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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国别成就
国际开发协会（英文简称IDA） 

是世界银行集团面向最贫困国家
的基金，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解决最为困难和复杂的挑战。 

IDA是全球77个最贫困国家（其中
39个在非洲）最大的发展援助来
源之一。

IDA提供的资源给生活在IDA国家 

的13亿人带来了积极变化。自1960

年以来，IDA共支持了112个国家的
发展工作。过去三年IDA平均每年
承诺的资金额约为190亿美元， 

其中50%提供给非洲。

世界各国期待IDA应对各种重大 

问题⸺从向受埃博拉疾情袭击的
国家提供救助，到阿富汗重建，
再到帮助贫困国家应对越来越多
的气候灾害。IDA承担着帮助最贫
困国家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性挑
战的使命，同时具有极为丰富的 

跨行业知识和可用资源。在这一

点上没有任何其他国际机构能与
其相比。

IDA勇于开拓创新。我们帮助有关
国家跨越传统能源，利用太阳能
解决居民照明和企业生产用电，
并在应对当下环境变化的同时加
强长期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我们努力寻找将妇女和其他脆弱
群体平等融入社会的新途径。 

我们准备好打持久战，帮助经历
战乱和其他灾害的国家走上稳定
与经济增长之路。

在IDA帮助下，上亿人摆脱了贫
困。他们通过IDA援助而获得了 

就业、清洁的水、教育机会、 

道路、营养、电力，等等。过去
五年里，IDA资金为2.05亿儿童提
供了免疫接种，为5000万人提供
了更好的水源， 为4.13亿人提供
了医疗服务。

IDA每三年进行一次资金增补， 

资金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以及世界银行另外两个机构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 

融公司⸺的捐助。

IDA的工作富在成效。在IDA的帮
助下，已有30个 1 国家 “毕业”。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它们 

不再依靠IDA的支持，很多已经转
而成为IDA的捐助国。帮助贫困国
家建立必要的制度和能力、将其引
向可以自己筹资发展的道路⸺这
是IDA的一个重点目标。

下面将向你介绍IDA的一些成果。
也欢迎你去了解IDA在非洲、 

性别平等、冲突与脆弱国家、 

气候变化和制度强化等领域的国
别成就。

用数字说话

2011-15年IDA主要成就

2.05 亿
儿童获得免疫接种

5000 万
人的用水得到改善

1. 印度于2014财年底从IDA毕业，但在整个IDA17期间（2015-17财年）仍将通过一项特殊安排获得过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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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富汗

2003年至2015年，“国家团结 

计划”及其31个伙伴机构，包括

IDA在内，通过与社区发展理事会
合作，确定并实施了86000项小
规模的重建和发展活动，包括改
善供水和卫生设施、农村道路、
灌溉、电力、医疗和教育等 

项目。该计划为技术工人和无 

技术工人提供了5200万个工作
日的就业，在阿富汗全国成立了
33400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社
区发展理事会。 

2013年至2015年，一个帮助技
术和职业学校毕业生培养工作技
能、增加收入的项目使25696人
受益。

2011至2015年，434个中小企 

业获得了用于发展业务的赠款，
利用这些赠款创造了1385个就 

业机会。

从2011年到2015年，贾拉巴德一
家医院每天接待的病人数从不到
50人上升到150人以上。

2012年至2015年，在阿富汗各地
修建完成了732公里三级公路和
825米三级桥梁，同时还对3000

多公里三级公路进行了维护。

埃塞俄比亚

受益于IDA支持的农业发展项目、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 

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和经济的持 

续高速增长，埃塞俄比亚的贫困
率从2000年的44%下降至2011年
的29.6%。

2014至2015年，埃塞俄比亚农 

村地区有110万人获得了清洁的
水源。 

怀孕期间至少做过一次产前检查
的孕妇比例从2012年的43%提高 

到2014年的58.5%，同一时期由 

专业人士照看的分娩比例上升了 

50%以上。

2010至2013年，通过“普通教 

育质量改进项目”，为埃塞俄比
亚中小学编写、印刷并分发了
7810万册课本和教学指南，用五
种语言编写了148种新课本和教 

学指南。同时有92541名小学教 

师根据新颁布的法规提高了专业
资质，从原来只有一年制证书水
平提高到三年制学位水平。

安哥拉

从2012年到2014年，获得免
疫接种的儿童从3.4万增加到

阿富汗

2013年至2015年，一个帮助技术和职业学校毕业生培养

工作技能、增加收入的项目使25696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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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09万。同期0-1岁儿童就常见
疾病进行免疫接种的比例从27%上
升到71%。

