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于1986年加
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经过30多
年的合作，亚行与中国政府已经步入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不但是亚行

的第二大主权借款国，同时也是亚行

开发性金融和知识共享倡议的主要捐

资国。

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新的

模式以创新为驱动，强调质量和可

持续性。亚行通过促进包容性经济

增长、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主流化

以及推进区域和南南合作，支持中

国的改革议程。 

1986年以来，亚行批准的对华主权

贷款达329亿美元，私营部门业务达

34亿美元（不包括B类贷款）。 

由普通资金源和其他特别基金资助的对

华贷款和赠款累计支付总额达257.5亿
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通过促进包容性经济

增长、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主流化以及推进

区域和南南合作，支持中国的改革议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亚行资助的项目

2016年，亚行批准的对华主权贷款援
助总计17.8亿美元，包括11个贷款项
目，涉及农业、自然资源、能源、交通

运输、城市和社会基础设施及服务等。

规划项目包含以下亮点：

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门的四个项目总计

5.5亿美元，分别支持河南省淇河流域
的环境改善和生态保护、福建省农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及示范、江西省孔目江流

域洪水防控及环境治理，以及山东省地

下水资源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亚行批准的贷款、赠款和

技术援助累计金额a, b, c

行业 数量
总计金额  

(百万美元)d %d

农业、自然资源及农村开发  225  4,676.48  12.88 
教育  27  312.55  0.86 
能源  181  5,939.77  16.36 
金融  88  764.67  2.11 
卫生医疗  21  61.22  0.17 
工业和贸易  56  830.35  2.29 
公共部门管理  126  67.34  0.19 
交通运输  248 17,797.23  49.01 
供水和其他城市 
 基础设施及服务  119  5,327.23  14.67 
多部门  42  536.86  1.48 
总计  1,133 36,313.69  100.00 
a   赠款和技术援助包括由亚行管理的联合融资。

b   包括主权贷款、非主权贷款和技术援助。

c   按照批准项目的主要行业统计。

d   由于四舍五入，数值相加之和可能不等于总计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主权融资累计金额

（按产品划分）

项目数量 44
金额（百万美元）

贷款 2,880.49
股权投资 404.30
担保 107.00
B类贷款a 2,909.50
总计 6,301.29
a 包括美元及本币补充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批准的贷款、赠款
和技术援助（百万美元）

贷款

主权贷款 非主权贷款

技术

援助 赠款 总计

 1,779.60  325.00  14.20 –  2,118.80 
“–”=0。

注：赠款和技术援助包括由亚行管理的联合融资。

亚洲开发银行成员体事实与数据

https://www.adb.org/site/funds/ocr


在青海省，新的城市项目将通过更有

效的水资源管理和洪水治理，改善海

东市的生态和环境服务，同时增进湟

水流域的生态系统适应能力。

为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亚行

批准了一项5亿美元的金融中介贷款，
用于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

绿色融资平台。亚行还批准了1.5亿美
元的金融中介贷款，为陕西省清洁能

源投资提供资金，以加快能源效率的

提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预计这两

个项目将帮助中国每年减排620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

在交通运输领域，亚行承诺出资2.5亿
美元，帮助重庆建设现代多式联运物

流系统，并改善宁夏六盘山贫困地区

的农村公路和道路安全。亚行还批准

了新的技术援助，用于帮助山东省济

南市建设公交网络，改善城市环境。 

2016年12月，亚行批准了5,000万美
元的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政府与社

会资本，PPP）项目，用于帮助湖北
省宜昌市的私营服务商提供更好的养

老服务。该投资旨在应对紧迫的老龄

化问题和推动私营部门参与提供养

老服务，它将为其他地方政府作出表

率，并有可能转变中国提供公共服务

的模式。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计划下，亚行批准了

4.5亿美元的多批次融资机制，用于促
进经济较为落后的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与越南北部边境省份高平、河

江、谅山和广宁之间的互联互通。通过

增进实体及信息的互联互通，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跨境投资和金融服务，

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以及改善边境经济

区的主要基础设施，该项目将加强两国

之间的经贸关系。

知识共享仍然是亚行在华业务的重

点。2016年，亚行开发了58项知识产
品，组织了80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
知识共享活动。亚行还举办了一系列

