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合作经验交流 

会议报告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举办 

 

北京，2013 年 1 月 17 日-18 日 

 

Penny Davies, 2013 年 2 月 

 

 

 
 
 
 
 
 

 
 

 
 

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赞助 



 2 

 

目录 

 

概要 

1. 引言 .....................................................................................................................6 

1.1 会议背景与目的 ......................................................................................6 

1.2 会议准备与日程 ......................................................................................6 

1.3 报告的结构 ..............................................................................................7 

 

2. 会议第一部分: 组织架构与功能 ......................................................................8 

 2.1 结论与经验教训 ......................................................................................8 

 

3. 会议第二部分: 政策制定，监督与汇报 ........................................................11 

 3.1 结论与经验教训 ....................................................................................11 

 

4. 会议第三部分: 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14 

 4.1 结论与经验教训 ....................................................................................14 

 

5. 结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16 

5.1 主要相关议题 ........................................................................................16 

5.2 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16 

5.3 未来讨论的议题 ....................................................................................17 

 

 

 

附录 1: 与会人员名单 

附录 2: 会议日程 

附录 3: 关于报告的深入阅读  

附录 4: 会议评估总结 

附录 5: 国别报告 

 

 

  



 3 

概要 
 

2013 年 1 月 17-18 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CAITEC）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UNDP China）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

合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会议聚集了来自 15 个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其中来自政

府、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代表比例均衡（见附录 1：与会人员名单）。本次会

议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合作中的挑战、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相互借鉴，并期冀

为与会人员带来实用价值。 

 

研讨会分为三个部分：1）组织架构与功能；2）政策制定，监督与汇报；3）

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每个主题会议由报告和全体讨论组成，之后是分组讨论。

在第四和第五个会议上，与会人员就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与会人员对本次会议的评估表明，本次会议有助于深入理解发展合作过程中面

临的挑战，也有利于理解各国的经验。（见附录 4：会议评估总结） 

 

重要研讨成果 

1) 第一部分：组织架构与功能 

经讨论，发展合作的机构设置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段有所差异，这些安排并不

是影响援助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很多中等收入国家（Middle Income Countries,

简称 MICs）正在设计本国的制度模型，比如设立援助机构或出台法律、政策框

架。还有些国家正在经历从一个模型向另一个模型的过渡时期。无论组织架构

如何，那些能保证协调机制的措施才是有效援助的关键。中等收入国家常常面

临协调机制的挑战，因为有多重部门、多方机构都参与到援助的过程中。与会

人员分享了本国在加强协调方面的经验。同理，保证不同部门政策不相互削弱

和矛盾（即政策的一致）也是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中等收入国家面

临的挑战，也是其他提供对外发展援助的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会议达成共识，政治意愿和公共支持对于发展合作至关重要。有参会者认为，

考虑到现存的国内发展挑战，中等收入国家很难解释提供对外援助的理论依据。

通过分享经验、探讨挑战，我们得出结论，即法律框架可以为发展合作提供有

利条件，途径是保持长期稳定的制度。与会人员表示很有兴趣继续了解不同国

家在法律和制度安排方面采取的措施。 

 

中等收入国家在对外发展援助中通常面临资源短缺和自身能力限制，包括没有

足够的人员负责不断增加的对外援助工作。人员能力培养、知识管理、信息收

集系统以及质量保证对于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与会人员指出，中等

收入国家在提供对外援助时，需要专业标准或行为守则。 

 

2）第二部分：政策制定，监督与汇报 

按照当地需求提供援助：与会人员达成共识，要确保短期和长期发展援助均有

效，必须着眼于当地人民和社区的需求来提供援助。会议讨论了如何参与并基

于伙伴国需求和当地发展政策提供援助，以便增强援助的管理和可持续性。 



 4 

 

汇报、监督与评估（M&E）：监督与评估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是共同的挑战，原

因多是由资源不足造成。人们普遍认为，中等收入国家 /南南合作（South-

South Cooperation,简称 SSC）参与方应设计共同的对外发展援助定义以及汇

报标准，并适时借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成员国的经验。

有些中等收入国家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汇报对外援助情况，并根据委员会的体系

架构设计类似的框架，但还是有本国的组成部分。本次会议上人们呼吁中等收

入国家未来继续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包括相互借鉴学习。 

 

中等收入国家与国际议程：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平台，汇集中等收入

各国和南南合作参与方，分享经验，推广最佳实践，并在国际层面设计共同的

议程。会议期间，人们就中等收入国家在后 2015 发展议程和有效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的背景下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一些与会人员认为，尽管全球伙伴关

系初衷是好的，然而却“换汤不换药”；另外一些人对于其包容的特性持乐观态

度。会议还提到了国际社会如何对中等收入国家给予越来越多的期望，希望其

承担更多的责任。 

 

3) 第三部分：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会上，与会人员汇报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合作的模式以及挑战，包括如何确保

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正试图转变方式，从基于项目的方法

转变为全行业的方法，期冀提高援助效益。三方合作成为主要模式。与会人员

共同探讨了需要克服的挑战，以便提高援助的有效性。这些内容在这份报告中

有所总结。 

 

与会人员探讨了中等收入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CSOs）合作的经验，以及从

更小层面来讲，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经验。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合作的程度在不

同国家有所区别。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间的信任缺失是共有但不是普世的挑战。

克服这一点，使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视对方为发展合作的伙伴，是中等收入国

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大会针对未来发展方向确定了重要的议题，这些议题可以在未来经验分享和实

际操作中继续探讨，在本报告第 16 页有关于这部分的详细汇报，此处仅做总

结。 

 

一、主要相关议题： 

 协调机制和政策一致的制度安排 

 找到最优法律框架 

 为对外发展援助争取政治意愿和公共支持 

 摆脱自身能力限制，包括监督和评估的能力限制 

 更好地理解受援国需求 

 汇报援助支出费用，设定共同标准 

 创建平台，为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协调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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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长期可持续性 

 成功运用三方合作机制 

 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 

 与私营部门合作 

 使人们受益于知识分享 

 

二、未来发展机制： 

 利用网络平台或实践社区来分享经验 

 中等收入国家在重大国际活动前后会晤探讨 

 协调援助项目，发挥协力优势 

 调研整合信息 

 

未来中等收入国家研讨会可将如何发展这些机制纳入会议日程，包括设定各自

的角色和职责。本报告最后部分提出了一些议题，可以在未来的经验分享会上

讨论，推动进一步的行动。 

 

 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的成员范围——何时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分享？ 

 如何确保有效的相互学习？ 

 如何确保未来相互学习的协力优势？ 

 制度安排和中等收入国家项目执行——如何使分享透明化？ 

 中等收入国家政策一致性——有哪些经验？ 

 三方合作经验教训——哪国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 

 广泛参与对外发展援助——有哪些最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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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会议背景与目的 

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参与到多种多样的发展合作过程中，贡献颇丰，成为

国际对外发展援助的提供者。全球发展格局发生变化，这便需要我们对这一新

动态予以回应。中等收入国家并不同质，各国的对外援助经验大相径庭；一些

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已有悠久的历史，一些国家刚刚开始或重新开始对外援助。

还有一些国家直到近期或者长期以来兼有双重身份——援助提供方和受援国。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使用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 DAC）的标准，另一些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提

供援助。这些不同的经验赋予中等收入国家分享和相互学习的机会，借鉴最佳

实践，共同探讨克服挑战的对策。 

 

2013 年 1 月 17-18 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CAITEC）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UNDP China）在北京共同举办“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合

作经验交流”研讨会。 本 次 会 议 由 英 国 国 际 发 展 部 （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 DFID）赞助。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合作中的挑战、最佳实践以及经验教训，相互借鉴，

并期冀为参会方在对外发展援助和合作中带来实用价值。会议聚集了来自 15

个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其中来自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代表比例均衡。

大部分参会人员来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一些非中等收入国家的代表也受邀出

席了本次研讨会，并分享了本国的对外发展援助经验。（见附录 1：与会人员

名单） 
 

 

1.2 会议准备与日程 

研讨会之前，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冀图确定参会人员的兴趣与需求。

《会前报告》1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总结（调查结果通过网络和电话收集）。根据

调查，我们确定了最终的会议日程，包括研讨议题和时间分配。会前报告还囊

括了国家介绍，这一部分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与会国在对外发展援助与

合作领域的基本情况撰写的。会前报告的目的是为参会人员提供相关背景信息，

使人们在研讨会上专注讨论。附录 5 是关于国家的介绍。 

 

研讨会分为三个部分/三个主题： 1）组织架构与功能；2）政策制定，监督与

汇报；3）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每个主题会议由报告和全体讨论组成，之后是分

组讨论。分组讨论对所提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会前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等收入国家

发展合作经验交流研讨会”》，北京，2013 年 1 月 17-18 日，Penny Davies，201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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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与主题相关的重要优势与挑战、总结良好的实践和教训、

确立未来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分组讨论中，参会人员需要得出结论并向全体汇

报，包括：1.三至四个与讨论主题和中等收入国家相关的经验教训；2.对未来

中等收入国家继续此类探讨活动出谋献策，如果建议的流程或会议不存在，需

要指明由谁来采取什么措施。会议最后一部分就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与建议。 

 

在主题会议之外，我们还举行了两次特殊的汇报。一个是关于“中国对外援助项

目”，因为参会人员希望向主办国学习；另一个汇报是关于“现今援助机构的挑

战与矛盾”。（会议日程见附录 2） 

 

 