2013至2014年，230万人获得了
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康 

服务。

B
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1年至2015年间，巴布亚新几
内亚农村地区50万人获得了移动
电话服务。 

从2010年到2015年，3.4万名种 

植咖啡和可可的小农户从一个农
业项目中受益。访项目的主要 

内容是提高生产率，防治作物 

病虫害，提供更好的市场信息以
帮助农民增加收入。项目的实施
使可可和咖啡产量从2011到2014

年翻了一番多。

巴基斯坦 

2009至2015年间，一个社会安 

全网项目使2570万巴基斯坦人 

受益。2009至2014年通过借 

记卡、手机和智能手机等形式发
放了逾29亿美元现金转移支付。
该项目还建立了一个包含2700多
万家庭的数据库，以确保政府援
助可以达到那些最贫困的家庭。

从2013年到2015年，招聘了
16800名新教师，建设了664座 

低成本民办学校，向约10万名学
生提供教育。

巴基斯坦信德省的税收有所增加， 

从2012-13财年的340亿卢比增至
2013-14财年的420亿卢比。

在2010年洪水淹没巴基斯坦10万
平方公里土地、摧毁约160万栋房
屋后，120万家庭获得了现金转移
支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10至2015年，11400人受益于
IDA提供的就业服务和针对性现金
转移支付。接受培训和就业补贴
的人员当中有55%在培训或补贴结
束后仍保持就业一年以上。

 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 

对波黑水灾地区的基础设施恢 

复重建项目使逾16万人受益， 

约9.4万人收到了建筑材料和其 

他紧急物资。随着更多地区和地
方性子项目的开展，该重建项目
预计将实现向受灾地区30万人提
供援助的目标。

贝宁

2005至2012年间，75万人从社 

区主导型项目中受益；学校入学
人数增加16万，2.5万人获得了 

清洁用水。
埃塞俄比亚

2014至2015年，埃塞俄比

亚农村地区有110万 
人获得了清洁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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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一个结果导向型投
资项目所涵盖地区的免疫接种率
达到86%，远远高于40%的全国平
均水平。

玻利维亚

从2008年到2014年，2891个家庭
（大多为原著民）获得了151579

公顷土地，组织生产协会来种植
庄稼、养殖牲畜，使家庭平均收
入增长了39%。参加农业和管理 

技术培训的人员当中38%是妇女，
项目支持成立的生产协会中74% 

有妇女担任董事会成员。

在玻利维亚农村地区开展的一个
项目旨在通过由农民自己管理的
基层组织改善小农户参与市场活
动的机会，16000个农户从项目
中受益。

“农村联盟项目”向110个农村郡
的770个农业生产组织提供支持，
使29000个家庭受益，其中90%为
原著民。参加项目的农户平均收
入增长33%。

布基纳法索

截至2012年年中，创造正规就 

业岗位9741个；截至2014年底，
通过一站式服务注册了70624家
企业。

创办新企业所需天数从2004年 

的45天缩短到现在的3天，申请
施工许可证所需时间从2006年的
260天缩短到30天。

截至2014年年底，通过一站式服
务颁发了4224个施工许可证。

布隆迪

通过实行新的一站式服务，办理
施工许可证所需时间从2012年的
137天缩短至2013年的99天。

一个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项目
使小农户的水稻单产从2010年的
每公顷2.5吨提高到2015年的每公
顷4吨。同一时期香蕉单产从每公
顷9吨提高到22.7吨。

贝宁

2005至2012年间，75万人从社区主导型项目中受益；
学校入学人数增加16万，2.5万人获得了清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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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多哥

2012至2015年间建设了90座学校 

（248间教室）、13个卫生中心、 

44座水井、四个社区厕所、两条
农村道路和过街通道及两个市场 

大棚，使3275人受益。

2013至2015年，14016人获得了 

儿童营养补贴款。这是多哥社会
安全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解
决儿童营养不良问题。

G
刚果共和国

2010至2015年，布拉柴维尔和 

黑角市的供水、电力和城市开 

发项目使87.5万人受益。39.5万
人的供水得到改善，40万人受益
于排水系统的改进和全季节公路
的建设。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4至2015年，120万城市居民
的饮用水得到了改善。 

