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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有巨大的发展融资需求。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必须通力合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世界银行集团相信，广泛而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终结贫困
的核心手段。如果没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私营部门，就无法实现
经济增长。为解决那些对穷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应对气候变
化到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从扩大基本服务的可及性到推动脆弱
国家走向稳定⸺极为关键的一点是要培养一个富有活力的私 

营部门，来对政府的干预措施加以补充。

2015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提出，国际社会在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筹集所需的数万亿美元投资时，不应局限
于公共部门。

新的资金来源、知识、伙伴关系和创新技术正为最贫困国家打
开新的机会。

要想帮助各国抓住这些机会、迎接复杂挑战，世界银行集团各
机构就需要密切配合，与IDA国家的私营部门合作，充分发挥它
们的作用。

世界银行面向最

贫困国家的基金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体化方法

充分调动私营
部门参与IDA
国家的发展



2015财年IDA 

资金承诺总额的

38%
是针对私营部门发展。

国际金融公司（IFC） 

现在每年向IDA国家提供

47亿美元
长期投资⸺是2005 

年投资额的3倍。

截至2015年9月，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MIGA）承保总额的

39%
是用来支持IDA国家的私 

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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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包含以下机构：国际开发协会 

（IDA）、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金 

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我们要整合所有这些机构的力量和比较优势， 

使IDA国家能够更好地获得全面支持，鼓励私营 

部门更多参与IDA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正通过实施联合项目、扩大团队合作和信息 

共享等措施来增强世界银行集团的协同效应。 

联合活动包括：

• 通过合作编写“系统性国家诊断”和“国别伙 

伴框架”来搭建一个平台，使各机构单个项目 

层面的成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整合起来，在规 

划层面或国家层面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 编写推动私营部门发展的实施计划，特别是要推
动脆弱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私营部门的发展。

• 扩大IDA担保工具的种类，吸引和调动私营部 

门的资金。

• 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的同时， 

推动具有转型意义的投资项目。

世界银行集团各机构多年来一直密切协作，在很多
国家、很多行业取得了广泛的成果。

世界银行集团的方法⸺ 
强化协同效应

国际开发协会（IDA）是世界银行面向最贫困国家的基金，目前我们正努力 

以更系统化的方式，充分发挥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争取产 

生最大收益。



阿富汗

经历了十年战乱之后，阿富汗电讯
业已几乎无法运行。IDA、IFC和
MIGA共同帮助它扭转了这种局势。
到2015年，阿富汗已有2000万人
可以用上电话，而2002年该国只有
57000条可用的电话线路。世界银 

行集团各机构共同创造了一个推动 

变革、鼓励私营部门投资的环境。 

IDA为数字传输网络的建设提供 

资金；世界银行和IFC帮助阿富汗 

政府改革吸引私人投资所需的政策 

法规；MIGA则为移动运营商提供了
针对对非商业风险的担保。IFC为阿
富汗最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罗山公司
提供了6500美元贷款，支持该公司
推出3G网络，使阿富汗所有34个省
都通上了互联网。罗山公司计划在五
年内将公司业务覆盖阿富汗80%的 

人口，并拓展手机银行服务，帮助 

本地企业成长。 

布隆迪

IDA和IFC就以下事项向布隆迪提供
了技术援助：使企业缴纳营业税的 

合规成本和所花时间降低10%；简化
中小企业的税收制度；扩大税基；改
革税收激励制度，使其符合东非共同
体标准。其中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是从
2012年起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将办理企业登记所需的时间从14天 

减少到8天。2012年与2010年相比，

世界银行集团在 
IDA国家的工作

IDA、IBRD、IFC和MIGA四个机构之间在地区、国家、部门和主题等各种层面
开展协作，这种协作涉及多种业务并且不断强化。协作内容包括共同编写国别
伙伴框架、联合实施投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金融业）、共同开展咨询服
务和投资环境方面的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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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一个企业的成本从相当于人均
GDP的117%下降为18%，全年新登记
企业数量从700个增至1500个， 

增长一倍多。

科特迪瓦

世界银行集团各机构正在共同向科 

特迪瓦政府提供支持，通过重建电 

力基础设施来提高发电量，满足日 

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为了帮助Azito 

电厂升级换代，世界银行帮助科特 

迪瓦政府建立了电力行业投资的必 

要监管框架，MIGA向投资者提供 

了政治风险担保，IFC为项目安排了
由五个欧洲发展金融机构和西非开 

发银行共同出资的3.45亿美元资金，
另外IFC自己又提供了1.25亿美元。
现在该电厂的发电能力为427兆瓦，
是该地区最大的火电厂之一，缓解了
科特迪瓦的电力短缺，并大大降低了
居民的电费支出。Azito电厂的升级
换代使它在不耗费更多燃料的情况
下发电量提高50%，服务的人口超过
200。随着这些改进，科特迪瓦已可
以向邻国出口电力，对整个西非地 

