱和煤的

卡车司机埃萨纳丽 •  乌鲁姆巴耶夫
（Esanali Urumbaev）说，道路升
级让他的生意更兴旺，生活也更
好了。

公路沿线的国际货运流量由2006年的每日10辆
卡车增加到2012年的82辆。塔吉克斯坦2012年的

对外贸易额达51.37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5.1%
（6.74亿）。 

在边境公路上运营车辆的成本降低，小汽车每公

里减少约45美元，轻型卡车减少105美元，重型卡

车减少194美元。

未来的改进
杜尚别— 吉尔吉斯边境公路是 2 0 1 3年通过

的“CAREC交通与贸易便利化战略”下确定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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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挽救了生命，”救护车司机

尤努斯 •  伊布罗吉莫夫说。他赞扬
了道路升级在加速急救护理中发挥
的作用。

个优先发展通道之一。该战略的目标是在2020年
前建成惠及全地区的高效经济走廊。 

道路养护是一直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新升级

的道路面临失修，那么交通状况将再度变得缓

慢和危险，过去10年得到的许多好处也将不复存

在。项目官员努里迪诺夫称：“定期养护并控制

车辆超载是在最大程度上延长项目可持续性的关

键措施。这就是亚行为什么支持政府试点开展基

于绩效的道路养护计划，并安装车辆称重系统的

原因。”

同时，持续的项目效益预测仍然看涨。2013年完

工报告中对其经济内部回报率的预测为23.1%，高

于亚行同类项目的最低基准12.0%。到2031年，这

我们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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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化为8,200万美元的净收益，主要得益于较低

的车辆运营成本和较短的行驶时间。

出于各种原因，塔吉克斯坦交通部长海鲁洛 •  阿

索耶夫（Hayrullo Asozoda）强调了良好道路对国

家未来的非常重要性。“亚行出资的这类项目帮

助我们恢复主要的地区高速公路和农村道路，对

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与贸易起到了

促进作用，”他说。

对许多塔吉克斯坦人的实际生活而言，通往更加

便利和幸福生活的旅程已经开始。63岁的桑加

科 •  穆罕默多夫（Sangak Makhmadov）住在拉什

特地区的那夫进（Navdi）村，在道路升级前很难

见他的儿孙一面。儿孙们住在杜尚别，他有时也

得去那里给自己的小杂货店进货，但要在路上花

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

桑加科说：“我儿子一家最近来看我们容易多

了，我们也会去看他。我们花三个半小时就能到

那里，节省了花在路上的时间和燃料，修车次数

也没过去那么多了。我们一家目前收入稳定。我

的孙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他们学习俄语

和英语，我们希望他们能读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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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莲（Nguyen Thi Luyen）是达河区医院的一名41岁的护士，她让当地患者意识到卫生和
现代医疗福利的重要性。现在，她是该区105名护士的负责人。

越南

挽救生命的现代医学

早在21世纪初，达河区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正在同一项比资源

缺乏更难缠的阻力角力。

他们服务的一些居住在越南中央高地的村民们往往到村里的赤脚

医生那里治疗自己和孩子的病。比起现代医疗方式，他们更偏爱

草药疗法。他们还普遍相信疾病来自鬼魂或精神，这也使人们更

难意识到不注意卫生对身体健康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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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丘陵地带医
疗项目

日期
•	批准于：2004年1月

•	结束于：2011年12月 

受益人
•	超过500万人

婴儿死亡率
•	由60‰下降到41‰

疾病发生率
•	下降10%

基础设施
•	新建2所预防保健中心；3所
社会疾病中心；4所信息、教

育和通信中心；以及2所中等

医科学校

41岁的护士阮氏莲说，医院的患者及其家属“把

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窗户外面，医院地板上都

有。他们不知道应该扔到哪里。”

阮氏莲说，随着亚行的中央高地医疗项目

（2004–2010年）的实施，人们对待医学和健康

问题的态度总体上发生了改变。一项重要的结果

是：当地社区现在报告的疾病发病率和婴儿死亡

率均比过去降低。 

医疗人员使用项目资金在医院里建起一个信

息、教育和通信中心，帮助人们提高对卫生重

要性的意识。该中心还向当地家庭宣传现代医

疗的好处。 

给周边地区的村子每村至少配备一名医疗服务人

员，鼓励村民在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和医疗中心治

疗。还对护士进行病患管理技术培训。

从那以后，个人卫生和垃圾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如今已是护士长的阮氏莲说：“人们现在都把垃

圾丢进垃圾桶。” 

