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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发展挑战

资料来源: ADB. 2020.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Update, September 2020.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20-update

图 2：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世界
各地区年均排放量，1990-2014（%）

资料来源: Asia’s Journey to Prosperity Policy, Market and 

Technology over 50 year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0.

图 1：
亚太地区发展
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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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20-update


后疫情时代基建投资的财政空间有限

图 3：后疫情时代基建投资的财政空间将会
下降

22.6万亿美元
(i) 维持增长势头
(ii) 消除贫困

每年1.5 万亿美元 (2016‒2030)

3.4万亿美元
应对气候变化

每年2千亿美元(2016‒2030)

+ 16.5万亿美元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9‒2030)

… 亚洲国家政府在现有优先支出项目外采取了广泛的危机应
对措施

数据来自多个来源，仅供参考

疫情爆发后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承诺 (202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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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图 5：即使在疫情爆发前，本地区在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进展上都不顺利

亚行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2021年9月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21-update

资料来源: United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0. Asia and the 

Pacific SDG Progress Report 2020. 

图 4：疫苗接种和疫情应对做得更好的经济体表现更好

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复苏状况各有不同。疫情应对更好的经济
体预计将有更强劲的增长。
资料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 Update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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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效率 2. 可及性 3.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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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图 8: 

QII旨在从三个方面提升基础设施投资的性价比

解读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QII)

效率损失

15% 34% 53%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现金经济体

资料来源: IMF. 2020. Well Spent : How Strong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Can End Waste in Public Investment. USA.

此路不通
各国基础设施支出的资金浪费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到
五十。
（百分比根据与最优效率的差距折算）

https://doi.org/10.5089/9781513511818.071


亚洲发展中地区的治理挑战

.  

全球治理指数估计，2018  WGI：治理指数估计，2018

图 9: 图 10: 

备注：估计值为每个次区域2017年不同治理指标的非加权平均值，
这些指标包括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
治和腐败控制。数值范围从-2.5到+2.5，数值越大表明治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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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igures 11,12)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and ADB calculations;
A. Baluga, B. Carrasco. 2020. The Role of Geography in Shap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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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x.doi.org/10.22617/WPS200378


疫情后复苏：
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持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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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同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如果各国同时采取行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会通过贸易连接恢复国内和全球经济增
长

资料来源: IMF: G-20 Surveillance Note, November 2020

全球金融危机后，增加公共投资的国家增长更好

资料来源: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2020

图 11: 图 12: 



亚行和双边/多边机构的作用

8
资料来源: Hepburn, C., O’Callaghan, B., Stern, N., Stiglitz, J., and Zenghelis, D. (2020), ‘Will COVID-19 fiscal 

recovery packages accelerate or retard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 Smith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2.

图 13: 图 14: 

G. Schwartz, M. Fouad, T. Hansen, and G. Verdier.2020. Well Spent : How Strong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Can End Waste in Public Investment. 

展示知识解决方案

1. 在业务运行中体现QII 2. 知识产生/发布

新常态下气候投资是保持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关键 公共投资的制度优势和有效性

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IMF071/28328-9781513511818/28328-9781513511818/28328-9781513511818.xml?cid=va-com-compd-well_spent_full


• 筛选和确定
• 评估或架构设计
• 采购和项目管理

• 效率
• 可持续性
• 可及性

支持在亚太发展中地区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

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可持续发展基础设
施就是要…..

亚行业务运行与QII

项目周期 关键驱动力

国家行业/机构采购风险评
估
基础设施治理/ 原则六

基于风险的财务管理评估
从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
看经济效率/ 原则二

治理和反腐败行动计划
原则六

全组织结果框架（治理）
原则六

减贫和社会战略概要
(SPRSS)

原则一

国家及行业层面的治理风
险
原则六

保障政策声明
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原则一，
环境和社会考虑因素/原则
三

环境影响评估
原则三

经济影响评估
物有所值/ 原则二

性别运行计划
性别/原则五

--QII 原则-- 亚行政策工具/筛选条件图例：

图 15： 图 16: 

• 实现可持续性和增长最大化
• 全生命周期成本
• 物有所值
• 环境因素
• 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
• 社会因素
• 基础设施治理

QII  原则



• 2012年以来PPP项目的投资金额和数量呈现下降趋
势。

• 对私企来说，PPP项目的相关风险过高且无法预测。
• 政府则认为没有充分实现物有所值。

Reference: Mark Moseley. 2020. Risk Allocation Reform and Creating More 

Collaborative PPPs.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restoring-confidence-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s

PPP项目的演变

PPI数据库PPP项目汇总数据 2011-2020

图 17: 

世行，PPI数据库年报，2020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restoring-confidence-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性价比评估

资料来源: OECD. 2019. Government at a Glance Southeast Asia 2019. https://www.oecd.org/gov/government-at-a-glance-southeast-asia-

2018-9789264305915-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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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图 19: 

https://www.oecd.org/gov/government-at-a-glance-southeast-asia-2018-9789264305915-en.htm


支持高质量基础设施PPP项目

各国需要提升对传统基础设施
和公司合作伙伴关系（PPP）
的认识，从上游到下游贯彻QII

原则

亚行PPP运行计划 2012-2020  

反馈 / 设计指导

亚行图片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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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covid-19-

recovery-low-carbon-resilient-future

复苏措施

新冠疫情复苏措施的要求

投资于低碳（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储能基础设施

扩大电网并进行现代化改造支持提升可再生能源占
比

通过公共采购项目为公共建筑购买安装高能效电器、
灯具和数字装置

在受影响地区奖励住户进行翻新和改造，比如采
用低能耗或零能耗措施

引入绿色税收制度，如碳税，最低碳价（工业）

调整劳动力市场项目支持加强韧性的措施（如水源
保持、造林）

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支持在
有韧性的行业创造就业

通过政策改革提升韧性（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

转变农村粮食和土地利用制度，转向可持续性和有
韧性的农业生产

对风险敏感的土地利用管理

规划城市绿色发展/再生和可持续空间（智能城市）

发展和扩大激进交通系统（全面普及公共交通/非小
汽车出行）

发展具备气候韧性的农业价值链

投资于保护性基础设施加强韧性（如海岸防护，防
洪）

低碳发展

气候和灾害韧性

有韧性的复苏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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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低碳和有韧性的复苏干预措施评估框架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covid-19-recovery-low-carbon-resilient-future


关键信息

▪ 采取“一个亚行”的做法。高质量基础设施需要运用本机构各领
域的专业经验和知识，应对复杂和跨领域的治理和发展挑战，制
订综合解决方案。

▪ 将基础设施治理作为国别合作伙伴战略的一部分。需要在国别合
作伙伴战略层面对基础设施治理进行综合诊断评估，以发挥最大
影响。亚行已经具备和基础设施治理对应的一系列工具/筛选条
件。

▪ 更加重视上游和中游的支持，改善基础设施治理及加强公共投资
管理，包括在中期财政框架中评估并估算气候风险成本的能力。
在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中实现物有所值需要更加重视上游和中游
的制度能力建设，以加强发展中成员体的公共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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