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透明共建信任

透明度与责任心对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实现在亚太地区消除贫困的愿景至关重要。

它们是取得发展成效的基石。

2005年以来，亚行的《公共信息交流政策》（以下简称“政策”）为信息的交流和主动披露，响应对

信息的索取，并接收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和见解提供了框架。

2011年的政策加强了2005年的政策。它综合考虑了从数百个来自亚行成员体的利益相关方处获得

的经验教训和反馈。它承诺，亚行将对项目制定全面的信息交流计划，更好地为利益相关方和受影

响人群提供信息。

通过更多、更早地进行信息披露，使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其中，亚行将能够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发

展合作伙伴关系，从而进一步完善发展成果。

最重要的是，2011年的政策承诺，亚行将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平等地获取亚行按照政策

规定所提供的信息，认可人们拥有搜寻、获取和共享信息的权利。同时，在保持透明度方面，政策也

确保亚行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11年政策的主要变化将扩大人们获取信息的范围，提高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

以下是2011年政策中的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我们的利益相关方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

• 已征询过公众意见的政策和战略草案及最终文件，在提交亚行董事会审

议的同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 经相关国家同意，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区域合作战略以及主权项目贷款

的最终提案，在提交亚行董事会的同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 披露亚行资助的主权项目经审计的年度项目财务报表。

• 在文件形成10年之后，亚行可以根据需求公布董事会正式会议的记录全

文，该记录全文不能包含或涉及任何属于政策规定的例外条款的信息。

• 项目采用了综合的信息交流方式，包括更主动地披露信息。

• 国内信息交流扩大到整个项目周期，就项目及亚行其他活动对其生活所

产生的影响向受影响人群（尤其是妇女和贫困人群）提供更多信息。

• 贷款、赠款以及项目筹备技术援助的项目资料将被翻译成有关国家的当

地语言。

• 设立独立申诉委员会，为信息索取申请被亚行拒绝的当事方提供更多的

申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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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索取信息

所有索取信息和文件的申请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电子邮件、普通信函、网上反馈表或传真）。请参

照2011年政策中“信息索取申请”标题下第131–135段的内容，了解关于获取历史资料和翻译资料，

以及如何申请和提交申请的具体信息。

索取申请提交方式

• 通信地址

 亚洲开发银行对外关系局

 公共信息和披露处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菲律宾 马尼拉）

• 电子邮件

 disclosure@adb.org

• 传真号码

 +63 2 636 2649

索取申请亦可提交至

• 常驻代表处

• 办事处

• 亚行有关业务局或办公室

联络信息请访问 
www.adb.org/contacts。

亚行在给申请者的回复中将提供申请者所索取的信息，除非该信息属于政策的例外条款。当申请被

拒绝时，亚行将告知申请者该申请被拒绝的理由，以及申请者按新政策规定所拥有的两级申诉权。

有关申诉程序及如何申诉的详情，参见2011年政策第136–141段。

亚行如何处理外部申请和申诉

人们了解
的越多，
为发展做
出的贡献
就越大。

亚行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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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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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申请

者拒绝原

因以及有关

两级申诉权

利的事项

第2阶段：独立申诉委员会

申请人可以向由三人组成的独立申诉委员会提

出申诉，说明拒绝提供信息为何违反了政策。

独立申诉委员会将在45个自然日内决定提供或

拒绝提供所申请的信息

第1阶段：向亚行提出

申诉

申请者可以向亚行内部

的公共信息披露顾问委

员会提出申诉

公共信息披露顾问委员

会在20个工作日内决定

是否接受申诉

申请者将在

20个工作日内

收到文件

如果获得批准 如果获得批准

如果被拒绝

如果被拒绝

亚行应在其网站上公布所有收到的申诉、每项申诉的性质以及对每项申诉的裁定。该清单将根据公

共信息披露委员会和独立申诉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定进行相应更新。

亚行2011年的政策指导我们努力做到更加透明、负责地为公众服务，更加积极地响应人们

的需求。欢迎您访问www.adb.org/disclosure，您通过这个网址可以下载2011年政策

的全文，并了解更多获取亚行有关信息的渠道。 欲进一步了解2011年
《公共信息交流政策》

（2012年4月2日生效）

中的信息索取与披露的

详情，请访问 
www.adb.org/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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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政策认可人们拥有索求、获取以及共享亚行业务信息的权利。

