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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大举进军东盟和其它国家 
 

概况介绍 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 年 10 月，中国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立计划。一年后，

21 个亚洲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加入。截至 2015 年 4 月，57 个国家已申请成为

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额定资本是 1000 亿美元。中国在该行中持有的股份最多，目

前拥有的投票权也最多。 

亚投行总部位于北京，主要业务是为亚洲基础设施和“其它生产性领域”融资，包

括能源、电力、交通、通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供水、卫生、环保、城市发

展和物流等。1 2016 年 4—5 月，该行宣布了首批项目，包括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孟加拉国和印尼的能源、交通、城市发展项目。更多项目同年随后获批。 

 

亚投行发展的主要里程碑 

日期 事件 

2013年 10月 习近平主席宣布亚投行成立计划 

2014年 10月 21 个亚洲国家就亚投行成立签署谅解备忘录 

2015年 4月 亚投行批准 57 个国家的成员国申请 

2015年 6月 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 

2015年 9-10月 
亚投行发布起草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并与民间社会进行

磋商 

2016年 1月 亚投行成立仪式举行，银行宣布开业 

2016年 1月 正式通过《信息披露暂行政策》 

2016年 2月 正式通过《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 

2016年 4-5月 亚投行宣布第一批项目 

2016年 6月 首届年会在北京召开 

 

亚投行成员国 

五十七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据行长介绍，截至 2016 年 6 月，仍

有 30 个国家等待加入。2 下表列出了创始成员国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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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东亚 东南亚 中亚 南亚 西亚 

中国 

蒙古 

韩国 

文莱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孟加拉国 

印度 

伊朗 

马尔代夫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以色列 

约旦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阿联酋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洲 北欧 南欧 东欧 西欧 

巴西 丹麦 

芬兰  

冰岛 

挪威 

瑞典 

英国 

意大利 

马耳他 

葡萄牙 

西班牙 

波兰 奥地利 

法国  

德国 

卢森堡 

荷兰 

瑞士 

非洲 

埃及 

南非 

 

地区成员 非地区成员 

 

中国持有该行约 30%的股份和超过 26%的投票权。印度和俄罗斯分别是第二、第

三大股东。 

亚投行十大股东 

成员国 认购资本（亿美元） 投票权 

中国 297.8 26.06% 

印度 83.7 7.51% 

俄罗斯 65.4 5.93% 

德国 44.8 4.15% 

韩国 37.4 3.50% 

澳大利亚 36.9 3.46% 

法国 33.8 3.19% 

印尼 33.6 3.17% 

巴西 31.8 3.02% 

英国 30.5 2.91% 

来源：亚投行（2015）、《中国日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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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中国在亚投行持有的投票权远远高于任何其它国家，比印度、俄罗斯、德

国、韩国、奥地利这次五大股东的投票权总和还要高。 

 

亚投行的重点行业和运作方式 

亚投行称，它旨在： 

1. 通过对基础设施和其它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

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 通过与其它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密切合作，推动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 应对发展

挑战。3 

亚投行行长称，该行对“基础设施”一词的理解较为宽泛。除支持交通、能源、通

讯等项目外，该行也可能对医疗卫生、环保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4 亚投行

能够使用多种机制分散资金，包括贷款、投资参股（购买股票）、贷款担保及提供技

术支持。亚投行还将积极推进与私营部门的合作。5 

截至 2016 年 9 月，亚投行已批准六个融资项目，其中五个是与其它多边开发银

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另有七个项目在审核中。6 

 

截至 2016年 9月亚投行宣布的项目 

国家 项目 价值 备注 

巴基斯坦 M4 国家高速公路建

设项目 
$273m 

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和英国国

际发展部（DfID）联合融资 

塔吉克斯

坦 

杜尚别—乌兹别克斯

坦公路改造工程 
$106m 

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联合

融资 

孟加拉国 电力配送升级和扩容

项目 
$262m 

由孟加拉国农村电气化委员会和达

卡供电公司实施 

印尼 国家贫民窟改造项目 

 

$216.5m 与世界银行联合融资 

巴基斯坦 塔贝拉水电站 5 期扩

建工程 
$300m 与世界银行联合融资 

缅甸 敏建燃气轮机发电厂

项目 
$20m 

与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联

合融资 

 

亚投行的架构和管理 

亚投行的管理架构分为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行长。7 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

银行相比，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而是定期召开视频会议。目前，董事会拥有全部

项目的审批权，但亚投行计划在将来把更多决策权下放给管理层。8 相反，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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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洲开发银行则要求所有新项目均由董事会负责审批。此举提供了重要制衡并在这

些机构的问责制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下图显示了亚投行的管理架构和股权。 

 

来源：《南华早报》（2015）  

 

