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来自强劲的出口、工业

生产以及服务业和消费持续向好。这提振了劳动力市场，将失业率降低到疫

前水平。2021年3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

划，提出到2025年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

自1986年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以来，双方一直开展合作。2021年，

亚行审批通过了新的对华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合作战略）（2021—2025年），

总体目标是支持中国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战略重点关注以下三大相互关

联的战略优先领域：环境可持续发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应对老龄化社

会和卫生安全问题。

截至目前，亚行已承诺向中国提供1,160笔（次）公共部门贷款、赠款和技术

援助，总计413亿美元。亚行向中国支付的贷款和赠款累计高达341.8亿美元。

资金来源包括常规的普通资金源及其他专项资金。亚行目前在华实施中的主

权业务包括83笔贷款，总额为130亿美元。1  

2021年，亚行承诺向中国提供10笔主权贷款（不包括联合融资）和4笔非主权

贷款2，总额分别为16.2亿美元和1.45亿美元。此外，还补充提供了25个技术

援助（技援）项目（包括补充技援项目），总额为970万美元（包括联合融

资）。 

1  主权项目组合包括已承诺但尚未关账的贷款、赠款、股权投资和主权担保。
分别报告贷款/赠款对象涉及多个国家的区域性项目信息。

2  该金额不包括联合融资、供应链融资计划和涉及中国的区域性项目。

亚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的各项业务有助于制
定创新型解决方案，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发展挑战，
为亚行其他发展中成员体提供经验教训和可复制的
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亚洲开发银行成员体事实与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承诺额 
(百万美元) a

产品类型 主权 非主权 总计 疫情防控

贷款  1,617.01  145.27 1,762.28  229.22 
技援b  12.58  0.15  12.73  0.26 
贸易与供应链融
资计划c

–  42.87  42.87  42.87 

总计  1,629.59  188.30 1,817.89  272.36 

– =0；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技援=技术援助。

注：

承诺额系指经亚行董事会或管理层审批通过的融资金额，且借款
方、受款方或被投资企业已与亚行就该承诺额签订法律协议。

赠款和技援包括由亚行管理的联合融资。
a 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各分项之和可能不等于对应总计数。
b  区域性技援项目资金分配给相关发展中成员体。具体细分数据可
查。

c  私营部门计划中由亚行出资的短期承诺额，期限不超过365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累计承诺额 a, b, c, d

部门 数量
总额

(百万美元)e
占总额的 

%e

疫情防控
金额

(百万美元)e

项目和技援  1,314  45,875.77 99.12  382.56 
农业、自然资源
和农村发展

 275  7,348.35 15.88  0.03 

教育  39  1,026.16 2.22  9.74 
能源 208  7,835.83 16.93  20.00 
金融  108  1,901.64 4.11  75.27 
医疗卫生  39  716.60 1.55  277.32 
工业和贸易  64  1,356.98 2.93 –
信息与通信技术 –  0.26 0.00  0.07 
多部门  42  536.95 1.16 –
公共部门管理  141  75.45 0.16 –
交通运输  262  18,593.15 40.17  0.03 
供水和其他城市
基础设施及服务

 136  6,484.40 14.01  0.11 

贸易与供应链融资
计划f

2,500  409.53 0.89  86.06 

金融 1,620  226.20 0.49  64.47 
工业和贸易 880  183.33 0.40  21.59 

总计 3,814 46,285.30 100.00  468.62 

– =0；0.00=低于0.005%；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疫情；
技援=技术援助。
a  赠款和技援包括由亚行管理的联合融资。
b  包括贷款、赠款、股权投资、担保、技援和私营部门计划。
c  按报告承诺额时所涉及的主要行业统计。
d  自2020年起，区域性技援项目资金分配给相关发展中成员体。具
体细分数据可查。

e  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各分项之和可能不等于对应的总计数。
f  私营部门计划中由亚行出资的短期承诺额，期限不超过3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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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支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整体发展，承诺向湖南

省提供1.5398亿美元，用于恢复湿地和建立洪灾早期预警

系统，惠及平江县52.3万人口。此外，亚行还承诺贷款

2.0052亿美元，提高农业收入和加强粮食安全，共惠及

422,022名居民。亚行还承诺向河南省淅川县提供1.978亿
美元，用于建立洪灾早期预警系统。

亚行加强了大京津冀地区政府减少大气污染的行动，承诺

提供1.5151亿美元，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工业

能效和冷却系统改造等领域的可持续融资。亚行还携手德

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为陕西省提供2亿美元贷款，

通过一体化信息与通信技术支持该省创建宜居、包容的城

市。

亚行承诺实施一项金额为1.4611亿美元的结果导向型贷款

规划，为女教师创造技术性就业岗位，增加其获得各种在

职培训的机会，更好地发挥女性的领导作用。亚行还做出

了1.4078亿美元的贷款承诺，旨在加强湖北省襄阳市老年

人群医疗卫生服务。  

非主权业务。为助力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广大农民和小

微企业主，亚行向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了4,000万
美元等值人民币非主权贷款，给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农村群