2014年2月至12月，对刚果东 

部学校、供水点和桥梁等社区基
础设施的维修重建使69017人直
接受益。

2011至2015年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1765公里道路） 

使500个村庄受益。

格林纳达

监管改革使格林纳达2014年旅游
业收入比2013年增长近35%。

H
海地

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 

向98个社区因霍乱住院的 

9776名病人提供了检测和治疗， 

 

对19320户进行了走访以增强人 

们的防疫意识，并对19800栋住宅
和3515个厕所进行了消毒。  

2012至2015年，太子港市的太阳
能路灯项目使1.8万人受益。

海地

2012至2015年，太子港市的太阳能路灯项目使1.8万
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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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向在民办学校上学的
372516名困难学生资助了学费，
比2014年的264434名有所提高。

2011至2015年，通过项目干预培
养了2669名合格的小学教师。

洪都拉斯

从2013年到2015年，对120名市
政工作人员进行了灾害风险管理
和气候变化适应培训，组织了20

次将性别议题融入灾害管理行动
计划的工作讨论，举办了三次水
灾模拟演习，完成了13个降低水
灾和泥石流风险的项目。

从2013年到2015年，重点社区的
14388人（包括8000名妇女）参
加了暴力预防项目，以便在洪都拉
斯建设更安全的社区。该项目向九
项倡议提供支持，内容包括心理 

支持、暴力预防和社区干预等。

洪都拉斯政府在“透明国际” 

组织“开放预算指数”上的得分
有所改善，从2011年的11分提高到

2015年的42分（最高100分）。 

这一改善反映了政府在向公众提 

供更多预算信息方面所做的努力。

J
吉布提

2012至2015年，6752名怀孕和
哺乳妇女、青春期女童和5岁以
下儿童获得了基本的营养服务。
他们获得了微营养素粉和食品补
充剂，对两岁以下儿童还进行了
发育监测。3000多人参加了一个
公共工程项目，该项目共提供了
17.96万个工作日的就业。

2013至2015年，一个旨在改善
吉布提医疗卫生服务的项目使
374272人受益。2014至2015年， 

24113名怀孕和哺乳妇女、青春期
女童和5岁以下儿童获得了基本的
营养服务。同一时期有4139名妇
女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分娩。

柬埔寨

2009至2014年，作为台风凯莎娜灾后重建工作的一部

分，向柬埔寨农村地区9.15万人提供了更好的水源，
对615公里道路进行了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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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共和国

从2012年到2015年，212537名儿
童获得了免疫接种，8959名医务
人员接受了培训。

2009至2014年，3902个家庭新接
上了社区供水管，1000户的现有
管道得到维护升级，同时还建设
和修复了226条社区管道，这些 

工程共使8.3万人受益。另外还为
44所学校连接了自来水系统。

加纳

2010至2015年间向123106名无技
能工人提供了590万个就业工日，
受益人中妇女占60%。

2015年完成了589公里支线 

公路、134个小型土坝和沟渠以及 

80个气候变化干预工程的建设。

2013至2015年项目受益农户的珍
珠鸡产量增长了500%。

柬埔寨

2009到2014年，作为台风凯莎 

娜灾后重建工作的一部分，向柬
埔寨农村地区9.15万人提供了更 

好的水源，对615公里道路进行 

了修缮。

2014年，由专业人士照看的分 

娩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58%提 

高到85%。2014年98%的一岁以 

下儿童已接受了白喉、百日咳、
破伤风和乙型肝炎的免疫接种，
高于2008年的84%。

K
喀麦隆

2012至2013年，42.8925万人的
医疗服务得到改善，4.434万学生
上学更为便利，42.71万居民获得
了清洁水源。

从2009到2015年，330万人获得
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康
服务。同期内对19.7333万儿童进
行了免疫接种，19.7333万例分娩
是由专业人员照料。

科摩罗

IDA针对全球危机和2012年当地水
灾提供了紧急资金，这些资金所支
持的工作换现金项目和社区基础设
施项目使逾7.1万人直接受益。

科索沃

由于实施了一个旨在促进科索沃冲
突后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强产权保
证的项目，从2008年到2015年，
完成购房或卖房登记所需的时间 

