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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
受项目影响人可以通过提交投诉函说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启动亚行的问责机制。

在店主这个案例中，需要进行若干次会晤，以便就如何解决投诉者所遇到的问题达成一致。为了实施各方同意的具体措施，则需要

更多次会晤。在问题解决职能下，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组织这些会议，并进行记录和翻译，以方便所有人都能获得信息。特别项

目协调员办公室确保了政府和亚行业务局向店主们解释补偿率是如何计算的。

投诉者、政府和亚行业务局学会了如何进行良好的沟通和提供明确的信息。他们学会了如何以平和的心态进行对话。另外，村民们

也参与了确定补偿金额的测算工作。向店主们支付补偿金时，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的人员也在场。

店主们从提出投诉到获得补偿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最后，投诉者表示对结果非常满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也了解了自身

的权利。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
受项目影响人可以通过提交投诉函说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启动亚行的问责机制。

在本案例中，调查亚行是否遵守了其业务政策和程序，需要若干个步骤。

合规审查保证了该项目重新符合亚行业务政策和程序规定。投诉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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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OSPF）案例研究
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简介

1. 为开展亚行资助的一个公路项目，有关当局要求店主们拆除他们的商店。一个非政府组织

告诉店主们亚行有保障政策，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该项目的伤害，则有权进行投诉。

2. 该非政府组织帮助他们起草了一封提交给亚行的投诉函。

3. 亚行通过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派出代表开展评估，并确定以下事项：

� ■  投诉者是否清楚地了解相关事项？

� ■ 投诉者是否真的受到了亚行资助项目的伤害？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负责确保保障政策得以遵守的亚行业务局协调解决他们的问题？

4. 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公平地赔偿投诉者所受的损失和如

何实现信息共享。

5. 经过一段时间和几次会晤后，当事各方都认识到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更有助于解决问

题。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总结了几次会晤的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派出一名当地咨

询顾问对报告加以解释，帮助投诉者理解他们可采取的措施。

6. 将近一年后，投诉者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们获得了公平的赔偿。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OCRP）案例研究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简介

1. 在向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进行咨询的同时，店主们认为亚行违反其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违规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2. 他们请求上述非政府组织帮助起草了另一封投诉函，要求亚行的合规审查小组（CRP）开
展调查。

3. 一经收到投诉，合规审查小组就向投诉者提出了以下问题：

� ■  他们是否了解合规审查程序？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亚行的业务局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

� ■  是否有信息表明以下内容？

1) 亚行资助项目导致了直接的实质性伤害；

2) 亚行没有遵守其业务政策和程序；

3) 违规行为导致或有可能导致对受项目影响人的伤害。

4. 由于受理此项投诉属于合规审查小组的职权范围，因此合规审查小组先将投诉转给亚行

管理层，要求其回应。

5. 为了对合格性加以认定，合规审查小组对管理层的回应和其他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并展

开实地考察。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

6. 于是合规审查小组通过亚行董事会合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合格性认定报告，并向亚行董

事会申请授权，以开展合规审查。

7. 一经得到董事会的授权，合规审查小组便启动了合规审查程序，包括与当事各方进行磋商、

书面材料审查和实地考察等。

8. 审查程序完成后，合规审查小组将审查报告草案发给了投诉者、借款人和亚行管理层，以

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反馈。

9. 经过一段时间后，合规审查小组向董事会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认定亚行在其业务中没有

遵守其关于环境、公共信息交流和社会层面的政策。

10.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合规审查小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亚行管理层提出补救行

动方案，以使项目合规并消除相关危害。该方案需经董事会批准，之后由合规审查小组监

督执行。

11. 合规审查使得该项目重新符合亚行的业务政策和程序规定。投诉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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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行问责机制提交 
投诉后会发生什么?

您有 个选择

问题解决职能
这一职能帮助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特别项目协调员将

 ► 处理您的投诉。

 ► 要求您说明投诉内容以及受到的伤害。

 ► 帮助您、亚行业务局以及政府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 帮助相关各方就解决您的问题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一致。

 ► 监督实施商定的行动。

合规审查职能
这一职能致力于确定亚行是否遵守了其政策和程序。

合规审查小组将

 ► 根据您的投诉对亚行的行为进行调查。

� ► 向项目相关各方进行咨询。

� ► 撰写报告，您可以对报告发表意见。

� ► 向亚行提交其调查结果和建议。

► 亚行将就如何遵守其政策和程序提出建议。

 注：如果您选择了合规审查程序，那就不能再重新选择问题解决程序。

请将您的选择告知投诉受理专员。投诉受理专员将把您的投诉转交给特别项目协调员或合规审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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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负责确保保障政策得以遵守的亚行业务局协调解决他们的问题？

4. 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公平地赔偿投诉者所受的损失和如

何实现信息共享。

5. 经过一段时间和几次会晤后，当事各方都认识到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更有助于解决问

题。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总结了几次会晤的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派出一名当地咨

询顾问对报告加以解释，帮助投诉者理解他们可采取的措施。

6. 将近一年后，投诉者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们获得了公平的赔偿。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OCRP）案例研究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简介