体更多的小额信贷贷款渠道。亚行还向珠江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提供6,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非主权贷款，帮助中国中

小企业实现疫后复苏。

亚行还向天然气供应企业“河南天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了5,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非主权贷款，支持女性获得

负担得起的能源。根据该项目，至少有8,700户单亲母亲家

庭将按优惠价购得天然气。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亚行在华非主权业务未偿余额和未

支付承诺额共计18.4亿美元，占其私营部门业务总规模的

13.08%。

业务挑战。亚行大部分在华业务都面向欠发达地区。这些

地区总体制度能力较弱、政策不完善，而且越来越多的项

目由对亚行程序欠缺经验的市县级以下政府负责实施。故

此，业务挑战持续不断，甚至有可能加剧。究其原因，亚

行未来在华业务需要展示出强大的创新特征和知识外溢潜

力，把重点放在加强制度建设而非着重土建工程的传统投

资上。

知识工作

知识是亚行在华业务的核心，重在提高制度能力，更好地

确保服务供应，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亚行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一次边会活

动上发布了《中国的绿色发展》报告，展现出中国与亚行

结成了富有活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保护生态环

境。亚行还承诺建立一个旗舰技援集群，支持黄河流域实

现韧性强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亚行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持续提供政策建议：（1）一个

金额为3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项目，帮助中国在高质量发展

模式下调整当前税收结构，满足国家支出需求；（2）就

高质量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亚行还发

布了一份简报，介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亚行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项目下咨询服务 
合同所涉前五大咨询实体或个人
2017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咨询顾问 部门

合同额

(百万美元)
北京能环科技发展中心 ANR、ENE、IND、

PSM、TRA、WUS
 8.15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ANR, PSM, TRA, 
WUS

 6.43 

重庆合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NR, EDU  5.08 
上海宜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NR, WUS  4.06 
林同�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

限公司
TRA, WUS  4.01 

个人咨询专家  27.91 
其他  53.13 
总计  108.77 
ANR =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发展；EDU = 教育；ENE = 能源；IND = 工业和贸易；PSM 
= 公共部门管理；TRA = 交通运输；WUS = 供水和其它城市基础设施及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亚行贷款和赠款项目下货物、工程及相关服
务合同所涉前五大承包商/供应商 
2017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承包商/供应商 部门
合同额

(百万美元)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HLT  685.55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ANR, TRA, WUS  676.90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ANR, EDU, TRA  556.35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ANR, EDU, TRA, 

WUS  492.17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ANR, TRA, WUS  458.04 
其他  9,832.95 
总计  12,701.97 
ANR =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发展；EDU = 教育；HLT = 医疗卫生；TRA = 交通运输； 
WUS = 供水和其它城市基础设施及服务。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各分项之和可能不等于对应总计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按产品列示的普通资金源非主权承诺额

2021年 2017—2021年
已签约业务数量（普通资金源） 4 24
已签约业务数量（计划） 735 2,235

金额 (百万美元)
贷款  145.27  1,888.59 
股权投资 –  70.00 
担保 – –   
债券 – –
贸易与供应链融资计划及小额信贷计划  42.87  261.75 
总计  188.14  2,220.34 
– =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项目采购合同 
所占比重

项目

货物、工程及相关服务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总额的

%
2020年  1,871.73  8.16 
2021年  3,334.86  21.38 
累计额（截至2021年12月31日）  39,872.62  17.17 

项目

咨询服务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总额的

%
2020年  14.95  2.05 
2021年  34.55  4.96 
累计额（截至2021年12月31日）  259.11  1.74 

项目

总采购额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总额的

%
2020年  1,886.68  7.97 
2021年  3,369.41  20.68 
累计额（截至2021年12月31日）  40,131.72  16.25 

https://www.adb.org/projects/51033-001/main#tabs-0-2
https://www.adb.org/projects/53050-001/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1033-001/main#tabs-0-2
https://www.adb.org/projects/51401-002/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3060-001/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2245-001/main
https://www.adb.org/what-we-do/private-sector-financing/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4287-001/main#project-pds
https://www.adb.org/projects/54287-001/main#project-pds
https://www.adb.org/projects/54359-001/main#project-pds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greening-development-prc-partnership-adb
https://www.adb.org/projects/54026-001/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5037-001/main
https://www.adb.org/zh/publications/challenges-population-aging-prc
https://www.adb.org/zh/publications/economic-recovery-covid-19-peoples-republic-china