从30天降至10天。

科特迪瓦

到2015年为止，对城市基础设施
的整治和建设使6.18万人不再受季
节性洪水的威胁。

2012至2015年期间对634公里农
村道路进行了修缮。

2008至2012年，1.8万名前士兵、
武装人员和高风险青少年参加了
经济再融入活动。

科特迪瓦 

2008至2012年，1.8万
名前士兵、武装人员和高 

风险青少年参加了经济再 

融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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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至2012年，通过劳动密集 

型方法建设了74个地区办公室，
维修了65公里农村道路。

2012年，44%感染HIV病毒的孕妇
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减轻
母婴传播的风险。2007年接受这
种治疗的比例为0。

肯尼亚

通过世界银行、“产出导向型援
助全球合作机制”与肯尼亚电力
公司之间的合作，2015年内罗毕
贫民窟的15万住户获得了安全、
可靠、可负担的供电，而2014年
只有5000户。

2007至2015年，一个农村社区赋
权项目使200多万肯尼亚农民收
入增加。

从2013年到2015年，通过全国安
全网项目获得现金转移支付的受
益人从约170万提高到260万。

L
莱索托

2014至2015年，一个旨在改善莱
索托营商环境、改善金融服务、
通过发展非纺织业部门促进经济
多元化的项目使28616人受益。

2013至2015年，100家非政府组
织就莱索托防治艾滋病五大重要
领域中的两个领域接受了培训。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10至2015年，对老挝两条国道
171公里道路的修缮将旅行时间缩
短了40%-60%。同期还对731公里
农村道路和456公里非农村道路进
行了整修。

利比里亚

2万个农户获得了优质稻米种子，
以避免出现饥荒并在埃博拉危机
后重振该国农业。

2011至2015年，通过一个公路维
护升级项目为工人提供了1.08万小
时在岗培训。

卢旺达

2009至2015年，卢旺达有41.2万
户家庭通了电，建设了3000公里
输电线路，使居民可以用上可靠
而成本低廉的电力。

肯尼亚

2007至2015年，一个农村社区赋权项目200多万 
肯尼亚农民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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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耕作工程使19828人受益， 

同时为7000人提供了就业。

M
马达加斯加

2015年，一个由IDA和全球教育合
作组织出资的项目使逾290万马达
加斯加学生受益。

2012至2014年，向762882人提
供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
康服务。

2012至2015年对149376名儿童进
行了免疫接种；2012至2014年有
74593例分娩是由专业医务人员
照料。

马里

截至2015年9月，43613户
（349031人）受益于现金转移 

支付及其配套措施。一半以上受
益人是妇女和儿童。

2009至2015年间有160万户城市
家庭通了电，370万人从中受益。

2015年45%的农村人口通了全季节
公路，2007年这一比例只有32%。

毛里塔尼亚

从2014年5月起的仅仅一年多内，
毛里塔尼亚就完成了13个中学的
建设合同，以吸引女孩上初中；
对近8800名小学教师进行了 

培训；为四、五年级学生印制 

并分发了32.2万套课本；同时开 

始编写和印刷100多万套基础教 

育教材。

从2012年到2014年，毛里塔尼 

亚通过财政管理改革使税收增 

长近50%。

蒙古

2007至2013年，6000多个教育、
卫生、草原管理和小额信贷项目
向蒙古农村社区提供支持。

2011至2015年，一个技术援助项
目帮助蒙古制定通过了符合国际
标准的会计与审计法，并搜集有
关数据建立了数据库，以便将 

政府服务和补贴更好地瞄准贫 

困家庭。这个项目还提高了政府
采购程序的透明度，所有的采购 

计划、招标通告和合同都在政府
采购网站上公布。

孟加拉国

从2012至2015年，通过一个太阳
能项目向370万孟加拉农村居民提
供了可再生能源电力。该项目每
个月接通约5万家庭太阳能系统。  

到2015年为止，共安装了300多
个太阳能灌溉水泵，使6000名农
民受益。

一个农村生计项目的受益人中有
61%收入在2011到2015年间上升了
50%以上。同期内为年轻人创造了
48780个就业岗位。 

2012至2014年，通过提供现金工
资创造了160万个工作日的就业。

蒙古

2007至2013年， 

6000多个教育、 

卫生、草原管理和小额
信贷项目向蒙古农村社
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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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2013至2015年，1729个村庄的 