1.3 报告的结构 

本报告按照会议日程，分为四个部分：组织架构与功能；政策制定、监督与汇

报；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议。每一部分对讨论（全体汇报

和分组讨论）的结论以及汇报的内容进行总结。本次会议遵循查塔姆研究所原

则2，参会人员的个人身份和党属关系并未提及，以便保证公开和坦诚的经验交

流3。 

 

本次会议报告由 Penny Davies 撰写。Penny Davies，顾问，与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签订合同，负责撰写会前报告、组织本次会议、总结会后报告4。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tham_House_Rule 
3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在本次研讨会上的会议记录表示衷心的感谢。 
4本次会议报告的翻译由 Merriden Varrall 负责，由王欢，赵宸男，贾敏慧翻译，由王欢，Emily 

Davis，陈奇负责审校和定稿。Merriden Varrall，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政策组高级政策专家。 

 



 8 

 

2. 会议第一部分：组织架构与功能 

 

这部分主要探讨对外发展援助和合作过程中的组织架构与功能，旨在确定不同

制度的主要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总结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以供借鉴，并确立未

来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共有四位嘉宾就不同的机构安排和经验教训做了发言，紧接着是全体讨论和分

组讨论，继续深入探讨相关议题。同时，“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汇报也在此部

分进行，与会人员了解到了中国在制度方面的经验和挑战。主要结论、经验教

训以及挑战汇报如下。 

 

 

2.1 结论与经验教训 

机构设置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段有所差异，且不是影响援助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经讨论，不同国家提供对外援助模式大相径庭，且这些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现象在中等收入国家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

员国均是如此。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正在设定本国的组织模型，或正在经历从一

个模型转向另一个模型的过渡时期。 

 

与会者指出，对外发展援助的制定和提供很难完全摆脱宏观上政府政策这一背

景。具体说来，负责援助提供的机构与政府部门（通常是外交部）的关系忽明

忽暗。从这方面出发，会议得出四个共通的援助管理模式：1）将发展合作有机

融合到外交部的工作当中；2）在外交部内设立发展合作部门或机构；3）政府

部门制定政策，另一机构负责执行；4）政府部门或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并执行。

例如，汇报中讲到澳大利亚设有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政策并执行，而中国在

商务部内有专设的援助机构。参会人员还表示，对外发展援助并不只有这四种

模式，还有其它模型存在。 

 

会议还得出结论，不同的组织安排在不同国家奏效。一种模式并不优于另外一

种模式，也没有哪种模式比其它模式更值得借鉴。经验显示，机构设置不是影

响援助效果的决定因素，其他因素比如政策协调和一致作用更显著，在下文会

深入探讨。 

 

无论机构设置如何，协调机制才是关键 

经讨论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常常面临协调诸多政府部门（比如外交部、财政部、

以及其它相关部门）和援助机构的挑战。无论组织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协调机

制的措施才是决定援助效果的重要因素。会议达成共识，某些集权的政策制定

机制是有必要的，这种机制可以是一个专门机构或是一个达成共识的策略。然

而，参会者也表示，一个主要部门或机构也不是万能的，仍需要一些机制和不

断发展的程序方法来保证部门间的协调一致。同样地，通过经验分享发现，只

要存在达成共识、协调一致的策略来引导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均

可产生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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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还分享了提高协调机制的措施。比如，汇报中讲到印度尼西亚新的“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国家协调工作组”，该小组加强了各部门间的协调，使制度框架恢

复了活力。 

 

政策一致是发展援助有效的关键 

讨论中，人们强调政策一致性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即应确保所有政府部门

都对发展援助贡献力量，同时还要防止任何两个部门的工作相互矛盾。这不仅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是个挑战，对所有对外发展援助提供方均是如此。报告中讲

到澳大利亚对外援助过程中为确保政府部门间的政策一致所采取的措施。该国

成立了发展效果指导委员会，就澳大利亚援助项目向政府部门提供战略性建议。

尽管政策一致性对确保发展效果至关重要，会上并未深入地探讨该议题，在未

来的研讨会中可继续将其作为讨论主题。 

 

政治意愿和公共支持是主要挑战 

会议达成一致，政治意愿和政府支持对有效的组织架构至关重要，这在汇报日

本和泰国援助机构的演变过程中有所体现。获得公众在对外发展援助上的支持

也同等重要，同时也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之一。会议指出，是否创

建集权式的援助机构以及该机构的关注度均取决于宏观的政治支持程度。若没

有公众支持对外援助，政府就很难进行必要的机构改革。通过经验分享，我们

发现，考虑到现存的国内发展挑战和贫困状况，中等收入国家很难解释对外援

助的理论依据。因此，从受援国转变成捐助国需要时间。而南南合作这一双赢

机制可以帮助政府获得公众支持。同时，政府还可以从国家自身利益角度获取

支持，比如提供援助可以获得区域繁荣和稳定。 

 

法律框架有助于长期有效的援助 

与发展合作相关的法律制度可以为组织架构提供有利条件。汇报中讲到墨西哥

国际发展合作法，以及其如何在长期、政治更迭过程中帮助确保了发展合作的

机构稳定。会议指出，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可以保护对外发展援助，并在政治意

愿低迷时期支持制度框架。 

 

参会人员讨论出有效法律框架的主要特征：提高透明度；推进问责制；包含提

供援助的所有政府部门；保证监督与评估；并对其自身进行系统地修订。从讨

论中我们不曾得知有多少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发展合作法律框架，并且也不知道

在那些拥有法律框架的国家中，这一框架如何与政策相呼应。 

 

提供援助的能力和资源是主要挑战 

与会人员就对外发展援助、合作过程中能力和资源限制的挑战进行了探讨。有

些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快速扩大对外援助，却没有足够的人员与这一增速匹配。

此外，缺乏资源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及缺乏资源在伙伴国开展信息收集也是中等

收入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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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指出，拥有发展合作、执行、政策、外交方面的专业人员或专家同样

重要。将相关部门纳入发展合作进程中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部门通常贴近基

层，并与南南合作的其他国家对应部门有所联结。但同时，这会使各部门间的

协调工作变得复杂。 

 

无论组织架构如何，能力培养与知识管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

要。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信息收集系统和数据信息库。 

 

会议还指出，质量控制问题在未来还需进一步探讨。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对外发

展援助时，需要专业标准或行为守则。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按照《援助有效性巴

黎宣言》行事，尽管已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遵循这一宣言以及其后的《阿克拉

行动议程》和《关于有效发展合作的釜山伙伴关系》宣言5。这一议题在此次会

议上并未具体探讨。 

 

放眼未来，参会人员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以加强援助管理系统，包括：逐步扩

大对外援助；援助更加关注于提高民生；推动人员能力建设；在中期内加强援

助的规划；将发展合作的政策、战略以及法律框架（如果需要）落实到位；加

强部门间的协调、增强协力优势；加大调研力度和监督评估程度；参与知识交

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活动。 

 

 

 

 

 

 

 

 

 

 

 

 

 

 

 

 

 

 

 

 

 

 

                                                        
5 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thehighlevelforaonaideffectivenessa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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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第二部分：政策制定，监督与汇报 

 

本部分就如下议题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1）如何将援助基于当地需求来制

定政策；2）汇报，监督与评估；3）中等收入国家如何贴近国际对外发展援助

政策。 

 

此次主题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不同政策制定、监督和汇报方法的优势与挑战；探

讨中等收入国家如何与国际进程相同步；总结最佳实践经验，相互借鉴；确立

未来讨论议题。会上共有六个汇报演讲，之后是全体和分组讨论，继续深入探

讨。主要结论，经验教训和挑战汇报如下。 

 

 

3.1 结论与经验教训 

1）援助要基于当地需求 

与受援国沟通，运用当地特色优势 

参会人员就如何基于伙伴国和当地政府政策提供援助进行经验分享。汇报中介

绍了捷克共和国对阿富汗的援助情况以及印度对尼泊尔的援助项目，指出建立、

保持与受援国和发展伙伴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此外，有例子表明，受援国利

益相关方的直接参与可以建立起一种归属感，这将在援助结束后增强项目的长

期可持续性。 

 

参会人员还分享了其他经验，包括尊重合作伙伴、帮扶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以及与当地合作伙伴加强交流、增进了解。项目外包给当地公司、使用当地材

料和人力资源也是重要的经验，可以增强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节约成本。 

 

 

2) 汇报，监督与评估（简称 M&E） 

资源短缺是监督与评估面临的挑战 

由于资源短缺，监督与评估是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经讨论发现，监

督与评估的能力还有待加强，包括培养在地方级别工作的员工的能力。许多中

等收入国家正在制定汇报标准，收集数据。与会者强调，尽管困难重重，监督

与评估要涵盖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目标受惠方。会议指出，中等收入国家

应借鉴他国经验，在监督与评估和项目实施的资源支出上实现均衡。 

 

制定中等收入国家自己的标准，同时借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经验 

会议讨论了中等收入国家是否应该制定自己的援助定义和汇报标准，而不是使

用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准则。参会人员指出了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官方开

发援助（ODA）定义的局限，并认为南南合作这一概念并非仅限于此。此外，

南南合作的双赢特性和需求导向也在会上有所强调。会议达成共识，中等收入

国家、南南合作提供方应制定共同的对外发展援助标准。然而，一些讨论者也

指出，这些国家可以借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准则来制定本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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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汇报嘉宾介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如何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汇报情

况，阐明阿联酋建立了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使用的是债权人汇报系统，简称

CRS）和联合国相匹配的汇报框架；同时汇报还涵盖了阿联酋所有的援助信息，

而不仅仅是官方发展援助定义下的援助情况。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汇报援助情况

的原因之一在于可以保证与国际标准一致，进而做出国际公认的援助效益对比，

给所有阿联酋成员国以共同的标准框架。会议还指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设计

出类似于发展援助委员会标准的框架，但其中含有本国特色。 

 