阮氏莲和她的患者是该项目在越南五省510万受

益人中的一部分，即多乐省、多农省、嘉莱省、

昆嵩省和林同省。 该项目在严重忽略基础设施需

求的中央高地地区建立医院和医科学校。对医生

和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增加对初级医疗的公共投

入，从而改善穷人和弱势人群的健康状况。 

该项目还引入一项针对穷人的创新性医疗卡制

度。根据政府的贫困评估，中央高地约有170万人

可能有资格接受资助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住院患者伙食补贴，为患者报销

不在保险范围内的交通费和医药费，以及向偏远

社区提供初级医疗上门服务。 

该项目成本为2,800万美元，其中的1,860万美元

（66%）由亚行以贷款形式提供。瑞典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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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供一项560万美元的赠款，越南政府出资390万
美元。 

“开展项目的几个省的疾病发病率显著下降。”

昆嵩省卫生部主任阮氏文（Nguyen Thi Ven）
道。“2006年后，项目省份比非项目省份的疾病

发病率降低幅度高出10%，项目地区的婴儿死亡

率由60‰下降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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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央高地地区的贫困率在历史
上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阮氏文自身见证了玉回（Ngoc Hoi）区医院的

这些成果。“20多名专科医生在亚行资金的帮助

下接受了关于产科、儿科和感染控制等领域的培

训，”她说。“项目基金还被用于信息中心和社

会疾病中心、污水处理厂和采购机动车辆，包括

七辆救护车。这对我省的影响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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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费补助的帮助下，Y H’Vang 
的生活轻松了不少，图上是她和她
两岁的女儿在达平公社卫生站。

扶贫
过去只要三个孩子里病倒一个，达平（Dak Pxi）
公社29岁的色当族母亲Y H’Vang就得把丈夫独

自留在水稻和玉米地里，然后自己跑去付转诊

费，带孩子去达河区医院。她要花掉20美元的公

交费。如果孩子的情况恶化，她还得额外再付

15美元路费到省医院去。 

该项目建立的这项制度包括给像Y H’Vang这样

的当地人报销交通费，提供伙食补贴和支付转诊

费。政府目前也落实了类似的扶持措施。

这项帮助正是中央高地迫切需要的，这里的偏远

社区分散居住着400万少数民族人口，总体贫困

率长期以来一直远高于13.4%的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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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琳达（Nay Lin Da）说，“我 
能看到的更多，了解到的也
越多。”图上是她在波来古
（Pleiku）医疗中心产房。

匹配策略 
该项目直接支持政府的 2 0 0 1 – 2 0 0 5年和

2006–2010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该项目还与一

项政府重大战略“139号决策”保持一致，力求确

保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政府十分欣赏亚行灵活对待变化、不断包容新

的项目和预算分配的做法，”阮氏文说。这种做

法包括重新分配资金用于额外的土建工程和垃圾

管理系统。 

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卫生部和省卫生局的工

作人员负责实施和监督大量的行动举措。向12个
地区医疗中心提供新的设施和住院病房，升级固

体垃圾处理系统及供水和卫生系统。该项目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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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让种植咖啡豆的农民少提
（Siu Thit）和他的家人有机会进
行定期健康检查。

建设了两所省预防医疗中心，三所性病防治中心

和四所信息中心。还在嘉莱省和多乐省建立了中

等医科学校。 

提高服务质量
该项目为学校、地区和预防医疗中心和中等医科

学校提供设备。向一线医务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

员提供培训，并向医生提供技能升级培训。 

来自地区和省级医疗中心的200多名医务工作者

接受了内科、急诊、外科、儿科、产科、妇科、

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培训。

该项目还在5个省的中等医科学校对大约1,600名
公社和地区医疗工作者们开展护理质量培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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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出身让我能
够非常好地理解和回应
当地妇女的需求。”

训人员包括330名少数民族工作者和902名女性工

作者。 

40岁的奈琳达是通过培训获得宝贵技能的一名

专业医务人员，她在嘉莱省波来古医疗中心当医

生。 来自贫困家庭的她为了获得专业资格，夜以

继日地努力学习了6年。

完成医学学位后，她收到该项目授予的奖学金前

往河内学习特别课程，然后成为一名产科医生。

回到家乡嘉莱省后，她决定多做些事帮助她们嘉

莱族（Ja Rai）这个少数民族社区的妇女。 

“少数民族出身让我能够非常好地理解和回应当

地妇女的需求，”她说。“我

想多做些事帮助她们。许多民

族的人们意识不到现有的医疗

服务，他们会去找算命先生和

萨满巫师寻求帮助。”

培训课程结束后，奈琳达每天

大约给30名患者问诊，负责多

达10次接生，她意识到自己的

技术能力得到显著的提高。她

说：“我能看到的更多，了解

到的也越多。”