融资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形成融资合作伙伴关系，与亚行有合作的政府或政府

机构、多边机构和私人组织能够参与亚行项目。额外资金

均可以贷款和赠款、技术援助和非主权联合融资等形式提

供。

在华联合融资累计承诺额：

• 主权联合融资：自1987年以来，为38个投资项目和118个
技术援助项目分别提供了28.9亿美元和6,709万美元

• 非主权联合融资：自1991年以来，为32个投资项目提供

了32.7亿美元

2021年，中国从KfW共获得2.7093亿美元的联合贷款，用

于推进湖南汨罗江灾害风险管理和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及陕

西绿色智慧交通物流管理示范项目。

可登录www.adb.org/countries/prc/cofinancing查阅2017年
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联合融资项目汇总表。

未来发展方向

根据现行的合作战略（2021—2025年），亚行致力于与中

国建立重点更加突出、覆盖更多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使

中国能够日益展示并帮助中国复制推广成功的发展成果和

创新模式。随着亚行与中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演进，亚行在

华业务需经过更加严格的筛选，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注

重通过创新和示范项目提供附加值。具体合作领域将取决

于亚行的下述能力：加强政策和制度建设；支持创造区域

性及全球性公共产品；传播与中国发展经验及亚行参与中

国建设发展所吸取经验教训有关的知识。主权业务和非主

权业务之间的密切协调，以及“一个亚行”模式，将有助

于制定知识解决方案，处理中国错综复杂的发展问题，并

复制推广到亚行其他发展中成员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融资项目
2017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联合融资 项目数量 金额 (百万美元)
主权 27 1,859.84
    贷款 7 1,844.53
    技术援助 20 15.30
非主权 16 1,89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贷款和赠款项目绩效质量指标 
2020—2021年
实施中的贷款项目数量a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83

2020年
(百万美元)

2021年
(百万美元)

合同授予b, c  804.12  1,165.13 
支付b 1,133.12 1,477.30
实施中的赠款项目数量a, d（截至2021年12月
31日）

–

2020年
(百万美元)

2021年
(百万美元)

合同授予b, c, d  –  – 
支付b, d  –  – 
风险项目（%）（截至2021年12月31日） 9
– = nil.
a 以承诺为依据。
b 包括当年已完成合同授予或支付的关账贷款/赠款。
c 不包括政策性、结果导向型、金融中介/信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备选方案和联合融资贷款 
  及赠款。
d 仅包含亚洲发展基金及其他亚行专项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非主权业务独立评估等级 
2012—2021年

已验证和评估

的项目/计划

总数

评估等级

极其成功和成功 不太成功 不成功
主权业务 69 64 5 –
非主权业务 19 8 7 4
– = 0。
注：表中数据显示经由独立评估局验证或评估的亚行在华主权和非主权业务数量及其总体业
绩评级。上表覆盖了从2011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十年间，亚行已分发的所有已验证或已
评估的项目完工报告和大量各种年度检查报告。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估。

资料来源：独立评估局成功率数据库。

https://www.adb.org/what-we-do/financing-partnerships/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3052-001/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1401-002/main
https://www.adb.org/projects/51401-002/main
http://www.adb.org/countries/prc/cofinancing


注：（1）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为亚行估计值。（2）除非特别
指明，所有数据最后更新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3）亚行承认“中
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行的更多信息

持股数和投票权
持股数： 684,000股（占股份总数的6.43%）
表决权票数：  723,114票（占全体成员总票数的

5.44%，占本地区全体成员总票数
的8.35%） 

*认缴资本总额： 95.7亿美元
*实缴资本： 4.7881亿美元

*美元数字按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汇率计算。

对特别资金源的出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已向亚洲开发基金（亚发基金）和技
术援助特别基金（技援基金）捐资。亚发基金向亚行低收入发
展中成员体提供赠款。技援基金向借款成员体提供技术援助赠
款，助其筹划项目，进行技术或政策研究。中国还向亚洲开发
银行研究院（亚行研究院）捐资。

