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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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东盟地区的启示：民间社会团体的参与机

会 

过去几年，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承担了重要角色。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商业

银行和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在过去十年为中国的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近期成立的主要机构和发起的倡议（在 IDI 的报告中讨论到的）将有可能使中国在未

来的全球发展融资中更加令人瞩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第一家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多边金

融机构，并一直宣传它的新模式。相比现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该模式的管

理和治理架构更加精简、有效且更适应亚洲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政府重

新强调对外投资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能增强地区互联互通的项目。无论是为了支持

“一带一路”专门设立的基金，还是已有的包括中国政策性银行在内的机构和企业，都

很快表示了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并宣布了在未来加强对“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的计划。 

 

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增加  

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面临着巨大的融资缺口。大部分东盟国家的政府明确表

示了吸引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热情，尤其是对于交通、能源和其它能提升连通性

的项目，亚投行和其它的倡议也会持续响应这一需求。亚投行还没有开始发放贷款，

但已经有人担忧该行可能会支持一些其它国际金融机构不支持的高风险项目，例如煤

矿和大型水电站。然而，亚投行是否会支持那些其它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高风险的项

目仍有待观察。亚投行的能源政策仍在撰写阶段，这一政策正式发布之前，还无法判

断该行会支持哪些类型的能源项目。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和一些大型项目建立了联

系，例如巴基斯坦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化石能源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金投向绿色投资也有很大的前景。中国是可再生能源的主要

投资者，在国内和国外对风能和太阳能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亚投行宣传其目标之一是

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样的，丝路基金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的核心价值也

包括对可持续性的承诺。来自这些机构的资金如果能投向真正可持续的、包容的发展

项目，将能带来极大的益处。 

 

中国金融机构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中国金融机构的社会和环境保障体系通常比较基础，并且不对公众公开或接受监

督。对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环境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不足尤其明显。中国进出口银

行的指南非常基础，国家发展银行则没有对外公布指南的具体内容。得益于国际金融

公司的持股，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及体系相对比较完善。至于亚

投行，相比其它中国双边金融机构，它的《环境保障框架》已经是往前走了一步，尽

管民间社会团体对于该框架的一些关键缺陷仍然有所忧虑。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适用于在海外运作的中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指南，包括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1和商务部及环保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



2 
 

护指南》。对于在海外运作矿业和林业项目的企业，也有专门的行业指南。然而，这

些标准都不包含执行机制，目前也无法评估中国企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这些标

准。2 

强有力的社会和环境保障是开发性金融机构成功的关键。东盟地区很多国家都面

临治理上的挑战，一些国家过去在管理发展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方面表现并不佳。

在法治和司法体系薄弱的情况下，弱势的人群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只能依靠金融机构强

有力的运营政策来提供保障，而金融机构也有责任承担它们支持的项目所造成的影响。 

 

其它国家和机构的回应 

亚投行的成立和其它中国牵头的倡议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区域和

全球金融日益重要的角色和影响力的担忧。美国和日本都选择不加入亚投行，后者还

随后宣布了几个在区域内投资基础设施的计划。然而，众多开发性金融机构选择了合

作并已经同意和亚投行进行共同融资，这其中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ADB 和世界银行都在进行内部改革以简化借贷流程。ADB 的改革着眼于通过简化

采购流程和董事会审批程序来让该行“更强、更好、更快”，精简流程主要针对以下内

容：贷款、技术援助、支出。3 世界银行则在对其社会和环境保障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革。4 新的社会和环境保障框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简化准备程序和审批程序，这样项

目就能更容易且更快被批准，也可以降低成本。虽然这些改革开始的时间都早于亚投

行的成立，但这种追求更快的借贷模式的转变仍部分源于在与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竞

争中获得有利地位的意愿。民间社会、人权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对其中一些改革提

出了批评，认为改革威胁到了重要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获得信息的渠道和咨询过程，

尤其是在项目通过银行审批之前。1 

 

中国在东盟地区角色的演变 

中国与东盟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未解决的领土争议而变得错综复杂。与此同

时，习近平主席对于推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着极大的热情。亚投行、

“一带一路”倡议和其它融资倡议都被视作提升与该地区联盟经济及外交合作的重要途

径。东盟十国都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一带一路”路线图也全面覆盖了这一区域。 

东盟地区许多领导人和高层官员都公开肯定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潜在的益处。

地区融合被视作当务之急， 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基础设施融资的目标。在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的框架下，不同的机构都将支持该地区的项目，项目的领域包括交通、能