互相学习 

会议呼吁未来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在汇报、监督与评估方面合作。参会人员建议

要继续开展分享标准分享与制定的研讨会，并且（或者）有可能开展相互学习

活动，最终可能发展为同业审查。 

 

汇报促进透明化和问责制 

参会者指出，确保透明和问责制度需要文件记录。阿联酋的例子表明，标准化

的方法有助于透明操作，而项目信息的质量能够为评估影响提供基石。 

 

 

3) 中等收入国家与国际进程 

建立中等收入国家设定共同议程、分享经验的平台与论坛 

会议达成共识，需要建立平台以供中等收入国家和南南合作提供方分享经验，

推广最佳实践，并在国际层面上设定共同议程。尽管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有

自己的平台，然而中等收入国家和南南合作提供国却没有聚集在一起的类似场

所。根据参会人员的观点，中等收入国家的代表通常在国际会议的间歇会面，

或在非正式论坛上碰面，这其中都无法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后 2015 和全球伙伴关系进程——中等收入国家何去何从？ 

会议探讨了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进程中的定位问题，尤其是在后千年发展目标

（Post-MDG 或 Post-2015）以及有效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进程中的定位。例如

，一些与会人员认为，尽管全球伙伴关系初衷是好的，但仍旧是“换汤不换药”

。有些人认为釜山会议并不是将南南合作准则标准化的理想平台。还有人表明

要把精力放到后 2015 议程上，而不是全球伙伴关系。 

 

其他与会人员指出，全球伙伴关系旨在囊括所有相关方，摆脱“捐助国——受援

国”这一逻辑。他们认为，创建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的平台并不意味着不参与

全球伙伴进程。会议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未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全球伙伴

关系与后 2015 议程的联系，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如何参与其中。 

 

总体来讲，一些讨论者表示支持在国际层面上由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并且认为

关于南南合作的经验和操作应在联合国内部进行讨论。还有人提出，南南合作

工作组是信息分享的有效平台；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该工作组是由发展援助委员

会所带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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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国际义务的挑战 

参会人员提到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援助提供者的诸多挑战。随着中等收入国家越

来越多地投身于发展合作当中，传统援助者期望其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在三方

合作中的责任），对其造成压力。同样地，那些寻求帮助的伙伴国对其期望也

日 益 高 涨 ， 尤 其 是 在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领 域 。 国 际 组 织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简称 IOs）也要求其给予更多的援助。尽管不同的期望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表明中等收入国家作为国际发展重要参与者的身

份已受到人们的认可，但这些期望对国家管理结构提出了要求，而这种结构在

中等收入国家尚未完全成熟。 

 

通过对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国际进程的讨论，会议提出了许多问题，也反映了中

等收入国家正在试图融入的、不断变化的全球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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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第三部分：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最后一个部分探讨对外发展援助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不同的援助

模式；三方合作经验；以及与其他参与方合作，重点是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

或从更小层面来讲，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本会议目的是确定不同援助模式（包

括三方合作模式）的优势与挑战；找寻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援助的方

法；总结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相互借鉴；确立未来继续讨论的议题。 

 

会上共有五个汇报，之后是全体和分组讨论，深入探讨相关议题。此外，关于

“当前援助机构面临的挑战与矛盾”的汇报也在此部分进行，发言人深入剖析了

援助的趋势、矛盾以及克服的办法。主要结论、经验教训和挑战汇报如下。 

 

 

4.1 结论与经验教训 

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是主要挑战 

通过对援助模式的讨论，与会人员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援助模式大相径庭，

并且由于伙伴国和本国自身工作重点的改变，援助模式也随着时间变化。 

 

如何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与其相关的如何保证有效的技术合作是主

要挑战。这不仅是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要

克服 的。根据经验教训，汇报提到当前有些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将注意力转移到

对当地员工的培训上面，以便使项目在结束后能够继续运行。很多参会人员描

述了类似的挑战，以及如何将模式从基于项目转变为全行业的方法，期冀提高

运行效率。然而，会上由效率这一简单议题衍生出关于对外发展援助政策选择

的深入探讨。与会者表示，希望在未来能继续探索与模式有关的问题，相互借

鉴学习，并从受援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那里借鉴经验。 

 

三方合作中的经验教训 

参会人员举出实例，阐述三方合作是如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主要的援助模式的，

以及三方合作如何使得本国在区域发展中起到领头作用。“南、南、北”三方合

作模式能够将传统捐助国的资源和南南合作伙伴的专有技术有机结合，并提供

给第三方受援国。“南、南、南”三方合作模式同样存在。 

 

汇报中介绍了泰国“南、南、北”三方合作的经验，显示出这样的模式使得泰国、

传统捐助国提升了南南合作的价值，加强了区域融合。尽管人们对三方合作兴

趣浓厚，泰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反映出亟待克服的挑战：谅解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简称 MOU）并不完全提供所需的共同理

解内容；缺乏共同机制和定期对话；由预算约束和政策变更带来的不确定性；

对援助是否有效、资源的重复投资、和谐以及合作关系的担忧；如何确保援助

的自主权。参会人员特别强调了加强受援国领导权、自主权的重要性，指出要

在水平层面进行合作，即应进行知识分享而不是知识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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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CSO）的合作——确保独立性，创造有利环境 

会议上汇报了俄罗斯和英国发展合作领域的 CSO 所承担的角色，列出其在对

外发展援助中的功能：1）援助提供方——CSO 向那些政府难以触及的贫穷社

区捐赠物品和服务；2）援助支持方——CSO 可以审查政府政策（不仅是援助

领域的政策），推动改革，提出其它具有远见的观点；3）公共舆论的渠道和助

推器——CSO 可以便利公众表达观点，并影响公共舆论。 

 

在不同的中等收入国家，CSO 与政府的关系大相径庭。在一些国家，政府与公

民社会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提供对外援助；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类合作根本不

存在。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双方相互持怀疑态度。如何克服信任缺失，让政

府视 CSO 为资源，不仅是援助提供方，还是自主的发展行动者6，是中等收入

国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议还指出，与受援国 CSO 合作也有很多优势。例

如，当地 CSO 可以确保援助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当地环境动荡的背景下。

同样地，中等收入国家 CSO 在管理发展援助方面经验丰富，也是具有价值的

合作伙伴。 

 

会议达成共识，CSO 自主运作以及政府创造有利环境至关重要。这在阿克拉会

议和釜山会议的承诺上均有所体现7。然而，CSO 作为自主的发展行动者应该

独立到什么程度，与会人员众说纷纭。人们还提出疑问，一旦接受政府资金支

持，CSO 还能否算作自主的发展行动者。其它问题还包括，何时支持受援国

CSO 合适，以及如何在支持受援国 CSO 和不参与该国政治经济事务原则中取

得平衡。这一原则是南南合作提供者所注重的。 

 

与会的 CSO 代表分享了过去几年 CSO 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遵循援助有效

性承诺（即所谓的伊斯坦布尔原则），呼吁更好的援助。刚刚达成的公民社会

组织发展有效性伙伴关系（CSO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简称 CPDE8）将继续深化 CSO 间的合作。 

 

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呈上升态势 

会前调查显示，参会人员希望了解对外发展援助中私营部门的角色。然而，该

议题并未在会上得到深入的探讨。会议认为，与私营部门合作是大势所趋，这

在釜山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有所体现9。会议达成一致，与私营部门合作，使其参

与到发展援助中至关重要。途径包括通过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来

实现。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使其主营业务对发展有利的方法。 

 

 

                                                        
6 CSO 在《阿克拉行动议程》中被视为自主的发展行动者。该《议程》是在第三届援助效果高

层论坛中通过的。 
7 更多关于高层论坛的信息和政策，请见

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thehighlevelforaonaideffectivenessahistory.htm 
8 更多关于公民社会组织（CSO）的信息，详见 Better Aid 网站：http://www.betteraid.org 
9 详见第 32 段：http://www.aideffectiveness.org/busanhlf4/en/component/content/article/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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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中等收入国家代表在研讨会上就对外发展援助与合作的诸多议题进行了详尽的

讨论。在这三个部分中，与会人员分享了本国经验教训、面临挑战以及最佳实

践。会议的最后一部分致力于探讨实用的未来发展建议。 

 

此部分对参会人员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总结（5.1）；随后大家讨论了将其中一

些议题深入开展的机制，这些机制并非专门针对某一议题（5.2）；最后，从这

些讨论中总结出今后经验分享活动的议题（5.3）。 

 

 

5.1 主要相关议题 

 协调机制与政策一致的制度安排——就政府现行的对外发展援助协调机

制和保持政策一致性的措施进行经验分享 

 找寻最佳法律框架——就中等收入国家组织架构分享经验，包括发展合

作的法律框架 

 为对外发展援助争取政治意愿和公共支持——就如何在中等收入国家争

取支持进行经验分享 

 克服能力限制，包括监督和评估能力的限制——如何克服中等收入国家

面临的挑战（工作人员能力、技能、资源等） 

 更好地理解受援国需求——就如何基于当地需求提供援助交流最佳实践

经验 

 汇报援助支出，设定共同标准——中等收入国家/南南合作提供方设定共

同的援助范围，并就援助进行汇报 

 为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上协调立场创建平台——创造各国相聚的场所，

在国际层面设定共同标准和进程 

 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如何将独立的项目转换成更广泛的模式来提供援

助 

 成功运用三方合作机制——分享奏效与无效的实际经验 

 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如何与本国和伙伴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合作，以