向亚发基金捐资（已承诺）： 2.7659亿美元
向技援基金捐资（已承诺）： 5,501万美元
向亚行研究院捐资（已承诺）： 200万美元

亚行理事：刘昆

亚行副理事：邹加怡

亚行董事：刘伟华

亚行副董事：吕霞

年会
2002年5月10—12日，在上海召开第35届年会
1989年5月4—6日，在北京召开第22届年会

联系方式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
成立时间：2000年
首席代表：冯幽兰（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亚洲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A座17层
邮编：100004
电话：+86 10 8573 0909
传真：+86 10 8573 0808
adbprcm@adb.org
www.adb.org/prc

亚行总部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菲律宾马尼拉）
电话：+63 2 8632 4444
传真：+63 2 8636 2444
www.adb.org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 
邮编：100820
传真：+86 10 68551125

亚行相关网址

亚洲开发银行
www.adb.org   

《年度报告》
www.adb.org/documents/series/adb-annual-reports  

《亚洲发展展望》
www.adb.org/publications/series/asian-development-outlook 

亚行数据库
data.adb.org 

亚行概览

亚行在坚持消除极端贫困的同时，致力于实现繁荣、包容、有适应力和可持
续的亚太地区。亚行现有68个成员，其中49个来自亚太地区，19个来自其
他地区。亚行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亚行在全球设
有43个办事处，共有来自65个成员的3,693名员工。

亚行通过政策对话和咨询服务等方式提供融资和精准的知识解决方案，使其
向发展中成员体提供的援助对发展产生最大影响。亚行经官方、商业和出口
信贷等来源的联合融资调动财政资源。

过去，亚行一直快速响应发展中成员体的各项需求；今后，仍将保持敏捷，
反应迅速而积极。绿色复苏已经初露萌芽，但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冲
突暴发的长期影响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亚行将一如既往地与各成
员体及发展伙伴密切合作，携手应对挑战，为亚太人民共创更加美好的未
来。

亚行业务。2021年，亚行对借款成员体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承诺总额达228亿
美元，涉及贷款、赠款、股权投资、私营部门计划和技术援助等。亚行加大
总体支持力度，联合融资有129亿美元之多。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亚行对45个国家的累计承诺额为3,420亿美元，包括
贷款4,061笔，赠款521笔共计117亿美元，技术援助赠款（包括区域性技术援
助赠款）共计52亿美元。

除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外，亚行还通过担保和股权投资助力发展中成员
体。

2021年，亚行利用自有资金做出的非主权贷款和股权投资承诺总计12亿美
元，涉及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金融和农业综合经营等领域的35笔业务。

2021年，亚行通过贸易与供应链融资计划和小额信贷计划筹集到17亿美元长
期项目联合融资以及58亿美元联合融资。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亚行自有资
金出资的非主权业务中，未偿余额和未支付承诺额共计140亿美元。  

融资合作伙伴关系

2021年，主权和非主权联合融资承诺总额 

• 为187个项目，共计129.3亿美元，其中： 
 » 123.8亿美元，为75个投资项目；

 » 1.3467亿美元，为110个技术援助项目；

 » 4.2287亿美元，为二个项目的交易咨询服务。 

1970—2021年，主权和非主权联合融资累计承诺额 

• 为3,165个项目，共计1,404.3亿美元，其中： 
 » 1,366亿美元，为1,098个投资项目；

 » 28亿美元，为2,061个技术援助项目；

 » 10.7亿美元，为六个项目的交易咨询服务。

采购

亚行2021年采购合同

货物、工程及相关服务

亚行在亚太地区贷款和赠款业务项下的货物、工程及相关服务采购合同：

• 2020年为229.3亿美元

• 2021年为156亿美元

• 自1966年以来，累计签订225,336份采购合同，合同价值2,321.6亿美元 

咨询服务

亚行在亚太地区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业务项下的咨询服务采购合同：

• 2020年为7.3078亿美元

• 2021年为6.9703亿美元

• 自1966年以来，累计签订71,348份采购合同，合同价值148.6亿美元

www.adb.org
www.adb.org
www.adb.org/documents/series/adb-annual-reports  
www.adb.org/publications/series/asian-development-outlook
https://data.adb.org/
https://www.adb.org/who-we-are/operational-priorities
https://www.adb.org/who-we-are/operational-priorities
https://www.adb.org/what-we-do/covid19-coronavirus
https://www.adb.org/climatebank
https://www.adb.org/what-we-do/trade-supply-chain-finance-program/main
https://www.adb.org/business/operational-procurement/goods-services
https://www.adb.org/business/operational-procurement/consul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