源、电讯、农业、贸易和私营机构投资。5 预备项目库由每个国家自行建立，项目将获

得不同机构的支持，包括世界银行、ADB、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其它投资方。无论是

多边的亚投行，中国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还是投资基金，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支

持区域融合的项目进行融资。 

 

                                                
1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World Bank safeguard reforms see: 

http://www.inclusivedevelopment.net/world-bank-safeguards-campaign/.  

http://www.inclusivedevelopment.net/world-bank-safeguards-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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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参与的机会 

中国各大主要金融机构和倡议的性质各不相同。例如，虽然由中国牵头，亚投行

是一个多边机构，成员国遍布亚洲和其它地区。目前为止，亚投行对民间社会的咨询

仍是空白的，但多边的性质仍为民间社会参与并影响该行的运营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倡议，并没有一个中心实体在

协调它的实际执行，这也潜在增加了民间社会参与和施加影响的难度。 

本报告讨论的中国的投资基金都是由中国全权运营。虽然这些基金并不在实地执

行项目，它们的网站上还是提供了关于投资项目的基本信息。最后，中国的政策性银

行（ 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 在过去十年都积极参与海外项目，但是很难和它们

取得联系，这两家银行对于民间社会的尝试沟通也一般不进行回应。然而，长远来开，

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民间社会团体如果想对这些在中国对外投资扮演着重要角

色的银行施加影响，则应该对它们的定位和战略有更深入的了解。 

民间社会团体有机会参与并倡导来自中国的更负责任的基础设施投资。虽然这不

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以下的一些行动建议对于活跃在亚洲和其它大量吸纳中国投

资的地区的民间社会团体来说也许能发挥作用。 

 

 加强对中国金融机构和运作模式的理解 随着这些机构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民间

社会团体有必要加深对这些机构治理结构、战略和运营方面的知识和理解。 

 

 加深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基础设施开发计划的了解 中国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

通常是响应东道国政府的要求。东道国都有自己需要寻求融资的预备项目库。通

过收集这些预备项目库的信息，将有可能预计即将被通过的新项目是哪些。 

 

 监测亚投行的机构发展和未来活动 亚投行已经开始运作，但仍处于早期阶段。监

测它的动向非常重要，包括机构的发展、新的运营政策的执行、对信息披露的处

理以及申诉机制的建立。同样的，也应该密切关注项目审批的流程以寻找影响决

策的机会。该行多边会员的构成以及和世界银行、ADB 在多个项目共同融资的性

质为民间社会参与和进行倡导提供了重要机会。 

 

 监测投资基金的活动 丝路基金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已经在东盟地区

积极运作。在它们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监测其运营是很重要的。两家基金的网站都

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网站上的信息仍比较基础，所以密切关注媒体报道和其它

关于预审项目的信息来源也很重要。国际金融公司（IFC）在 CAF 的持股和 CAF

对 IFC《绩效标准》的采纳为受影响人群与该基金进行沟通提供了机会，包括利

用 IFC 的问责机制---合规顾问/巡查官办公室。 

 

 提高社区意识 对于有可能受到这些机构融资项目影响的社区，应该帮助提升他们

对这些相关方的认识并加深理解，包括有哪些途径可以影响项目以及如何对所受

的伤害进行问责和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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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金融机构建立沟通 这篇报告讨论的机构都声明它们奉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众咨询。民间社会团体可以寻求与这些机构的沟通，

要求信息公开，为机构和政策发展提供建议，或者尝试影响某些项目。 

 

 倡导更高的标准和落实执行 亚投行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已经正式生效，但效果

还未经检验。本报告讨论的中国的银行和基金也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和环境指南，

但尚未知晓这些指南的落实情况。民间社会团体可以针对这些指南的扩展、改进

、公开和执行来进行倡导工作。 

 

 倡导提升透明度 除了亚投行，这篇报告讨论的其它机构都没有在网上公开详细的

项目信息。民间社会团体可以游说这些机构提高它们的信息披露程度。 

 

 对与亚投行合作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倡导工作 亚投行已经开始了和其它国际金融

机构的共同融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通过利用

共同融资方提供的沟通平台和问责机制，这种模式为影响亚投行的运营和实践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发展信息共享网络 本报告讨论的机构较为复杂并且在亚洲和世界多个国家运作。

因此，民间社会团体定期与合作伙伴及同行在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层面分享信息

和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概况介绍引自 IDI 报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大举进军东盟和其它国家》。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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