及如何使其参与到援助过程中 

 与私营部门合作——如何利用私营部门专业技能，以及如何刺激私营部

门对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使人们受益于知识分享——如何有效分享知识 

 

 

5.2 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会议达成一致，未来需要具体的方法继续在中等收入国家之间进行信息与经验

分享。与会人员确定了四种方式，总结如下。 

 

利用网络平台或实践社区来分享经验 

参会人员一致认为，建立网络论坛/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简称

COP）来分享对外发展援助资料大有裨益。信息通讯技术能够有效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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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享和获取信息。此外，在需要时还可以召开实体会议。网络平台是分享经

验、挑战、实践和调研的场所。这些分享都基于主要相关议题（5.1 中有所总

结）来展开。会上还有人提出，要主动学习诸如亚太地区实行的加强能力建设

促进发展实效机制（CDDE）。会议建议，中等收入国家的 COP 可以由多边组

织比如 UNDP 以及（或）中等收入国家轮流管理。 

 

中等收入国家在重大国际活动前后会晤的机制 

参会人员认为，需要建立论坛使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发展援助会议之前、国际

会议期间聚首、设计共同议程、统一立场，以便做出更加充分的准备。目前，

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会议间歇会面，或者在非正式会议上会面，往往不能出台

具体的行动方案以及跟进措施。会议建议，中等收入国家轮流召开此类会议，

还可以（或者）由 UNDP 帮助召开会议。 

 

协调援助项目，发挥协力优势 

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政府、学术界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他们在会上公开

自由地交流经验。因此，此类会议对于聚集各援助参与方很有帮助。然而，会

议也指出，目前有许多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倡议活动（比如会议、培训等），

并且国际组织也倾向开展自己的倡议活动。于是，协调此类活动，发挥协力优

势以避免重复，确保后续跟进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会议建议，UNDP 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帮助协调此类研讨会等活动，确保活动的衔接和递进。同时，在政

策讨论之外，针对援助提供方制定的行动项目也大有裨益。 

 

调研整合信息 

与会人员认为，未来需要深化此类调研，收集案例分析，以便找出中等收入国

家在发展合作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会议建议，可以分行业进行案

例分析。尽管有人认为需要更多信息来开展研究，但是一些参会人员指出，目

前已经有大量信息可供研究，只是需要将其整合起来，并使人们获得这些信息。

现有信息可以通过上述网络平台进行共享。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组织在确定和填

补信息缺口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会议建议 UNDP 来帮助整合和分享可用信

息。 

 

 

5.3 未来讨论的议题 

此次会议成功地聚集了各方代表，分享经验教训。基于大会讨论，未来经验分

享活动可关注以下议题。 

 

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的成员范围——何时以及如何操作？ 

会议明确地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援助与合作方面分享经验的价值和兴趣所

在。这些国家通常面临类似挑战，可以分享相关经验。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

活动能够促进相互学习，增强发展合作的有效性，改变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

同时，基于经验教训，援助提供方必须对受援国或利益相关方采取包容的态度。

可供参考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中等收入国家的援助倡议活动包含其它利益相

关方，尤其是受援国？何时、以及在何地适合中等收入国家单独会面，分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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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何时、以及在何地适合这些国家与其它利益相关方共同会面，避免成为排

外独立的团体？ 

 

如何确保有效的相互学习？ 

全球发展格局随着越来越多参与者的加入发生重大改变，为不同地区乃至全球

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会议达成广泛共识，国际发展合作对话应在传统基础上囊

括所有参与者不同的经验。同样地，各利益相关方都在呼吁加强相互学习，包

括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伙伴国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其他支

持方。这便需要参与方有意愿相互倾听，吸取教训，根据共同利益找到有效对

外援助的基石。国际上、各国间有什么具体的相互学习的典范可供参考？为避

免重复，在这些典范中如何加强协力优势？如何记录，并供未来倡议活动参考？ 

 

如何确保未来相互学习的协力优势？ 

会议指出，许多组织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并且

这些组织倾向于自己开展倡议活动。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确保这些活动

是相辅相成的，以及如何创造协同作用。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的所有参

与方和利益相关者来说，以下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如何从之前的活动中提取信

息，加以共享，使后续活动在制定措施时能够建立在其结论之上？UNDP 及其

他多边组织能否在此类活动的衔接和递进方面助一臂之力？ 

 

制度安排和中等收入国家项目执行——如何使分享透明化？ 

与会人员指出，需要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合作中的制度安排与模式记录下来，

以增进互鉴。尽管有许多信息可以获得（与会人员认为有些信息需要整合），

但是仍存在信息断层。许多针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合作的研究都是基于二手资

料。信息共享对于这些国家以外的利益相关方也非常重要，以提高透明度、加

强问责制。那么，如何编制这类信息，进而向利益相关方分享，以便防止白费

力气做重复工作，增强透明度呢？ 

 

中等收入国家政策一致性——有哪些经验？ 

许多与会者表示，政策一致对发展援助效果至关重要。即使对外发展援助是有

效的，也不能消除贫困。同时，本次会议以及其他讨论均显示，将政策一致付

诸实践是所有发展援助参与者面临的挑战。在中等收入国家经验分享方面可以

考虑的问题包括：为确保政策一致，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是什么？如

何克服？在推广援助政策一致性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和南南合作参与方能够与

其他伙伴分享什么经验？这类问题可以通过比较分析加以解决，并就该议题进

行经验分享。 

 

三方合作经验教训——哪国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 

中等收入国家和其他援助提供者经常提到三方合作的优势，国际社会也呼吁加

强三方合作。会议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在成功开展三方合作方面经验丰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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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享讨论10。在未来经验分享活动召开前，解决以下问题会大有裨益：每个

伙伴国最重要的十个经验是什么？中等收入国家、其他南南合作伙伴以及传统

的“南、南、北”合作方的十个经验是什么？不同利益相关方分享了哪些经验；

以及哪些经验与中等收入国家密切相关，如何利用经验克服这些挑战？ 

 

广泛参与对外发展援助——有哪些最优实践？ 

与会人员一再重申伙伴国管理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当地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管

理权利。会上还汇报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公民社会组织（CSO）通常亲身经历发展合作给受援国带来的影响。同时，在

发展合作过程中，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与 CSO 发展合作的经验有限。经讨论，

人们有意愿将 CSO 和私营部门在更大程度上纳入对外发展援助工作当中。未

来经验分享活动可以考虑如下问题：根据受援国利益相关方的经验，中等收入

国家如何最好地将利益相关方（CSO, 私营部门）纳入发展援助过程中？如何

囊括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挑战都有哪些以及如何克服？长期效果会怎样？在这

些问题上，总结编制 10 至 15 个案例会有所帮助，为相互学习提供基础。 

 

 

 

 

 

总体来讲，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会议在分享经验、促进相互学习方面大有裨益。

这在评估部分有所体现（附录 4：评估）。会议讨论的议题切实有用，适用性

强。本次会议在发展合作领域深化了人们对于经验教训、最佳实践以及挑战的

理解。 

 

  

                                                        
10 三方合作案例已被记录下来，详情请见南南合作工作组官网：

http://www.southsouthcases.info/casostria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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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与会人员名单 

中等收入国家: 

国家 姓名 职位与机构 

巴西 
Vera Masagao 女

士 

巴西非政府组织协会  

执行理事 

中国 

卢峰先生 

田光磊先生 

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处长  

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副处长 

毛小菁女士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室 副主任 

印度 
Sachin Chaturvedi

博士 

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RIS） 

高级研究员 

印度尼西亚 

 

 

Tubagus Achmad 

Choesni 先生 

国际发展合作国家发展规划处(BAPPENAS) 主任 

 

Don K Marut 先生 
印尼公民社会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发展  

协调专员 

墨西哥 

Fabiola Soto 

Narvaez 女士 

墨西哥外交部国际合作署政策规划处 

副处长 

Citlali Ayala 教授 Dr Jose Maria Luis Mora 研究机构  

俄罗斯 

Vadim Karp 先生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际机构司 国际发展合作部门 

Mark 

Rakhmangulov 先

生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 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研

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 

卡塔尔 
Mahfoodh Al Saadi

博士 

走向亚洲(援助亚洲) 

主席 

泰国 

Banchong 

Amornchewin 先生 

泰国国际开发合作署 规划监测局  

主任 

Siriporn Wajjwalku 

教授 

曼谷国立法政大学教授 政治科学学院/国际项目主

任 

国际关系学院 系主任 

土耳其 

Hacı Ahmet 

DAŞTAN 先生 

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协调署 (TIKA) 

专家 

Prof. Dr. Erdal 

Tanas Karagöl 博

士／教授 

Yıldırım Beyazıt 大学  

经济学院 政治科学系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Sultan Al Shamsi

先生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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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等收入国家捐赠国： 

澳大利亚 Geoff Bowan 先生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 驻华代表处 

捷克共和国 Richard Krpac 先生 捷克共和国大使馆 驻华代表处 参赞 

丹麦 Lars Engberg-

Pedersen 博士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 政治发展研究院  

院长 高级研究员 

南韩 Duol Kim 博士 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中心 发展研究部  

主任  

英国 乔依·何其恩女士 英国国际发展部  

总司长 

Chris Chalmers 先生 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 

Richard Garratt 先生 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 

 

 

与会者／观察员: 

 

商务部国际贸

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 

宋微先生 发展援助司 

曹晋丽女士 

陈小宁女士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Nils Boesen 先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发展政策部  