85万人从1800个基础设施和基 

本服务项目（如校舍改善和进村
公路等）中受益。

2014-15学年向3.7万名学生提供了
现金助学补贴，防止他们辍学。

摩尔多瓦

由于建立了网上信息管理体系，
摩尔多瓦社会救助项目的申请审

批时间从2010年的平均30天降低
到2015年的8.4天。

从2014年到2015年，对出口型企
业的贷款增长了近57%。

由于对遭受2012年严重旱灾的农民
提供了培训和现金补贴，2013年全
国小麦增产33%，玉米增产4%。

从2011年到2015年，一个旨在推
动摩尔多瓦政府服务现代化的项目
启动了“摩尔多瓦云”，提供云计
算基础设施，全国35个公共机构
得以将112个信息系统转入云中。
这个项目还推出了一个包含800多
套数据的政府数据门户和一个政 

府服务门户。在这个项目下， 

有2200多名 公务员和其他政府 

工作人员接受了电子政务培训。

莫桑比克

2007至2015年间，795508名城
市居民获得了清洁的水源。

从2011年到2015年，6岁儿童进
入一年级学习的比例从70%提高到

81.5%，通过IDA项目干预使合格
小学教师的数量增加了14722名。

2010至2014年共购买并分发了
190万顶经过防蚊处理的抗疟 

疾蚊帐。

N
南苏丹

2014年为南苏丹购买和/或发放 

经过防蚊处理的长效抗疟疾蚊
帐120万顶，大大高于2012年的
12.6451万顶。

2013年374206名6-59个月儿童获
得了一剂维生素A，比2011年增长
2000%。

2013年南苏丹47287名12月以下
儿童接种了针对百日咳、白喉和
破伤风的混合疫苗DPT3，比2011

年的16986名大大提高。

卢旺达

土地耕作工程使19828人受益，同时为7000人提 

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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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截至2015年8月，职业培训项目 

毕业生中73%以上在培训后至 

少6个月仍保持就业；相比之下， 

2014年3月这个比例为68%。

2011至2015年，54821人受益 

于尼泊尔城市服务和基础设施 

的改进。受益人当中45%是妇女， 

53%来自弱势群体。

2015年，600万名妇女从专业 

医务人员那里获得了产前照料，
高于2010年的260万。2015年有
130万名儿童获得了免疫接种， 

高于2010年的58万。

2015年55.6%的分娩是由专业人
员照料，而2009年这一比例为
28.8%。

2014年尼泊尔77.6%的学生完成了
小学教育（1-5年级），而2009年
这一比例为58%。

从2008年到2014年，14300个冲
突中丧生人员的家庭和4500名寡

妇获得了现金补贴，14770名受冲
突影响的人员接受了技能培训和
就业服务。

从2008到2014年，IDA出资的一
个灌溉项目为41.52万尼泊尔农民
改善了灌溉条件。新的灌溉系统
覆盖26859公顷农田，其中大多
位于山区。

尼加拉瓜

2012至2015年，一个旨在通过
土地登记保障土地权益的项目使
458557人受益，其中一半以上为
妇女。42000多个家庭收到了关
于其土地财产的法律文件。

IDA支持的一个尼加拉瓜教育项目
提高了小学生学年内的保留率，
从2012年的87%提高到2013年的
89%。该项目还提供了130万册 

课本，其中9.26万册是用加勒比
沿海当地语言印制。项目还于
2012-15年间培训了1541名教师。

尼日尔

2011至2015年共创造了180万个 

临时就业工日，其中47.763万个
工日是妇女就业。

2011至2015年有44888户获得了
现金补贴。

一个旨在增强竞争力、提高农产
品出口价值的项目使126341人 

受益。

尼日利亚

2015年尼日利亚有5550万儿童 

接受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 

比2014年增长98%。

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观察到的
脊髓灰质炎病例为零，这是该国
在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道路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巴基斯坦

从2013年到2015年，招聘了16800名新教师， 

建设了664座低成本民办学校，向约10万名学生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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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通过公开竞标授予的政府
合同数量增长了85%，而2009年
的增长率是20%。

2015年63350名感染HIV病毒的孕
妇接受了完整的抗逆转录病毒预
防疗程，以减少母婴传播。这个
数字比2010年增长了140%。 

S
塞拉利昂

通过实施一个限制非法捕捞、 

为本地小规模捕捞建立保护区 

的项目，政府从渔业部门获得的
税收从2008年的90万美元增长 

到2013年的380万美元，即五年
之内增长322%。

塞内加尔

2012至2015年，塞内加尔42.3万
农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受益于先 

进农业技术的开发、传播和采用。

西非农业生产率项目（WAAPP）
为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研究提供
支持，开发了14个高产、早熟、
耐旱的小米、高粱和豇豆品种。