亚投行致力于透明和反腐 

亚投行行长强调，该行的核心理念是“廉洁”，致力于发展基于伦理标准的强有力

的制度文化。他还多次表明，亚投行对腐败持“零容忍”态度。9 

2016 年 1 月，亚投行正式通过《信息披露暂行政策》。该政策承诺，除非存在

“强制性保密理由”，否则亚投行将一律发布制度信息和运作信息。10 尤为重要的是，

该政策称，亚投行将发布关键性的环境和社会评估文件。11 此类文件的披露至关重要，

但政策中对披露的时间缺乏明确说明，特别是是否发布在审项目的信息，还是只在其

通过审核之后发布。 

亚投行还需要建立银行管理运作监督机制。12 合规、高效及廉正部门将执行监管

职能，该部门已经成立，在本文撰写时仍处于发展阶段。 

 

环境和社会保障 

2016 年 2 月，亚投行正式通过了《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以下简称“ESF”）。该框架列出了亚投行融资项目应执行的标准

和政策。三年后，将对该框架进行审核和更新。13 ESF 列出对每个项目的强制性要求，

包括针对项目评估管理、非自愿重新安置、土著人民的三大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 

ESF 的用词颇具展望性，表明亚投行支持可持续发展、包容发展、当地人民赋权

和公众参与等原则。ESF 的愿景虽然具有前瞻性，但仍存在着若干缺陷和空白。2015

年 9 月，草稿完成后，给予了民间社会团体短暂的征求意见期。正式通过的 ESF 较初

稿有了若干重大改进，解决了民间团体提出的部分问题，但仍存在主要缺点。 

针对重新安置，亚投行称其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为涉及或造成强制拆迁的项目融

资，此举值得称道。在此框架下，拆迁只能以“符合正当程序之基本原则的方式”进行。

然而，该框架下强制拆迁的定义不包括在国内法律下为行使土地征用权而进行的拆迁

或强制收购。另外,亚投行许多成员国的法律并不能强有力地保证拆迁项目能够促进公

共福利，也不能保证拆迁及其相关风险合情合理、与预计产生的公共利益相协调。 

理事会 董事会 管理层 

每位亚投行成员国任命一

位理事 

由亚洲成员国理事选举 由非亚洲成员国理事选

举 

行长 

（兼任董事长） 

副行长 

1 名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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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旨在保护当地土著人民权益，其标杆低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人们

最担心的一点是，“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以下

简称“FPIC”）原则在之前的草案中是存在的，但该标准的最终版本中未提及它的必要

性，反而将其替换为一个定义不清的概念——“自由、事先和知情协商”（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ultation ， 以下简称“FPICon”）。FPICon 标准没有那么严格，为当

地社区提供的权利也没有 FPIC 标准那么多。 

ESF 还提到了监督机制，即如果人们认为因亚投行未能执行保障框架要求而对他

们造成了不利影响或可能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可以进行申诉。14 本文撰写之时，亚

投行已任命监督部门主管，但尚未正式通过运营政策，人员配备尚不足。与其它国际

金融机构的申诉机制一样，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对于追究银行责任至关重要。此类机制

能够防止人们因项目受到损害，或在发生损害时进行补救。 

 

亚投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互动 

中国一再强调，亚投行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工作相辅相成，无意充当竞争者角

色。由于亚投行是新兴机构，仍需招聘员工队伍来管理、运营业务，所以该行积极寻

求与已设立机构的联合融资机会。2016 年上半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

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均与亚投行签订协议，发掘联合融资机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非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领导也纷纷表示了合作意向。

本文撰写之时，亚投行的六个获批项目中有五个都是联合融资。 

联合融资具有潜在重要意义。一方面，亚投行的加入将扩大可用资金库，有利于

填补现有资金空缺。亚投行资金的注入有利于银行整合资源，以便承担更大项目、分

担融资风险。尤为重要的是，在亚投行与其它国际金融机构联合融资的项目中，合作

机构的社会、环境标准或保障政策有可能适用于联合融资项目，受到项目影响的人们

也可以利用合作机构的申诉机制。 

 

结论 

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发起的多边金融机构，正加紧宣传自身的新模式。其管理、

治理结构也更为简化、高效并十分符合亚洲需求。亚洲的基础设施融资面临着严重资

金匮乏。该地区各国政府显然十分希望吸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特别是交通、能

源和其它促进互联互通的项目。亚投行将为应对此类需求贡献一己之力。融资机会的

增加无疑受到许多国家欢迎，成员国的快速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新兴机构，

亚投行在发展机构能力和运营政策方面仍任重而道远。随着亚投行的发展，观察者将

密切关注首批项目的实施情况，以及社会和环境标准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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