知识、创新和能力组 主任 

罗黛林女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代表 

白桦先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国别主任 

萨文先生 加强伙伴关系和政策部门 

夏美林女士 加强伙伴关系和政策部门 

黄薇女士 加强伙伴关系和政策部门 

Chen Qingzhen 女

士 

加强伙伴关系和政策部门 

宋琦女士 加强伙伴关系和政策部门 

Adam Ertur 先生 加强伙伴关系和政策部门 

其他 Michael Laird 先生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高级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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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会议日程 

 

到达日  1 月 16 日周三  

 

与会者到达北京 

会场和酒店位置：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中国北京市昌平区东三旗   

 

晚餐：6：30-8：30 自助餐 

 

研讨会第一天 1 月 17 日 周四 

上午 7：00 － 8：00   自助早餐 

 

上午 8：20 — 8：45  小组会议注册和签到 会议室 

 

上午 8：45 － 9：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代表罗黛林女士致开场词 

   会议室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Nils Boesen 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政策部门知

识、创新和能力组主任 

 Joy Hutcheon 女士，英国国际发展部总干事 

 

上午 9：20 － 9：30   欢迎致辞和研讨会简要 

 

  Penny Davies，专家，研讨会主持和协调专员 

 

上午 9：30 — 11：05  会议第一部分：组织架构与功能 

 

 会议目的和要点：  

- 各国采用的制度选择和结构是什么？ 

- 各国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 各国分别有什么 优势和挑战？ 

- 可能会考虑进行什么样的改变，有哪些值得吸取的经验

教训？ 

 

本主题会议旨在确立不同方式制度的主要优势和挑战，拟

定可以借鉴的优秀实践经验，确立有助于未来讨论的议题。 

 新法律和新型发展合作组织； 由来自墨西哥的 Fabiola 

Soto Narvaez 女士发言(10 分钟) 

 制度挑战——负责管理和实施工作的国家协调小组，由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Tubagus Achmad Choesni 先生发

言(10 分钟) 

 泰国和日本组织架构比较研究；由来自泰国的 Siriporn 

Wajjwalku 教授发言(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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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援助制度的设定； 由来自澳大利亚的 Geoff 

Bowan 先生发言(10 分钟) 

 讨论 

 主讲人总结发言 

 

上午 11：05 －11：25  茶歇 

 

上午 11：25 — 下午 12：45  第一部分分组讨论 

小组讨论 50 分钟; 向全体汇报 20 分钟; 主席总结发言 5 分

钟. 

 支持法律环境， 由来自墨西哥的 Fabiola Soto 

Narvaez 女士发言 

 集权式与多重式发展机构对比（待定） 

 设立组织及其管理模式， 由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Tubagus Achmad Choesni 先生发言 

 

下午 12：45 － 2：00   午餐 

 

下午 2：00 — 2：30  特别展示单元 

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介绍 

卢峰先生，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20 

分钟) 

讨论 (10 分钟) 

 

下午 2：30 － 4：30   会议第二部分: 政策制定、监督与汇报 

                                   目标和关键问题 

- 政策研究与分析是如何/由谁进行的？ 

- 如何/由谁进行长期援助/合作计划？ 

- 如何确定援助需求/合作？与伙伴国家存在什么关

系？援助合作计划符合伙伴国家自身的国家发展计

划吗？ 

- 如何与国际政策相关联（后 2015 发展议程， 釜山

会议（有效机构发展模式政策）等）？ 

- 如何／由谁监督、评估和报告援助与合作？ 

 

会议旨在确立不同决策的主要优势和挑战，监测和报告方

法，中等收入国家如何结合国际进程，得出可借鉴的良好

实践和经验教训，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为今后讨论奠定

基础。 

 “印度小型发展项目”：尼泊尔的经验借鉴”-确定当地合

作伙伴的合作需求，结合国家(以及当地)的发展计划，

并与其他发展伙伴共享空间，由来自印度的 Sachin 

Chaturvedi 博士发言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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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对应的目标人群是谁？花

费多少资金（阿富汗案例研究）？由来自捷克共和国的

Richard Krpac 先生发言 (10 分钟) 

 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委员会汇报; 由来自阿联酋的 

Sultan Al Shamsi 先生发言(10 分钟) 

 监测与评估的挑战; 由来自墨西哥的 Citlali Ayala 教授

发言 (10 分钟) 

 由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转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成员国;由来自南韩的 Dual Kim 博士发言(10 分钟) 

 国际议程/全球发展规范——中等收入国家的定位；由

来自墨西哥的 Fabiola Soto Narvaez 发言 (10 分钟)   

 讨论时间 

 主持人进行总结性发言 

 

下午 4：30 － 4：45  下午茶歇 

 

下午 4：45 － 6：05   第二部分分组讨论 

小组讨论 50 分钟; 向大会汇报 20 分钟;主持人总结发言 5

分钟。 

 行业和国家：发展合作的决策， 由来自卡塔尔的

Mahfoodh Al Saadi 博士和来自印度的 Sachin 

Chaturvedi 博士发言 

 符合国际发展议程， 由来自墨西哥的 Fabiola Soto 

Narvaez 女士、来自南韩的 Dual Kim 博士、以及来自

阿联酋的 Sultan Al Shamsi 先生发言 

 监测和测评的挑战， 由来自墨西哥的 Citlali Ayala 教授

发言 

 

    

 

下午 7：00   会议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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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第二日 – 周五 1 月 18 日 

 

上午 7：30 — 8：50   早餐 

 

上午 9：00 — 9：15 欢迎致辞和研讨会概要／第二日 

      Penny Davies 教授， 研讨会主席以及主持人 

                                     会议室 

 

 

上午 9：15 － 11：15 会议第三部分：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会议目的和关键问题: 

- 进行援助/合作时的技术形式是什么？ 

- 相关的组织机构，公民社会组织（例如非营利性组织、

智库、私营部门）的角色是什么？  

- 中等收入国家在进行三方合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是什么？ 

 

本次会议旨在能够明确提供援助时主要的优势和挑战，包

括如何让私营部门和社会公民组织参与到三方合作过程中。

拟定可借鉴的良好实践和经验教训，并发现其中问题，从

而为今后讨论奠定基础。  

 私营部门的角色；发展合作和商业利益的冲突和协同

作用（能源案例研究）; 来自韩国的 Duol Kim 博士发

言 (10 分钟)  

 中国援助形式——挑战和改革，来自中国的毛小菁女士

发言(10 分钟)  

 俄罗斯公民社会组织在俄罗斯发展合作的重要性；来自

俄罗斯的 Mark Rakhmangulov 先生发言(10 分钟)  

 公民社会组织在英国援助中的角色；来自英国的

Richard Garratt 先生发言(10 分钟) 

 三边合作——与德国的合作经验；来自泰国的

Banchong Amornchewin 先生发言 (10 分钟)  

 讨论 

 由组织者进行总结陈词 

 

上午 11：15 － 11：30  茶歇 

 

上午 11：30 — 下午 12：50 第三部分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50 分钟; 向大会汇报 20 分钟; 主持人总结发言 5 

分钟。 

 三边合作， 来自泰国的 Banchong Amornchewin 先生

和来自墨西哥的 Citlali Ayala 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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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民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合作，由来自俄罗斯的

Mark Rakhmangulov 先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Don K. 

Marut 先生和来自韩国的 Duol Kim 博士发言 

 整体运行的挑战和方式，由来自中国的毛小菁女士发言 

 

下午 12：50 － 2：00   午餐 

 

下午 2：00 － 2：30   特别展示单元 

当前援助机构的挑战和矛盾 

Lars Engberg-Pedersen 先生，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政治

发展研     

究院(20 分钟) 

讨论(10 分钟) 

 

下午 2：30 — 3：50  会议第四部分：对未来发展的建议及其他问题   

 会议的目标和关键问题： 

- 就如何深化本次会议讨论议题提出建议 

- 讨论研讨会中提出的没有解决的突出问题 

 

下午 3：50 — 4：10        下午茶歇 

 

下午 4：10 － 4：30        研讨会总结发言 

 Penny Davies 教授， 研讨会主持人和组织者 

 

下午 4：30 — 5：30   综合讨论 

 

下午 5：30 — 6：00   总结陈词 

                   毛小菁女士， 研究室副主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10 分钟) 

 白桦先生， 国别主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10 分钟) 

 

 

注意 –对于参加 19 日的与会者，可以在下午 6：30—8：

30 享用自助餐，周六上午 6：00 时开始享用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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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关于报告的深入阅读 

 

与会者推荐了以下与对外发展援助/合作相关的报告和网站，以供参考。 

 

政府的回应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2012 年 6 月）一个澳大利亚的有效的援助项目：

有所作为－传递真实的结果  

http://www.ausaid.gov.au/Publications/Documents/AidReview-

Response/effective-aid-program-for-australia.pdf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2012 年 5 月) 通过有效的援助来帮助世界贫穷的国

家: 澳大利亚的综合援助政策框架 2015–16  

http://www.ausaid.gov.au/about/Documents/capf.pdf 

 

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2011 年 4 月) 中国的对外援助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

04/21/c_13839683.htm 

 

捷克共和国: 

 发展合作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并修改相关法律（2010年4月21日）

http://www.czda.cz/editor/filestore/File/Act_on_Development_Cooperati

on.pdf 

 捷克共和国外交部 (2012)捷克发展合作 

 捷克共和国外交部 (2010)捷克共和国发展合作政策 2010-2017 

http://www.mzv.cz/jnp/en/foreign_relations/development_cooperation_a

nd_humanitarian/development_cooperation_strategy_of_the.html 

 