WAAPP项目还支持99名博士生和
71名硕士生发展其科学研究事业，
填补农业研究领域的空白。

2014年小学入学率为86.8% 

（2005年为81.9%）；2014年 

小学毕业率为73.4%（2005年 

为53%）；大学入学率提高52%。

2010至2015年，城市地区有
20.616万人用上了自来水， 

8.226万人的卫生设施得到了 

改善。同一时期另有17.237万人 

获得了安全的饮用水，19.373万 

人的卫生设施得到了改善。

萨摩亚

从2012年到2015年，萨摩亚的水
果和蔬菜产量提高了25%，水果 

蔬菜销售额增长了13%。

圣卢西亚

2011年至2014年，对遭受2010年
托马斯飓风破坏的2座桥梁、 

11所学校和4个医疗卫生机构进 

行了修复，35141人从中受益。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010年至2013年，IDA出资对 

3所学校和3个社区中心进行了 

维修加固，用作发生极端天气 

事件时的紧急避难所。项目使
2175人受益。

斯里兰卡

2011年至2015年，一个旨在改善
斯里兰卡中小学教育可及性和教
育质量的项目使320万名学生和
18.65万名教师受益。

斯里兰卡

从2010年到2015年， 

通过一个对斯里兰卡北部
和东部省份的地方服务改
进项目，共建设和整修 

道路645公里， 

600个家庭接通了自来 

水管道，新建或整修供 

水点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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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到2014年，通过 

“道路援助项目”重新铺设了 

620公里路面，其中包括近160公
里农村公路。2005年，斯里兰卡
全国52%的高速公路路况很差； 

到2013年，这个比例已下降 

到35%。

从2010年到2015年，通过一个 

对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省份的地
方服务改进项目，共建设和整 

修道路645公里，600个家庭接 

通了自来水管道，新建或整修供
水点400个。 

从1999年到2014年，一个针对受
冲突影响社区的生计改善项目使
28.3万人受益。该项目对2000多
公里农村道路进行了维修，增加
灌溉农田5.4万公顷。10万多家庭
获得了用于支持其农业生产或小
生意的低息贷款。

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的电话普及率从2010

年的8%提高到2014年的60%，一
个3分钟的本地电话手机通话费用
从2010年的1.20元降至2014年的
0.13元。 

T
塔吉克斯坦

2015年塔吉克斯坦高等教育院 

校中37%的学生为女性，比2013

年的28%有所提高。从2013年到
2014年，参加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的女生人数上升了24%。

从2013年到2015年，灌溉排水系
统的改善使305687人受益。

从2013年到2015年，IDA项目创
造了395988个就业工日，其中
91864个工日是提供给妇女。

坦桑尼亚

截至2015年，坦桑尼亚农村地 

区拥有清洁安全供水的居民增 

加了800万，比2007年增长75%。 

2007至2015年间城市地区拥 

有清洁安全供水的居民新增 

23万户、230万人。

2015年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工
日1690万个，比2005年的540万
个提高213%。

汤加

从2011年到2015年，汤加的互联
网覆盖率从1%升至50%，移动
电话覆盖率从59%升至96%。

IDA通过其危机响应窗口向
5500名伊恩气旋灾民提供了
1200万美元援助。伊恩气旋是
汤加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猛烈
风暴。这笔资金将帮助灾民重
建或修复被损坏的房屋，并对
其他房屋进行加固以预防未来
的气旋灾害。

汤加

2011年到2015年，汤加
的互联网覆盖率从1%升至

50%，移动电话覆盖 

率从59%升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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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乌干达

财产登记所需天数从2006年的
225天减少到2013年的52天， 

企业注册所需天数则从135天减 

少到两天。

2003至2012年间乌干达有 

300多万人（占乌干达北部总人 

口的47%）获得了更好的基础设 

施服务，包括安全的饮用水和更
好的卫生设施。

2009至2014年间乌干达17.09万人
获得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
健康服务。这个时期还对961名医
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建设、修缮
或装备了230个医疗设施。

作为“东非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项目”的一部分，乌干达国家结
核病参考实验室达到了ISO认可 