1. 在向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进行咨询的同时，店主们认为亚行违反其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违规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2. 他们请求上述非政府组织帮助起草了另一封投诉函，要求亚行的合规审查小组（CRP）开
展调查。

3. 一经收到投诉，合规审查小组就向投诉者提出了以下问题：

� ■  他们是否了解合规审查程序？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亚行的业务局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

� ■  是否有信息表明以下内容？

1) 亚行资助项目导致了直接的实质性伤害；

2) 亚行没有遵守其业务政策和程序；

3) 违规行为导致或有可能导致对受项目影响人的伤害。

4. 由于受理此项投诉属于合规审查小组的职权范围，因此合规审查小组先将投诉转给亚行

管理层，要求其回应。

5. 为了对合格性加以认定，合规审查小组对管理层的回应和其他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并展

开实地考察。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

6. 于是合规审查小组通过亚行董事会合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合格性认定报告，并向亚行董

事会申请授权，以开展合规审查。

7. 一经得到董事会的授权，合规审查小组便启动了合规审查程序，包括与当事各方进行磋商、

书面材料审查和实地考察等。

8. 审查程序完成后，合规审查小组将审查报告草案发给了投诉者、借款人和亚行管理层，以

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反馈。

9. 经过一段时间后，合规审查小组向董事会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认定亚行在其业务中没有

遵守其关于环境、公共信息交流和社会层面的政策。

10.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合规审查小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亚行管理层提出补救行

动方案，以使项目合规并消除相关危害。该方案需经董事会批准，之后由合规审查小组监

督执行。

11. 合规审查使得该项目重新符合亚行的业务政策和程序规定。投诉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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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行问责机制提交 
投诉后会发生什么?

您有 个选择

问题解决职能
这一职能帮助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特别项目协调员将

 ► 处理您的投诉。

 ► 要求您说明投诉内容以及受到的伤害。

 ► 帮助您、亚行业务局以及政府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 帮助相关各方就解决您的问题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一致。

 ► 监督实施商定的行动。

合规审查职能
这一职能致力于确定亚行是否遵守了其政策和程序。

合规审查小组将

 ► 根据您的投诉对亚行的行为进行调查。

� ► 向项目相关各方进行咨询。

� ► 撰写报告，您可以对报告发表意见。

� ► 向亚行提交其调查结果和建议。

► 亚行将就如何遵守其政策和程序提出建议。

 注：如果您选择了合规审查程序，那就不能再重新选择问题解决程序。

请将您的选择告知投诉受理专员。投诉受理专员将把您的投诉转交给特别项目协调员或合规审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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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
受项目影响人可以通过提交投诉函说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启动亚行的问责机制。

在店主这个案例中，需要进行若干次会晤，以便就如何解决投诉者所遇到的问题达成一致。为了实施各方同意的具体措施，则需要

更多次会晤。在问题解决职能下，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组织这些会议，并进行记录和翻译，以方便所有人都能获得信息。特别项

目协调员办公室确保了政府和亚行业务局向店主们解释补偿率是如何计算的。

投诉者、政府和亚行业务局学会了如何进行良好的沟通和提供明确的信息。他们学会了如何以平和的心态进行对话。另外，村民们

也参与了确定补偿金额的测算工作。向店主们支付补偿金时，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的人员也在场。

店主们从提出投诉到获得补偿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最后，投诉者表示对结果非常满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也了解了自身

的权利。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
受项目影响人可以通过提交投诉函说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启动亚行的问责机制。

在本案例中，调查亚行是否遵守了其业务政策和程序，需要若干个步骤。

合规审查保证了该项目重新符合亚行业务政策和程序规定。投诉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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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OSPF）案例研究
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简介

1. 为开展亚行资助的一个公路项目，有关当局要求店主们拆除他们的商店。一个非政府组织

告诉店主们亚行有保障政策，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该项目的伤害，则有权进行投诉。

2. 该非政府组织帮助他们起草了一封提交给亚行的投诉函。

3. 亚行通过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派出代表开展评估，并确定以下事项：

� ■  投诉者是否清楚地了解相关事项？

� ■ 投诉者是否真的受到了亚行资助项目的伤害？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负责确保保障政策得以遵守的亚行业务局协调解决他们的问题？

4. 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公平地赔偿投诉者所受的损失和如

何实现信息共享。

5. 经过一段时间和几次会晤后，当事各方都认识到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更有助于解决问

题。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总结了几次会晤的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派出一名当地咨

询顾问对报告加以解释，帮助投诉者理解他们可采取的措施。

6. 将近一年后，投诉者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们获得了公平的赔偿。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OCRP）案例研究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简介

1. 在向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进行咨询的同时，店主们认为亚行违反其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违规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2. 他们请求上述非政府组织帮助起草了另一封投诉函，要求亚行的合规审查小组（CRP）开
展调查。

3. 一经收到投诉，合规审查小组就向投诉者提出了以下问题：

� ■  他们是否了解合规审查程序？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亚行的业务局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