区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肯尼亚

世界银行集团推动私营部门与肯尼亚
政府合作，改善肯尼亚的电力供应。
当前肯尼亚只有25%的人口能用上
电，这种情况亟需改变。世行集团、 

肯尼亚政府、肯尼亚电力照明公司
（KPLC）、私人投资者和商业贷款
机构这几个方面通过一个创新的公私
合作安排，成功地为三个独立发电项

目融资，扩大了肯尼亚的国家电网。 

KPLC作为国家输配电机构，正在扩 

大电网覆盖，每年增加50多万新 

用户。肯尼亚的这些电力项目也得 

到了由IDA提供的部分风险担保， 

同时还有IFC和MIGA提供的长期债 

务和政治风险担保。

加纳

为帮助加纳生产更多清洁和可负担 

的能源，世界银行集团向桑科法天 

然气项目提供了2亿美元IBRD贷款和
5亿美元IDA支付担保，覆盖了80亿
美元私人投资⸺杠杆率为11比1。 

项目将为加纳目前40%的发电装机容
量提供燃料，用国内生产的更清洁、
成本更低的天然气取代高污染燃料。
通过这个项目，加纳可将每年的石
油进口减少1200万桶，五年里削减
碳排放约800万吨。IFC也向加纳的
高效天然气发电厂TICO 2提供了融
资，以提高加纳的发电能力。该电
厂的发电量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5%

左右。

缅甸

目前，缅甸每三户居民中只有一户能
用上电。世界银行集团与日本政府、
亚洲开发银行等伙伴合作，致力于 

帮助缅甸政府实现到2020年电网覆
盖率达到50%的目标。世行集团通 

过一项1.4亿美元的IDA贷款，帮助一
家天然气发电厂在降低碳排放的同 

时实现发电能力翻番。为提高输电 

效率，IFC正与仰光和曼德勒两地的
电力公司合作，改善它们的运营。 

非洲的电力供应

非洲大多数人口，即总人口 

的65%，无法获得电力。世界
银行集团正在整个非洲地区投
资建设影响深远的能源项目，
以提供可靠、可负担的电力，
支持企业发展；每1美元对电
力行业的投资可以带来超过 

15美元的GDP增长。水电是世
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以负
责任的方式开发利用非洲丰富
的水电资源，可以使千百万现
在还生活在黑暗中的非洲居民
用上电。预计到2030年为止，
能用上电的人口将增加5.4亿，
其中5亿生活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尚未 

开发的水电潜力有 300吉瓦。
如果加以开发利用，几乎可将
当前的发电能力（80吉瓦） 

翻两番。相比之下，西欧对 

其水电潜力的利用率是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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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和IDA还共同向位于敏建的750兆
瓦天然气发电项目提供支持。该项目
是缅甸第一个采用竞争性招标的独立
发电项目。2017年投产后，它将成
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发电厂，预计可 

改善150万人的供电服务，缓解电力
短缺问题。可靠的供电有助于促进生
产和商业活动，增加收入和就业， 

对推动减贫发挥重要作用。

尼泊尔

尼泊尔的水力发电潜力为83000兆
瓦，但目前得到开发利用的不到1%。
尼泊尔的目标是将水力发电能力从 

当前的700兆瓦提高到4000兆瓦，
世界银行集团正在帮助它实现这一 

目标。世行集团支持的Kabeli-A水电
项目于2015年7月得到批准，它旨在
通过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提高水力 

发电能力，增加输入尼泊尔电网的 

电力。在这个总项目下，世行集团 

利用了IFC、IBRD/IDA和MIGA的多
种融资工具和风险减缓工具，向装 

机容量900兆瓦的上卡纳利水电站提
供支持。项目建成后，发电量的12%

将被免费提供给尼泊尔。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能源倡议”是规模宏大、
意义深远的巴基斯坦电力项目的一 

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填补巴基斯 

坦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供电缺口。 

这个联合倡议是此类倡议中规模最 

大的一个，它争取动员100亿美元 

资金，通过多个公共项目和私人项 

目来支持电力行业的发展。世界 

银行、IFC和MIGA密切合作，改善 

了巴基斯坦的总体投资环境，为吸引
新的投资者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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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IDA、IBRD、IFC和MIGA 
之间的联合业务方法

世界银行集团正在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优化其价值定位，进一步发动私营部
门参与IDA国家的经济发展。