墨西哥: 

 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局(AMEXCID)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2012 月

) 

 2012 年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能力目录 http://mexidata.info/id3502.html (

链接是西班牙语，也提供英文版本) 

 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局（AMEXCID）和墨西哥外交部（SRE） (2012

年一月) 2011 年度国际发展合作报告

http://amexcid.mx/index.php/en/documents-of-interest/reports (链接是

西班牙语，也提供英文版本) 

 

泰国: 

 泰国国际开发合作署（TIC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8) 泰国发展的

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卷1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thailand/docs/TICAUNDPbpVol1.pdf 

 泰国国际开发合作署（TIC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6) 泰国发展的

http://www.ausaid.gov.au/Publications/Documents/AidReview-Response/effective-aid-program-for-australia.pdf
http://www.ausaid.gov.au/Publications/Documents/AidReview-Response/effective-aid-program-for-australia.pdf
http://www.ausaid.gov.au/about/Documents/capf.pdf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4/21/c_1383968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4/21/c_13839683.htm
http://www.czda.cz/editor/filestore/File/Act_on_Development_Cooperation.pdf
http://www.czda.cz/editor/filestore/File/Act_on_Development_Cooperation.pdf
http://www.mzv.cz/jnp/en/foreign_relations/development_cooperation_and_humanitarian/development_cooperation_strategy_of_the.html
http://www.mzv.cz/jnp/en/foreign_relations/development_cooperation_and_humanitarian/development_cooperation_strategy_of_the.html
http://mexidata.info/id3502.html
http://amexcid.mx/index.php/en/documents-of-interest/reports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thailand/docs/TICAUNDPbpVol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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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专业知识来源，卷2 

http://www.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library/democratic_gover

nance/TICA-UNDPV11/ 

 

阿联酋: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 (2012年9月)， 2011年阿联酋对外

援助  

http://ocfa.gov.ae/EN/ResourceGuidelines/Pages/Reports.aspx 

http://www.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UAE%20Foreign%20Aid%202

011%20-%20EN%20-%20Low%20ress.pdf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 

http://www.ocfa.gov.ae/EN/Pages/Home.aspx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 (2013)， 阿联酋对外援助报告框架

http://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OCFA%20Guideline%20book%20e

nglish_lowres.pdf 

 发展评估质量标准， 经合组织（DAC/OECD） (英语， 法语， 阿拉伯

语)， 阿拉伯语由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非洲发展银行

和伊斯兰发展银行（2011）共同翻译: 

http://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Development%20Evaluation%20qu

ality%20standards%20EN.pdf 

 国家档案，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 

http://ocfa.gov.ae/EN/CountriesEmergencies/Pages/Country%20Profile

s.aspx 

 援助简报（月刊），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 

http://ocfa.gov.ae/EN/MediaCenter/Pages/NewsLetter.aspx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OCFA）出版物: 

http://ocfa.gov.ae/EN/MediaCenter/Pages/Publications.aspx 

 

 

 

公民社会组织的回应 

巴西: 

 阿邦 – 巴西非营利组织平台。“巴西公民社会组织国际发展和发展有效性

的宣言：合作的国家，合作的社会”发布于2011年11月25日

http://www.abong.org.br/lutas_e_acoes.php?id=412&it=4590  

 基督徒互援会INESC/ Christian Aid (2012四月) 现在和未来:巴西国际合

作的趋势和世界组织的角色概要（英语 页码5-9）

http://www.inesc.org.br/biblioteca/publicacoes/livros/2012/presente-e-

futuro-tendencias-na-cooperacao-internacional-brasileira-e-o-papel-

das-agencias-ecumenicas/view 

 Masagao，Suyama & Lopes (2012) “新兴的巴西式合作: 反思它的特征

和公私界限 援助报告的事实 2012 （页码 53 – 160） 

http://www.realityofaid.org/roa-reports/index/secid/377/Aid-and-the-

http://www.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library/democratic_governance/TICA-UNDPV11/
http://www.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library/democratic_governance/TICA-UNDPV11/
http://ocfa.gov.ae/EN/ResourceGuidelines/Pages/Reports.aspx
http://www.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UAE%20Foreign%20Aid%202011%20-%20EN%20-%20Low%20ress.pdf
http://www.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UAE%20Foreign%20Aid%202011%20-%20EN%20-%20Low%20ress.pdf
http://www.ocfa.gov.ae/EN/Pages/Home.aspx
http://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OCFA%20Guideline%20book%20english_lowres.pdf
http://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OCFA%20Guideline%20book%20english_lowres.pdf
http://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Development%20Evaluation%20quality%20standards%20EN.pdf
http://ocfa.gov.ae/PublicationsDLib/Development%20Evaluation%20quality%20standards%20EN.pdf
http://ocfa.gov.ae/EN/CountriesEmergencies/Pages/Country%20Profiles.aspx
http://ocfa.gov.ae/EN/CountriesEmergencies/Pages/Country%20Profiles.aspx
http://ocfa.gov.ae/EN/MediaCenter/Pages/NewsLetter.aspx
http://ocfa.gov.ae/EN/MediaCenter/Pages/Publications.aspx
http://www.abong.org.br/lutas_e_acoes.php?id=412&it=4590
http://www.inesc.org.br/biblioteca/publicacoes/livros/2012/presente-e-futuro-tendencias-na-cooperacao-internacional-brasileira-e-o-papel-das-agencias-ecumenicas/view
http://www.inesc.org.br/biblioteca/publicacoes/livros/2012/presente-e-futuro-tendencias-na-cooperacao-internacional-brasileira-e-o-papel-das-agencias-ecumenicas/view
http://www.inesc.org.br/biblioteca/publicacoes/livros/2012/presente-e-futuro-tendencias-na-cooperacao-internacional-brasileira-e-o-papel-das-agencias-ecumenicas/view
http://www.realityofaid.org/roa-reports/index/secid/377/Aid-and-the-Private-Sector-Catalysing-Poverty-Reduction-an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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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Sector-Catalysing-Poverty-Reduction-and-Development 

  

捷克共和国: 

 FoRS－捷克论坛发展合作机构   

o “2011年度捷克发展援助官方简章” (2012年11月) 

http://www.fors.cz/wp-content/uploads/2012/12/AW-brief-EN.pdf  

o “后2015时代欧洲12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机遇简章” (2012年5月) 

http://fors.cz/user_files/fors_post2015brief_final.pdf 

o “欧盟背景下维谢格拉德集团国的发展合作” (2011年5月) 

http://fors.cz/user_files/brief_v4_final.pdf 

o 在欧洲委员会的金融手段下维谢格拉德集团发展性非营利组织的

参与 (2011) http://fors.cz/user_files/dokumenty/v4verzeweb.pdf 

o “捷克和其官方发展援助，简章” (2011年4月) 

http://fors.cz/user_files/fors_bf.pdf 

o 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性－寻找新出路，捷克对于国际公民社

会组织进程的贡献(2009年6月) http://www.fors.cz/wp-

content/uploads/2013/01/CSO_devel-eff._FoRS.pdf 

 

丹麦: 

 Engberg-Pedersen，Lars (2009) “丹麦对外援助的未来，最好的第二名

？”丹麦对外政策年鉴（2009） 

http://www.diis.dk/graphics/Publications/Books2009/Yearbook2009/Ye

arbook_2009_web_Engberg_Pedersen.pdf 

 

俄罗斯: 

 CSIS  - 政策和国际研究中心，(2012) “俄罗斯新兴的全球健康领导力” 

http://csis.org/publication/russias-emerging-global-health-leadership 

 俄罗斯财政部 “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概念” (2007) 

http://www1.minfin.ru/en/financial_affairs/Dev_Assis/concept_rus/ 

 俄罗斯财政部(2009年7月) “世界银行对俄罗斯政府的国家合作战略（

CPS）2012-2016” 

http://www1.minfin.ru/en/financial_affairs/fin_cooperation/World_Bank/ 

 俄罗斯财政部， (2011) 俄罗斯在八国集团（G8）责任报告框架下的发

展援助报告

http://www.minfin.ru/common/img/uploaded/library/2010/06/Presentatio

n-Eng.doc 

 Rakhmangulov，M. R. (2010) “建立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政策” - 

http://iorj.hse.ru/en/2010--2/26733985.html 

 RCICD – 国际发展合作研究中心: http://en.rcicd.org  特别新闻板块: 

http://en.rcicd.org/news/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俄罗斯代表处 (2010)国家人类发展报告（2010）第

八章“为发展事业开发一个全球的合作关系” 

http://www.undp.ru/nhdr2010/National_Human_Development_Report_i

http://www.fors.cz/wp-content/uploads/2012/12/AW-brief-EN.pdf
http://fors.cz/user_files/fors_post2015brief_final.pdf
http://fors.cz/user_files/brief_v4_final.pdf
http://fors.cz/user_files/dokumenty/v4verzeweb.pdf
http://fors.cz/user_files/fors_bf.pdf
http://www.fors.cz/wp-content/uploads/2013/01/CSO_devel-eff._FoRS.pdf
http://www.fors.cz/wp-content/uploads/2013/01/CSO_devel-eff._FoRS.pdf
http://www.diis.dk/graphics/Publications/Books2009/Yearbook2009/Yearbook_2009_web_Engberg_Pedersen.pdf
http://www.diis.dk/graphics/Publications/Books2009/Yearbook2009/Yearbook_2009_web_Engberg_Pedersen.pdf
http://csis.org/publication/russias-emerging-global-health-leadership
http://www1.minfin.ru/en/financial_affairs/Dev_Assis/concept_rus/
http://www1.minfin.ru/en/financial_affairs/fin_cooperation/World_Bank/
http://www.minfin.ru/common/img/uploaded/library/2010/06/Presentation-Eng.doc
http://www.minfin.ru/common/img/uploaded/library/2010/06/Presentation-Eng.doc
http://iorj.hse.ru/en/2010--2/26733985.html
http://en.rcicd.org/
http://en.rcicd.org/news/
http://www.undp.ru/nhdr2010/National_Human_Development_Report_in_the_RF_2010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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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_the_RF_2010_ENG.pdf 