� ■  是否有信息表明以下内容？

1) 亚行资助项目导致了直接的实质性伤害；

2) 亚行没有遵守其业务政策和程序；

3) 违规行为导致或有可能导致对受项目影响人的伤害。

4. 由于受理此项投诉属于合规审查小组的职权范围，因此合规审查小组先将投诉转给亚行

管理层，要求其回应。

5. 为了对合格性加以认定，合规审查小组对管理层的回应和其他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并展

开实地考察。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

6. 于是合规审查小组通过亚行董事会合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合格性认定报告，并向亚行董

事会申请授权，以开展合规审查。

7. 一经得到董事会的授权，合规审查小组便启动了合规审查程序，包括与当事各方进行磋商、

书面材料审查和实地考察等。

8. 审查程序完成后，合规审查小组将审查报告草案发给了投诉者、借款人和亚行管理层，以

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反馈。

9. 经过一段时间后，合规审查小组向董事会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认定亚行在其业务中没有

遵守其关于环境、公共信息交流和社会层面的政策。

10.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合规审查小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亚行管理层提出补救行

动方案，以使项目合规并消除相关危害。该方案需经董事会批准，之后由合规审查小组监

督执行。

11. 合规审查使得该项目重新符合亚行的业务政策和程序规定。投诉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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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OSPF）案例研究
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简介

1. 为开展亚行资助的一个公路项目，有关当局要求店主们拆除他们的商店。一个非政府组织

告诉店主们亚行有保障政策，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该项目的伤害，则有权进行投诉。

2. 该非政府组织帮助他们起草了一封提交给亚行的投诉函。

3. 亚行通过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派出代表开展评估，并确定以下事项：

� ■  投诉者是否清楚地了解相关事项？

� ■ 投诉者是否真的受到了亚行资助项目的伤害？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负责确保保障政策得以遵守的亚行业务局协调解决他们的问题？

4. 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公平地赔偿投诉者所受的损失和如

何实现信息共享。

5. 经过一段时间和几次会晤后，当事各方都认识到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更有助于解决问

题。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总结了几次会晤的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派出一名当地咨

询顾问对报告加以解释，帮助投诉者理解他们可采取的措施。

6. 将近一年后，投诉者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们获得了公平的赔偿。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OCRP）案例研究
合规审查小组办公室简介

1. 在向特别项目协调员办公室进行咨询的同时，店主们认为亚行违反其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违规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2. 他们请求上述非政府组织帮助起草了另一封投诉函，要求亚行的合规审查小组（CRP）开
展调查。

3. 一经收到投诉，合规审查小组就向投诉者提出了以下问题：

� ■  他们是否了解合规审查程序？

� ■  他们是否首先尝试与亚行的业务局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

� ■  是否有信息表明以下内容？

1) 亚行资助项目导致了直接的实质性伤害；

2) 亚行没有遵守其业务政策和程序；

3) 违规行为导致或有可能导致对受项目影响人的伤害。

4. 由于受理此项投诉属于合规审查小组的职权范围，因此合规审查小组先将投诉转给亚行

管理层，要求其回应。

5. 为了对合格性加以认定，合规审查小组对管理层的回应和其他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并展

开实地考察。本案例中，投诉被认定为符合受理条件。

6. 于是合规审查小组通过亚行董事会合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合格性认定报告，并向亚行董

事会申请授权，以开展合规审查。

7. 一经得到董事会的授权，合规审查小组便启动了合规审查程序，包括与当事各方进行磋商、

书面材料审查和实地考察等。

8. 审查程序完成后，合规审查小组将审查报告草案发给了投诉者、借款人和亚行管理层，以

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反馈。

9. 经过一段时间后，合规审查小组向董事会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认定亚行在其业务中没有

遵守其关于环境、公共信息交流和社会层面的政策。

10.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合规审查小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亚行管理层提出补救行

动方案，以使项目合规并消除相关危害。该方案需经董事会批准，之后由合规审查小组监

督执行。

11. 合规审查使得该项目重新符合亚行的业务政策和程序规定。投诉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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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行问责机制提交 
投诉后会发生什么?

您有 个选择

问题解决职能
这一职能帮助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特别项目协调员将

 ► 处理您的投诉。

 ► 要求您说明投诉内容以及受到的伤害。

 ► 帮助您、亚行业务局以及政府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 帮助相关各方就解决您的问题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一致。

 ► 监督实施商定的行动。

合规审查职能
这一职能致力于确定亚行是否遵守了其政策和程序。

合规审查小组将

 ► 根据您的投诉对亚行的行为进行调查。

� ► 向项目相关各方进行咨询。

� ► 撰写报告，您可以对报告发表意见。

� ► 向亚行提交其调查结果和建议。

► 亚行将就如何遵守其政策和程序提出建议。

 注：如果您选择了合规审查程序，那就不能再重新选择问题解决程序。

请将您的选择告知投诉受理专员。投诉受理专员将把您的投诉转交给特别项目协调员或合规审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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