探讨亚行与中国30年合作主要成就和
经验教训的活动，其中包括一场由政

府官员、智囊团、公民社会组织和学

术机构参加的高层专题研讨会。  

非主权业务

为促进私人投资，亚行还以直接贷款、

股本投资、担保、B类贷款和贸易融资
等形式，向非主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项目提供直接资助。过去30年，亚行
已批准为45个在华非主权项目融资，
总金额达63亿美元（包括B类贷款）。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亚行在华非主
权交易中，未偿还余额和承贷总额共计

17.7亿美元，占亚行非主权业务总量的
18%。

亚行的贸易融资计划（TFP）通过

合作伙伴银行为支持贸易提供担保

和贷款，填补了贸易融资的市场空

白。2004以来，贸易融资计划已完

成了14,000多笔交易，促成的贸易总
额超过260亿美元，扶持了亚太地区

9,300多家中小企业。 

2016年，贸易融资计划完成了2,080多
笔交易，支持的贸易总额达31亿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融资项目  
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联合融资 项目数量 金额（百万美元）
项目a 26 3,034.68
 赠款 5 13.00
 官方贷款 6 1,061.74
 商业联合融资 15 1,959.94
技术援助赠款 29 17.58
a 有多种联合融资来源的项目按一次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项目成功率

 年份
成功率

(%)

独立参评

项目/计划
数量

2005 100.0 3
2006 100.0 1
2007 100.0 2
2008 100.0 1
2009 100.0 7
2010 100.0 3
2011 100.0 6
2012 83.3 6
2013 100.0 7
2014 100.0 8
2015 100.0 3
2016 87.5 8
总计 96.4 55
注：“年份”是指项目完工报告（PCR）审批后的传阅年份。此处的成功率评级仅基于
PCR验收报告和独立评估的绩效评估报告，不包括自评报告。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成功
率并不一定代表国别业务绩效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PCR验收报告和项目/计划绩效评估报告评级数据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贷款和赠款的业务绩效质量指标

2015－2016
实施中的贷款项目数量（截至2016年12月31日） 86

2015
(百万美元)

2016
(百万美元)

合同授予/赠款承诺额a, b 1,348.40 1,288.29
支付a  1,152.03  1,606.65 
实施中的赠款数量（截至2016年12月31日） 2

2015
(百万美元)

2016
 (百万美元)

合同授予/赠款承诺额a, b  0.40  0.52 
支付a, c  (0.04)  0.28 
风险项目（%）（截至2016年12月31日） 9

( )   = 负数
a 包含当年到期贷款/赠款的合同授予或支付。
b 不包含政策性贷款/赠款。
c仅包含亚洲发展基金和其他亚行专项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项目的采购合同份额

项目

2015 2016
累计(截至

2016年12月31日)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总数

的%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总数

的%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总数

的%
货物、工程及相

关服务  1,984.57  17.90  2,671.33  23.39  27,599.04  17.39 
咨询服务  12.71  1.94  18.48  3.02  151.81  1.35 
总采购额  1,997.28  17.01  2,689.81  22.35  27,750.85  16.33 

https://www.adb.org/site/private-sector-financing/main
https://www.adb.org/countries/gms/main
https://www.adb.org/site/trade-finance-program
https://www.adb.org/projects/50201-001/main