联合实施计划：世界银行集团目前正在制定IDA17增 

资期（2014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约20个IDA国
家的IDA-IFC-MIGA联合实施计划。计划涵盖了多种干
预⸺包括妇女经济赋权、可持续城市/绿色建筑、 

气候变化适应（包括将“照亮非洲”项目扩大到整个 

非洲大陆和印度）、农业企业、食品供应链、私营部 

门参与教育和医疗服务等。

促进脆弱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私营部门发展的联 

合方法：目前正在编写约10个IDA17增资期的联合实 

施计划。如在萨赫勒地区，世界银行集团各部门正携手
合作，力求到2020年将农田灌溉面积从目前的40万公
顷提高到100万公顷。提高灌溉面积对提高粮食产量、
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至关重要。 

“萨赫勒灌溉项目”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灌溉面积、 

采用良好的灌溉方法和农业技术来提高产量，保证粮
食安全。

IDA也在增加其担保工具种类（包括引入对公共部门 

的担保），以吸引和动员私人资金，特别是对基础设 

施的长期私人投资。 

世界银行集团各部门也在共同合作，努力推动有助于 

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性投资，并且日益重视 

采用地区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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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和 
国际发展协会一览

IDA、IFC和MIGA各有其独特职能，而它们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推动融资与协
作的统一框架，为那些自己通常无法吸引私人投资的国家服务。

IDA对私营部门发展的支持：近年IDA资金承诺的约38%

是用于改善私人投资的投资环境，包括改善监管框架 

和监管机构在内，从而推动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成长。 

IDA向客户提供多方面支持⸺从投资环境改革，到建
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再到改善对穷人的金融服务⸺ 

从而为建设具有韧性的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IDA还通
过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来补充国家层面的 

业务，扩大对客户国的影响。

IDA国家也是IFC的工作重点：自2005年以来，IFC对 

IDA国家的投资增长了三倍，现已达到每年47亿美元。 

IFC通过向单个企业提供支持、加强公司治理和标准 

制定、推动全球集体行动等方法，帮助IDA国家培育 

良好的营商环境。自2007年以来，IFC还从自己的收 

入中拿出共32亿美元来支持IDA的工作。2015财年IFC

新长期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投向IDA国家。IFC项目 

中约10%（价值超过6亿美元）是位于脆弱地区和受冲
突影响的地区。

支持对IDA国家的投资也是MIGA的一项战略重点： 

MIGA通过向多个行业的投资项目提供政治风险担保 

来动员私营部门的参与，推动投资，保持资金流动。 

2015财年MIGA共提供了28亿美元投资担保，它所支 

持的项目中有一半是位于IDA国家。

IBRD面向中等收入国家和资信较好的贫困国家，通过
提供贷款、担保、风险管理产品和分析与咨询服务来 

推进可持续发展。IDA国家与IBRD国家通过知识交流、
创新推广、南南学习和金融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伙 

伴合作。

作为世界银行集团新的一体化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IDA正在增强自身能力，以便更好地发动和利用私营 

部门资源，推动IDA国家的国内外私人投资，并使这 

些投资产生最大的外溢效应。



• IDA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领导 

作用。从增强气候韧性、到创造 

就业、到帮助前武装人员回归 

社会，IDA召集各方力量共同应对 

棘手难题，谋求共同利益，使世界
变得更安全。 

• IDA推动变革。IDA帮助各国开发 

各种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实 

实在在地改变了发展事业的面貌⸺
从上世纪70年代为上百万面临饥饿
的南亚人民提供具有历史意义的农
业解决方案，到债务减免和逐步淘
汰含铅汽油，IDA开展了大量开拓 

性工作。

• IDA着眼于长远。IDA在媒体的聚光
灯散去后仍会留在受援国，注重长
期的经济增长和能力强化，确保发
展成果得以保持。

• 最贫困国家因无利可图而被资本 

市场忽视，而IDA却向它们提供 

帮助。IDA提供的是尊严和生活 

质量，给几亿穷人带来清洁的水、
电力和厕所。 

• IDA让女童和妇女所生活的世界变 

得更美好。IDA致力于扭转几千年 

来的性别歧视，让女童上学，帮助
妇女获得经营小生意所需的资金，
并从根本上改善家庭和社区的经 

济前景。

• 通过与世界银行集团协同努力， 

IDA带来一体化的发展模式。IDA帮
助各方构建一种鼓励变革、有助于
私营部门快速启动投资的环境。.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开发协会（IDA）在最困难、最复杂的形势下为经
济发展开辟道路，帮助上亿人摆脱赤贫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

www.worldbank.org

国际金融公司 
(IFC )

www.ifc.org

国际开发协会 
(IDA)

www.worldbank.org/IDA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www.miga.org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icsid.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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