增加透明度，加强责任心

2011年的政策将使得亚行的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参与对他们有影响的决策过程。

政策的主要原则

– 支持信息披露的假设

– 亚行所有业务都保持透明度和责任心

– 主动共享知识、信息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 完善获取业务信息的渠道

– 扩大双向信息交流，以促进参与式发展

– 及时响应索取信息和文件的申请

– 推动信息与知识共享的文化

亚行项目周期内的信息披露

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亚行会编制或要求我们的借款人和客户编制多种信息和文件。2011年的政策规

定了在项目周期的特定阶段将披露哪些文件。

主动进行信息披露的主要渠道仍然是亚行网站。亚行及其借款人和客户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这取决

于目标受众和披露信息的原因。例如，像社交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之类的新技术可以为信息交流提供

很好的途径。同时，由于很多利益相关方可能不具备科技手段，因此必要时必须采用更多传统的信息

交流方式。

2011年政策所涵盖的项目文件种类

批准

• 行长报告与建议

• 技术援助报告

• 法律协议

完工/评估

• 完工报告/年度扩展
检查报告

• 评估报告

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区域合作战略

• 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区域合作战略分析
与评价

• 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区域合作战略草案

• 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区域合作战略终稿

• 国别业务规划/区域合作业务规划

实施

• 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报表

• 重大变化

• 分批次拨款的进度报告

• 社会和环境监测报告

• 技术援助所产生的最终报告

准备

• 项目数据表

• 项目/规划的一般信息

• 贫困与社会初步评价

• 环境评价

• 非自愿移民安置计划文件

• 原住民计划文件

• 项目筹备技术援助所产生的
最终报告 

亚行的项
目周期

2005 年以
来，亚行
网站上公
布的文件
数量增加
了 145%。

欲详细了解文件披露

规定，请查阅2011年
《公共信息交流政策》

（2012年4月2日生效）

第六章，网址： 
www.adb.org/disclosure。

双向信息交流

2011年的政策承诺，亚行会将工作及时告知借款人、客户、合作伙伴、受项目影响人群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它还承诺，亚行会征求利益相关方的看法，并在项目设计及整个项目周期中予以考虑。这种双

向的信息交流对达成相互理解和信任意义重大，而相互理解和信任则是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和取得

发展成效的基础。

可以不予披露的信息种类

尽管亚行承认公众拥有知情权，并承诺采用支持信息披露的假设，但完全的信息披露常常是不可能

实现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有时亚行需要在内部以及与其成员体进行观点探索、信息共享以及

坦率的讨论。在有些情况下，披露个人信息可能会危及个人安全。某些财务信息也可能是敏感信息，

对其的披露会对业务或某成员体的经济造成损害。

亚行保留对信息不予披露的权力，并清楚列举出了例外条款。确定这些例外条款的基础是，亚行确定

信息披露所造成的损害超过或可能会超过披露所带来的好处。

披露的例外条款

2011年的政策明确了信息披露的例外条款，在某些情况下，还说明了若披露相关信息，可能会对例外

条款所保护的利益造成哪些损害。以下是免予披露的信息种类清单，及其被列入例外条款的理由。

2011年政策第97段给出了适用具体例外条款的必须明确的信息。

原因

披露则可能会损害亚行内部及亚行与其利益相关方之间坦

诚的思想交流和沟通。

披露则可能会严重损害亚行同该方或任何其他成员体之间

的关系。

披露则可能会有损相关人员合法的隐私权。

披露则可能会损害合法的财务或商业利益，或某成员体管

理其经济的能力。

披露则可能会危害任何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或保障。

披露则可能会对一项调查或司法裁判造成实质性损害。

披露则可能会违反适用的审计标准。

例外条款

协商和决策程序

保密信息

个人信息

财务信息

保障与安全

法律或调查事宜

内部审计报告和信托基金

审计报告

2005 年以
来亚行已
经为 95%
的信息索
取申请提
供了文件。

透明度是亚行《公共信息交流政策》
的全部意义所在。

欲详细了解2011年
《公共信息交流政策》

（2012年4月2日生效）

中的信息披露例外条

款，请访问 
www.adb.org/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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