 莫斯科会议“在全球发展社区的新兴捐赠国” 联合字符声明（2006）

https://www.hse.ru/data/2012/12/24/1303416916/G8_Emerging_donors

_JointChairStatement.pdf 

泰国: 

 TICA (2007) 泰国国际发展合作战略 （2007-2011）  

 TICA (2009) 泰国官方发展援助报告 （2007-2008） 

http://www.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library/mdg/thailand-

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report-2007-2008/ 

 TICA (2010) 泰国发展的典范及经验教训 

 

其他 (无特定国家): 

 前南南合作工作组官网，该网站就南南合作在全球有效合作伙伴关系框

架下提供基本分析和信息：www.southsouth.info 

 实践积极网络（PIN）网站，一个免费、公开的全球网络，提供了一个

共享概念和互相学习成功经验（和不够成功）的平台 

www.practicalinitiatives.org 

https://www.hse.ru/data/2012/12/24/1303416916/G8_Emerging_donors_JointChairStatement.pdf
https://www.hse.ru/data/2012/12/24/1303416916/G8_Emerging_donors_JointChairStatement.pdf
http://www.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library/mdg/thailand-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report-2007-2008/
http://www.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library/mdg/thailand-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report-2007-2008/
http://www.southsouth.info/
http://www.practicalinitiativ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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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会议评估总结 

 

 

评估 

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合作经验交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赞助 

北京， 2013 年 1 月 17-18 日 

 

与会代表被邀请参与评估在北京举行的发展合作经验交流研讨会。评估被分为

两部分，综合评价和主题会议评价。 

综合评价 

在总体评价的部分，结论指出所有受访者对研讨会的内容表示满意。他们认为

研讨会的目的和内容很有条理，易于遵循并且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发展合作中的

挑战。受访者都认为研讨会的主题切实有用、适用性强。总体评价显示，所有

的与会者都认为会议达到了他们的预期，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中等收入国家的

发展合作，并加强了他们未来发展合作方面的人脉建设。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

1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发展合作的理解在研讨会后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改进建议 

两个受访者提出研讨会可以更注重在有限的主题基础上开展深入的讨论。有的

受访者建议也可以深入研究趋势走向和加强分组方面的工作。强调机构设立、

政策制定和南南谈判过程中的程序方法，也许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类似研讨会

的质量。其中一个与会者指出，希望看到更多关于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发展问

题协调和技术合作有效性方面的议题。另一个与会者建议研讨会可以覆盖更多

的三边合作方面的信息，以及机构和法律方面的详细信息（注意：相关的信息

请看研讨会的会前报告）。还有一位与会者认为更多受惠国的经验分享会更有

意义（注意：这是研讨会的初衷，但是遗憾的是组织者不能保障伙伴国家在此

次活动上有国家代表出席）。还有一位与会者指出目前有意愿学习更多典范做

法，之后也有意向参与类似的研讨会和项目研究。 

 

主题会议评价 

90%的与会者表示第一部分（组织架构与功能）和第三部分（运行过程中的问

题）达到了他们的预期。他们指出，积极的参与互动和预留充足时间来进行提

问讨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当与会者被问及是否学习到了有趣和有用的事

物时，第一部分相比第三部分评分较低（20%表示中立）。对于会议的第一部

分，一位与会者表示应该在会议前有更多的背景知识介绍，但并没有阐明是由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是发言者来负责这一部分。另外一个与会者指出他／她希

望发言者可以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尽量避免即兴创作。还有一位受访者认为汇报

可以通过引用更多的釜山会议的官方文件来提升质量，还应该认识到公民社会

组织是独立的发展援助参与方。 80%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可以运用在第一部分学

习到的知识，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运用第三部分中学到的知识。第二部分

的满意度最低，63%的受访者认为信息是具有适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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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二部分（政策制定，监督与汇报）评价表现不如其余两部分会议。总体

评价中 72%的与会者同意会议达到了他们的预期。对于第二部分会议，一位受

访者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案例，并且适当减少讨论主题以便更好地交流。9%的受

访者认为第二部分的提问和讨论时间并不充足。在第二部分的评估中，有 73%

的受访者同意“我学习到了有趣和有用的新事物”，是会议三个部分中比率最低

的。  

 

问题和回答的数据分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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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同

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

同意 

内容      

1.研讨会的内容遵循研讨会的

宗旨 

50% 50% 0 0 0 

2.研讨会的主题有帮助而且适

用于自身的职责和应用领域 

36% 64% 0 0 0 

3.内容易于理解 50% 50% 0 0 0 

4.和其他与会者交换的信息非

常有益 

45% 55% 0 0 0 

5.研讨会内容有助于更好的理

解发展合作中的挑战 

58% 42% 0 0 0 

总体测评      

1.我现在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

合作发展经验有了更加清晰明

确的理解 

33% 50% 17% 0 0 

2.我现在拥有更广泛的能够讨

论发展合作的人脉 

42% 50% 8% 0 0 

3.研讨会符合我的预期 25% 75% 0 0 0 

4.总的来说，你会怎样评价此

次研讨会 

27% 73% 0 0 0 

主题会议评估      

第一部分: 组织架构与功能      

1.会议达到我的预期 20% 70% 10% 0 0 

2.我学会了有趣和有用的新事

物 

30% 50% 20% 0 0 

3.我把知识学以致用 30% 50% 10% 10% 0 

4.参与和互动的形式鼓舞人心 40% 50% 10% 0 0 

5.有充足的提问和讨论时间 40% 50% 10% 0 0 

6.总体评价是？ 30% 60% 10% 0 0 

第二部分: 政策制定，监督与

汇报 

     

1.会议达到了我的预期 36% 36% 27% 0 0 

2.我学会了有趣和有用的新事

物 

55% 18% 27% 0 0 

3.我把知识学以致用 18% 45% 37% 0 0 

4.参与和互动的形式鼓舞人心 27% 64% 9% 0 0 

5.有充足的提问和讨论时间 18% 45% 27% 9% 0 

6.总体评价是？ 36% 36% 27% 0 0 

第三部分: 运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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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达到我的预期 18% 73% 9% 0 0 

2.我学会了有趣和有用的新事

物 

45% 45% 9% 0 0 

3.我把知识学以致用 27% 55% 18% 0 0 

4.参与和互动的形式鼓动人心 36% 55% 9% 0 0 

5.有充足的提问和讨论的时间 27% 55% 18% 0 0 

6.总体评价是？ 27% 64%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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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国别报告 

 

接下来的内容是“国别报告”，就各国在对外发展援助与合作的基本情况进行介

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本部分信息的整理，各政府代表被邀核实信息以及

（或）对文件做出修改。由于时间有限，没有对所有的国家进行信息核实，但

对（没有核实的）国家都进行了说明。 

下列国家包括：1.巴西，2.中国，3.捷克共和国，4.印度，5.印度尼西亚，6.墨

西哥，7.卡塔尔，8.俄罗斯，9.泰国，10.土耳其，1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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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西 (未核实) 

 

1) 概要 

 由巴西国际合作署（ABC）率领的巴西援外项目，着重帮助与本国发展

经验相似的国家。 

 巴西国际合作署认为， 巴西的报告技术需要改进，并且巴西的机构缺乏

足够的资源来继续收集报告中需要的数据。 

 规章制度对于巴西国际合作署来说是一个挑战----该机构需要更合理的灵

活性来进行预算的支出，并提供其他种类的发展援助如实物捐赠、贷款

和无偿援助。 

 

2) 数据 

 

总数 

2007 年至 2008 年官方发展合作资金翻了一番，2010 年增至 2009 年的三倍，

达到了 5000 万美元。但是由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DI）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

究中心估计，其他巴西机构比巴西国际合作署（ABC）在技术援助项目上多花

15 倍的预算。一篇 2010 年刊登在《经济学人》的文章暗示，广义的巴西发展

援助资金可能达到每年 40 亿。11 

 

渠道                      

巴西把援助总额的 76%分配给了多边机构，包括国际组织和区域发展银行。剩

余的 24%是通过双边合作（南南合作），或者与一个传统的捐助伙伴（三方合

作）进行的。巴西现有的项目大约有五分之一是三方合作(2011)。 

 

侧重地区 

图 1:巴西国际合作署的按区域划分后的支出情况: 

 

                                                        
11 来源: 巴西对外援助项目: 轻声细语的手持一张空白支票 

链接: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592455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59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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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 

图  212 显示南南合作行业占比： 

       

 

 

3) 援助形式 

以不同的援助形式，巴西将其援助活动分为五大类，如下所示。 

 人道主义救援 

 技术，科学和技术合作 

 外国留学生来巴西留学的奖学金 

 对国际组织和区域银行的贡献  

                                                        
12  来源: 巴西技术合作， 链接: http://www.oecd.org/swac/events/49257793.pdf  

中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 12%, 

$1,598.79  

亚洲 15%, 

$2,008.45  

非洲 50%, 

$6,835.40  

拉丁美洲 

$3,186.58  

http://www.oecd.org/swac/events/492577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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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和行动 