她也见证了当地人对医疗服务态度的转变。在过

去，许多母亲不会为临产做任何准备，她们怕这

样做会走霉运。有些人会在分娩的过程中突然离

开医院。如今，在她和助产士的帮助支持下，母

亲们通常都会照顾好自己，并为生育健康宝宝做

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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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嘉莱省波来古市嘉莱中等医科
学校辟出一片花园向药剂学学
生传授药材知识。

骄人成绩
该项目取得的直接和间接成绩相当令人惊叹，每

一个参与者都引以为豪。

在家庭生活水平调查中，将项目省份2004年、 
2006年和2008年的健康状况与一系列过去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调查中取得类似分数

的非项目省份的同期健康状况进行比较。 

项目省份公立医院的门诊服务增加37%，对照组

则增加22%。 

大叻（Da Lat）附近的一家诊所的产前护理服务

普及率由45%增加到67%，穷人在省公立医院门诊

看病的比例增长37%。

在项目为贫困妇女及其子女提供的伙食、交通和

治疗费用补贴的帮助下，五个项目省份中，有四

个在接生方面由训练有素的医务工作者参与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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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被提高到90%以上。昆嵩省则由于面临着

有历以来最大的挑战而将该比例提高到79%。总

体上，孕妇接受产前检查的比例为83%。 

越南政府对医疗融资和保险法进行了修改，以保

证各个省份继续对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补贴，

这也是该项目的成绩之一。

该项目中医疗卡制度的成功推广也激励政府进行

政策测试，从而实现 “全民医疗保健”这个更加

雄心勃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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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在全球国

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由1990年
的23%上升到2013年的38%，加速了这个在过去半

个世纪中饱受贫穷困扰的地区脱贫的步伐。根据亚

行估计，这一进程将继续加速，到2050年该地区

将至少占据全球GDP的半壁江山。 

显然，亚行的发展中成员国将把变革深入到底，继

往开来，迎接新挑战。亚行的工作重点也将随着该

地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亚行在对其战略蓝图的中期审查报告（2014）中评

估审视了这些发展成果，并突出强调亚行项目的需

求，即加强包容性，提高创新和适应能力，加强对

中等收入国家的支持。 

审查报告中还指出，该地区有16亿人每日生活费仍

然不足两美元，面对“消除亚太地区贫困”这个愿

景，亚行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亚行《2020战
略》的三项议程，即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

性发展和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仍然是其工作的重中

之重。 

本书旨在用12个项目实例说明亚行在实现这些重要

议程中做出的努力。项目故事里的人们通过申请资

金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开发合作伙伴开展广

泛的知识和创新合作，转变了自己的生活。

亚行承诺的一部分自有资金只能满足该地区的小

部分需求，2014年为135亿美元。通过动员开发

合作伙伴共同出资，亚行有能力大幅提高融资金

额，2014年联合融资49亿美元。因此，亚行正在加

强利用外部资金源，包括通过双边政府资金和私营

部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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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述的几个项目吸引了大量联合融资，包括

澳大利亚政府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农村社区推广

金融服务；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发展基金帮助翻

修连接塔吉克斯坦首都与其邻国吉尔吉斯共和国的

CAREC高速公路；全球环境基金帮助中国恢复最

大淡水湿地；欧盟和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挪

威政府帮助巴基斯坦开展地震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这些项目还举例说明了如何将亚行的经验、知识和

创新理论及合作伙伴整合在一起，共同开发有效解

决方案。可将其中展示的几项颇具前景的创新成果

复制推广或扩大规模，这包括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医

疗服务的医疗卡制度，传播良好教学实践的示范学

校，湿地恢复项目中的生态农业以及通过社会承包

商承担基于绩效的道路养护工作。

通过充当资金、知识和创新的源泉与发展动力，亚

行帮助其发展中成员国更好地造福国民。

T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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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实现
从知识和合作伙伴关系到发展成果

本书重点介绍了展示发展影响、最佳做法和创新的成功项目。在亚行项目团队
及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亚行各发展中成员体共同努力，实施了这些项目。
项目成果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尤其是穷人，并且这些变化还将持续下去。 

《我们共同实现》由亚行及其发展中成员国 共同编制，是《2014年发展绩效评
估报告》的配套出版物。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远景目标是实现没有贫困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亚行
的工作旨在帮助其发展中成员体减少贫困，改善亚太地区人民的福祉。尽管亚
太地区发展迅速，但全世界大多数贫困人口仍然集中在该地区。亚行致力于通
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帮助减少亚太地区贫困。

亚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现有67个成员体，其中亚太地区成员4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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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体国家提供帮助。

亚洲开发银行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菲律宾马尼拉）
www.adb.org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三期）17层
邮编：100004
www.adb.org/prc
cn.ad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