该计划还与在华经营的56家银行开

展了合作。除了支持中国对亚洲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贸易，该计划还支持了

1,709笔交易，总额近14亿美元。贸易
融资计划支持了中国对亚美尼亚、孟

加拉国、蒙古、巴基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和越南等6个国家的出口贸易。

联合融资 
通过联合融资业务，亚行的融资伙

伴——政府或其部门、多边融资机构

和商业组织等——能够参与亚行项目

的融资。提供的额外资金包括官方贷

款和赠款、技术援助、其他优惠融

资，以及商业联合融资，后者包括B类
贷款、风险转移协议、平行贷款和股

权、联合担保，以及为亚行贸易融资

计划下的交易进行联合融资。

自1986年至2016年底，亚行在中国开
展具有直接附加值（DVA）的官方联
合融资投资项目共计32项，累计金额
13.6亿美元；技术援助项目106项，

累计金额5,720万美元。开展具有直

接附加值的商业联合融资投资项目共

计32项，累计金额34.9亿美元。

2016年，北京银行为中国提供3.10亿
美元联合贷款，用于大京津冀地区空

气质量改善——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绿色融资平台项目；世界银

行提供2亿美元联合贷款，用于京津

冀空气质量改善——河北省政策改革

项目。 

关于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 1日的联合融资项目一览表，可

参见https:/ /www.adb.org/zh/prc/
cofinancing

合作伙伴关系

2005—2016年，中国共向亚洲发展

基金出资2.1亿美元。2017年初，亚
行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将

再次为中国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出资

5,000万美元，帮助亚行扩大赠款技

术援助的范围。自2005年成立以来，
中国已经向该基金出资4 ,000万美

元，支持亚行发展中成员体的技术援

助项目超过82个。

此外，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还包括：

（i）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实施
自由贸易协定；（ii）提供7亿美元的
信贷担保和投资机制，以建立区域性

企业债券市场；以及（iii）主导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 

采购

每年，亚行都会为其发展中成员体的

项目和活动提供贷款、赠款和技术援

助，以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货物、工

程和咨询服务采购合同。大部分合同

授予都要经过国际竞标，亚行本地区

或非本地区成员体的企业和个人均可

参与。 

采购合同份额

货物、工程及相关服务

2 0 1 5年，贷款和赠款业务下的货

物、工程及相关服务采购合同总金

额为110.9亿美元，而2016年则达到
了114.2亿美元。1966年以来的累

计采购金额为1586.8亿美元，涉及

206,915份合同。

1986起，亚行授予中国承包商和供应
商的合同达到了10,772份，总金额达
276亿美元。

咨询服务

2015年，亚行在亚太地区的贷款、

赠款和技术援助业务涉及的咨询服务

采购合同总金额为6.5531亿美元，而
2016年则为6.1246亿美元。1966年以
来的累计采购金额为112.6亿美元，涉
及52,232份合同。

1986起，亚行授予中国咨询专家的合
同达到了2,394份，总金额达1.5181亿
美元。

业务挑战

根据《2020战略》中期检查，亚行

正在通过必要的资源转移和及时的项

目实施，努力帮助亚行实现发展影响

最大化。为使其在中国的项目管理更

有效率和效果，亚行实施了一系列举

措，其中包括将采购审查、支付和项

目审计报告的审查职能授权给亚行驻

中国代表处。亚行还推出了客户支付

的网络应用程序，使执行机构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五名参与亚行贷款和赠款项目下货物、工

程及相关服务合同最多的承包商/供应商
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承包商/供应商 行业
合同金额  

（百万美元）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RA  466.88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ANR, ENE, TRA  450.02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TRA  441.40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ANR, ENE, TRA, 

WUS  371.29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TRA  228.27 
其他  8,082.20 
总计  10,040.06 

ANR=农业、自然资源及农村开发；ENE=能源；TRA=交通运输；WUS=供水和其他城市基础

设施及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五名参与亚行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项

目下咨询服务合同最多的咨询专家

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承包商/供应商 行业
合同金额 

（百万美元）

能源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 ANR, EDU, ENE, 
TRA  7.61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NE  4.47 
宜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NR, TRA, WUS  4.14 
伊世特中国有限公司 ANR, ENE, HLT, 

WUS  4.04 
莫特麦克唐纳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ANR, TRA  2.83 
个人咨询专家  24.75 
其他  31.46 
总计  79.30 

ANR=农业、自然资源及农村开发；EDU=教育；ENE=能源；HLT =卫生医疗；TRA=交通运

输；WUS=供水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及服务。

https://www.adb.org/site/cofinancing/main
https://www.adb.org/site/funds/adf
https://www.adb.org/site/funds/adf
https://www.adb.org/site/private-sector-financing/commercial-cofinancing
https://www.adb.org/site/funds/funds/credit-guarantee-and-investment-facility
https://www.adb.org/site/business-opportunities/main
https://www.adb.org/zh/about/strategy-2020-mid-term-review


在本出版物中，“＄”表示美元。除另有引用外，所有数据均为亚行估算。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的截止日期均为2016年12月31日。《事实与数据》于每年4月份更新。

机构能够在线准备、提交并跟进提款

申请。初步结果表明，这些举措提高

了服务水准，优化了交易成本。

未来方向 

亚行《国别合作伙伴战略》（2016—
2020年）与中国政府的“十三五”规划
一致，也符合亚行的《2020战略》中

期检查以及亚行对中高收入国家的援

助方式。它聚焦于政府的改革议程和

战略优先发展领域，为气候变化和环

境、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包容性经济

增长、知识合作以及机构和治理改革

等议题提供支持。 

 