标准，具有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跨
国参考实验室的资质，是非洲 

大陆第二家具备这一资格的实 

验室。

乌兹别克斯坦

2011至2015年，通过乌兹别克斯
坦医疗体系改进项目对7406名医
生和22086名护士进行了培训。

塔吉克斯坦

从2013年到2015年，IDA项目创造了395988
个就业工日，其中91864个工日是提供给妇女。



IDA国别成就  |  17          

Y
也门 2

2013至2014年，向235万人发
放了现金转移支付，以缓解也门
2011年危机后贫困问题的加剧 

（贫困率从2009年的43%上升 

到2012年的55%）。一半以上的
受益人是妇女。

2012至2015年，101042人获得了
更好的基础医疗服务，121193人
的供水得到改善，41039人的卫生
设施得到改善。

2012至2016年，两次由IDA支 

持的脊髓灰质炎接种运动对也 

门21个省430万5岁以下儿童进 

行了免疫接种。世界银行还支 

持常规医疗卫生宣传，向没有 

固定医疗设施的社区提供免疫、
母婴健康、营养和疾病控制服务
和健康教育。

印度

2013年，在气旋斐林袭击印度奥
里萨邦沿海之前将100多万人迁 

到避难所或安全建筑中躲避， 

疏散行动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 

完成。不到40人在这次灾害中 

丧生，而1999年一次类似强度的
气旋造成了1万人死亡。

2011年至2015年间共建成了172个
气旋避难所以及用于灾害疏散的
12座桥梁和665.6公里公路。

2001至2009年，IDA支持的流域
管理项目帮助卡纳塔克邦约200万
农民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
同样，2004至2014年，乌塔拉坎
德邦250多万农村居民从IDA项目
中受益；自2005年起，喜马偕尔
邦650万农民也从IDA项目受益。
这些项目包括了流域治理、农田
灌溉、农业经营和生计机会等 

内容。

2. 截至2015年3月11日，因也门安全状况大为恶化，世界银行已无法开展监督管理， 

所有世行出资项目的支付均已暂停。在此期间，世行尽其所能地按照紧急程序与发展伙 

伴达成安排，恢复对关键项目的资助。

也门

从2013至2014年，向235万人发放了现金转移支付，
以缓解也门2011年危机后贫困问题的加剧（贫困率从2009年
的43%上升到2012年的55%）。一半以上的受益人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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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从2011年至2014年，越南的通电
率从60%增长到98%，位于偏远农
村的32.5万家庭通了电。

2015年越南近贫人口中有95.4%有
医疗保险，而2013年只有3.5%有
医疗保险。

从2013年到2015年，越南57万人
受益于99380条新自来水管的建
设和42950座厕所及其他供水和
卫生设施的改进。

截至2015年9月，越南所有63省
都实施了减灾防灾计划。从2012

年到2015年，共培训了200多名
能效审计人员，2000名能效管理
人员获得认证，耗能大户向政府
提交了1720份能效改进计划。  

从2012到2015年，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加固使342052人免受水灾
威胁。

Z
赞比亚

2010至2013年间建设、修缮和装
备了404个医疗设施，345名医务
人员获得了疟疾筛查和治疗方面
的培训。

2010至2013年间购买发放了 

250万顶经过灭蚊处理的长效抗 

疟疾蚊帐。

一个灌溉开发项目使赞比亚小农
户受益，香蕉单产从2011年的每
公顷14吨提高到2014年的28吨。

乍得

2003至2012年间向学校分发了
260万册书籍，建造并装备了 

400间教室，教会2万人读写， 

对1.17万社区教师进行了培训。

2012至2015年间农作物产量的提
高使12.35万人受益。

中非共和国

2014至2015年，“粮食危机紧 

急响应与农业复苏项目”促进了
粮食生产，使147105人受益。 

该项目还发放了5005吨粮食， 

并使种子生产增加371吨。

2012至2015年，327843人获得 

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 

康服务。

2000至2012年有11.9万人接受了
HIV病毒检测，其中包括逾1万名
孕妇、2000名教师和近7000名 

军人及其家属。

2007至2012年间招募并培训了
1023名教师和22名校长；印制 

了3000份新教学大纲；分发了
17.85万册教材、5596套文具和
5130套桌椅。



缅甸

2013至2015年，1729个村庄的85万 
人从1800个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项目 

（如校舍改善和进村公路等）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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