在本轮国别合作伙伴战略期间，亚行的

在华业务将更注重规划，以解决关键

性的发展问题，如京津冀空气污染防

治、长江经济带开发、养老、气候变化

和低碳城市，以及区域合作与一体化

等。亚行也将帮助中国促进私营部门发

展、公私合作以及公共部门的非主权业

务。此外，还将探索绿色融资机制等新

兴领域。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行 
亚行成员资格 
1986年加入

持股数和投票权

持股数： 684,000（占总股份的6.444%）
投票数：  723,607（占总成员数的5.454%，
 总地区成员数的8.370%）
认缴资本总额： 92.0亿美元
实缴资本： 4.5991亿美元

对特别资金源的出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已向亚洲发展基金（亚发基金）和技术援助特别基金（技援基金）捐

资，亚发基金是为借款成员体提供优惠贷款的窗口，技援基金则为借款成员体提供赠款，以帮

助它们筹备项目以及进行技术或政策研究等。

向亚发基金捐资（已承诺）：   1.0164亿美元
向技援基金捐资（已承诺）：   996万美元

亚行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肖捷阁下，任亚行中国理事。 

亚行副理事

史耀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任亚行中国副理事。

亚行董事和副董事

程智军代表中国政府在亚行董事会任董事，潘文星任副董事。

亚行董事顾问

汪海和王彦荣为中国董事的顾问。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

本 · 滨瀚（Benedict Bingham）是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亚行驻中国代表处成立于
2000年，是亚行与中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利益相关方和发展合作伙伴的主要联络机
构。该代表处主要负责与政府部门展开政策对话、制定国别伙伴战略和规划、进行项目管理，

同时也是亚行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知识中心。

中国处理亚行事务的政府机构为财政部。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是由67个成员共同拥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其中本地区成员48个，其他地区成员19个。亚
行援助其发展中成员体的主要金融工具有：政策对话、贷款、股权投资、担保、赠款和技术援

助。2016年，亚行批准贷款项目126个，总金额163.5亿美元；技术援助项目225个，总金额
1.6903亿美元；赠款项目31个，总金额5.2675亿美元。此外，这些业务还吸引了140.6亿美元
产生直接附加值的联合融资，其形式有官方贷款和赠款、其他优惠联合融资和商业联合融资

（如B类贷款、风险转移协议、联合担保、平行贷款和股权，以及为亚行贸易融资计划下的交
易进行的联合融资）等。自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亚行年均贷款额为137.4亿美
元。同期，由亚行和特别基金资助的投资赠款和技术援助金额平均为5.6224亿美元和1.5491亿
美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不含联合融资，亚行共为44个国家（和地区）的2,935个项目累
计发放贷款2472.8亿美元；赠款项目296个，总金额77.5亿美元；以及技术援助赠款40.6亿美
元（包括区域性技术援助赠款）。

联系方式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国贸三期）17层
邮编：100004
电话：+86 10 8573 0909；
传真：+86 10 8573 0808
adbprcm@adb.org
www.adb.org/prc

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菲律宾马尼拉)
电话：+63 2 632 4444
传真：+63 2 636 2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北京西城区三里河

邮编：100820
传真：+86 10 6855 2061

亚行相关网址

亚洲开发银行

www.adb.org

亚行中文网址

cn.adb.org

《亚洲发展展望》

www.adb.org/publications/series/asian-
development-outlook

《年度报告》

www.adb.org/documents/series/adb-
annual-reports

亚行资料馆

www.adb.org/publications/depositories

如需查看完整的发展和经济指标，请访问： 

统计资料和数据库
www.adb.org/data/statistics

https://www.adb.org/documents/clients-contributors-collaborators-partnership-with-upper-middle-income-countries
https://www.adb.org/documents/clients-contributors-collaborators-partnership-with-upper-middle-income-countries
https://www.adb.org/zh/documents/people-s-republic-china-country-partnership-strategy-2016-2020
https://www.adb.org/zh/documents/people-s-republic-china-country-partnership-strategy-2016-2020
https://www.adb.org/documents/clients-contributors-collaborators-partnership-with-upper-middle-income-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