 

 

4) 政府部门职责 

 从事国际合作的部门位处最高级别， 是发展合作政策制定和协调的主体。

外交部根据政策重点开展行动，巴西国际合作署是其主要的执行机构。(见

图 3)  

 在稍低层次的政府部门是参与发展援助的诸多机构，巴西国际合作署担当

协调者和财政支持的角色。 

 巴西国际合作署是负责审查项目理念，批准、执行并监督项目。但巴西国

际合作署在这一系统中的核心位置并不牢固，而且系统运行分散。证据显

示，其他一些机构，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参与了对外援助的设计、

商榷和实施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 ABC 参与甚少。 

 巴西国际合作署在总部拥有 107 名员工，只有 10 名员工在一些重点受援助

国家作为联系人（2010 年数据显示）。大多数专家不属于巴西国际合作署

，而且其工作人员不是固定的。 

                  

 图表 313: 巴西国际合作署机构表 

 

 

 

 

 

                                                        
13 来源: 巴西技术合作， 链接: http://www.oecd.org/swac/events/49257793.pdf 

外交部 

多边合作整
体协调 

发展中国家
整体协调 

双边合作整
体协调 

巴西国际合作署  

http://www.oecd.org/swac/events/492577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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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 

 

1) 概要 

 由于无法获得数据，所以准确的援助信息很难获得，援助数据与贸易和

投资相混淆。 

 商务部于 2011 年 4 月发布了第一份援助白皮书，表明有增强（信息）

公开性的趋势。  

 尽管有持续的负面报道，但更详尽的分析表明，中国援助目的是互惠互

利（包含本国自身利益）。 

 中国在 2008 年建立了由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为首的国家援外机构

联络机制。 2011 年 2 月，这个联络机制升级成一个机构间协调机制。 

 

2) 数据 

 

总数 

中国对外援助包括国家财政项下支出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15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管理的优惠贷款（10 亿美元），和商务部管理的债务减免（$5

亿美元）。财政部每年发布的财政支出和预算，包含财政拨款，无利息贷款和

优惠贷款的补贴，但不包含优惠贷款的资金。2011 年对外援助的财政支出是

158.97 亿元， 2012 年的预算是 192.17 亿元。  

 

但是要对这些数据特别注意:由于无法获得相关数据，所以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相

对复杂，并且这些数据与贸易和投资交叉重叠。例如，中国在 2004 年出台了

一揽子价值 20 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金，供中国公司在安哥拉修建铁路、学校、

道路、医院、桥梁以及办公室；搭建光纤网络；培训安哥拉的电信工人。这使

得中国获得了安哥拉未来石油产量的大量股份。 

 

侧重地区 

下列图片来自于白皮书，大多数的援助支持了非洲，其中 40%被分配给了最不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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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 12.7% 

非洲, 45.7% 

欧洲, 0.3% 

亚洲, 32.8% 

大洋洲, 4.0% 其他, 4.5% 

其他低收入国家, 

23.4% 

中高收入国家, 

11.0% 

其他, 6.0% 

最不发达国家, 

39.7% 

中低收入国家, 

19.9% 

图表 2: 2009年中国对外援助按受援国的收入水平分配 

图表 1: 2009年的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地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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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 

中国援助的主要领域包含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教育，医疗

和卫生保健。白皮书还指出了气候变化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援助一个全

新的领域。 

 

3) 援助形式14 

依据商务部 2007 的报告，有三种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无偿援助、无息贷款

和优惠贷款15。 

 无偿援助 

 无息贷款 

 优惠贷款  

 

依据不同的援助形式，中国将三种援助分为八大类，具体如下。 

 成套项目 (目前， 中国 40%对外的援助是成套项目的形式) 

 技术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援外医疗队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提供外资援助（中国对受援国提供外币现金的“小额贷款”来满足紧急的生

产需要或者紧急救灾） 

 优惠贷款项目 

 援外志愿者 

 普通物资援助（商品和材料） 

 债务减免 

 

4)  政府部门职责 

 由国务院决定政策走向，实际的项目通常由中国私企或者国有企业来实施，

在受援国实施项目的时候，（私企和国企）实际上和中国的政府机构没有

很大的关系。 

 双边援助由商务部管理，多边援助的管理分散到各个部门。财政部负责向

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捐赠工作，商务部负责向联合国机构提供捐赠，

卫生部负责世界卫生组织，农业部负责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除亚洲发展银行）区域银行等。  

 商务部约有 70 名官员负责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在商务部内部，对外援助部

门是对其负责的机构部门。 

  

                                                        
14 商务部 2007 页码 8  
15 信息指南，《中国对外援助简章》，中国商务部，2007 12月，页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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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捷克共和国 

1）概要 

 经合组织应捷克外交部请求，于 2007 年对捷克共和国进行了一次特别审查。
16   

 审查中的数据较旧，所以这个总结的主要数据来源是捷克外交部的统计和

战略文件。捷克共和国将其发展援助的数据报告给发展援助委员会。因此

，2011 年及之前的数据可在经合组织网站上查询。 

 

2）数据 

 

总额 

捷克共和国的净官方发展援助（ODA）支出稳步上升。从 2003 年的 9055 万

美元（国民总收入的 0.101％）上升到 2011 年的 25046 万美元17（国民总收入

的 0.12％）。 

 

渠道 

2011 年捷克共和国官方发展援助中的 70%为多边援助，30%为双边援助。联

合国以及欧盟收到了很大一部分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款。 

 

侧重地区 

根据国际建议，捷克共和国在新起草的《2010-2017 年战略》中，减少了实施

援助项目的国家（即重点国家）的数量，降到了五个国家：阿富汗、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埃塞俄比亚、摩尔多瓦和蒙古。同样减少了有着开展双边发展

合作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柬埔寨、科索沃、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和塞尔维亚，

以及之前的实施项目援助国家，包括安哥拉、也门、越南和赞比亚。重新确定

了这些国家继续接受援助的方面和范围。选择标准为该发展援助是否能减贫，

以进一步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表一：前十个捷克共和国官方发展援助受益国（百万美元） 

 

排序 2008 2009 2010 2011 

1 阿富汗 蒙古 阿富汗 阿富汗 

2 塞尔维亚 格鲁吉亚 蒙古 蒙古 

3 蒙古 乌克兰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 

4 巴勒斯坦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格鲁吉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5 越南 阿富汗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 

6 波斯尼亚和黑 塞尔维亚 科索沃 乌克兰 

                                                        
16 链接: http://www.oecd.org/dac/peerreviewsofdacmembers/45367897.pdf  
17 数据来源: 汇报给发展援助委员会数据的概要，链接: 

http://search.oecd.org/officialdocuments/displaydocumentpdf/?cote=DCD/DAC/STAT(2011)7/REV1&doclangua

ge=en  

http://www.oecd.org/dac/peerreviewsofdacmembers/45367897.pdf
http://search.oecd.org/officialdocuments/displaydocumentpdf/?cote=DCD/DAC/STAT(2011)7/REV1&doclanguage=en
http://search.oecd.org/officialdocuments/displaydocumentpdf/?cote=DCD/DAC/STAT(2011)7/REV1&doc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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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哥维那 

7 乌克兰 越南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埃塞俄比亚 

8 摩尔多瓦 科索沃 乌克兰 格鲁吉亚 

9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 海地 白俄罗斯 

10 安哥拉 柬埔寨 越南 巴勒斯坦 

 

 

 

3) 援助模式 

捷克发展合作方式中较突出的有：在合作伙伴国家实施的发展项目、过渡推广

项目（如阿富汗省级重建队所管理的项目）、发展中国家学生奖学金，人道主

义援助以及捷克共和国内的难民援助。18 

 

4) 政府部门职责 

 《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法》（2010 年生效）以及《捷克共和国发展合

作战略 2010-2017》（同样 2010 年生效）规定了捷克发展合作的基本立法

和战略框架。除了其他目标，后者还更新了捷克发展合作的目标及原则，

同时也确定了新的重点地区和部门。 

 外交部准备战略文件、年度双边发展合作计划以及中期预报，提供对发展

项目的评估，并管理捷克发展局。它还负责监督过渡援助的实施。 

 捷克发展局负责发展合作的实施，包括确定合适的项目、组织选拔程序（

公开招标及补贴）、签订合同以及项目监测。 

 各部委的代表与发展合作理事会见面。该理事会负责跨部委的协调，保持

发展合作及其他政府政策工具的目标一致，确定工作孰轻孰重。理事会工

作符合已确定的理事会规章，并得到政府批准。 

 重点国家的大使馆在选定以及制定合适的项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

监督项目的实施工作。他们是来自伙伴国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重要联系人

，也是捷克援助提供者的重要联系人。捷克对于伙伴国的一部分承诺是从

欧盟采纳的承诺衍生出来的。 

 

 

表二： 

 

 

 

 

 

 

                                                        

18 更多信息: http://www.mzv.cz/file/876704/Czech_Development_Cooperation.pdf 

 

http://www.mzv.cz/file/876704/Czech_Development_Coope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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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议题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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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度（未核实） 

 

1) 概要 

 印度于 2012 年 3 月建立了一个国家援助机构：发展伙伴关系管理机构（

DPA），努力提高对外援助的透明度，简化印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项目交

付过程。 

 有些人对于印度给予大量对外援助持反对意见，因为印度比其他任何国家

拥有更多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西方和多边机构的援助一直在

减少，一些人认为援助机构的设立将进一步预示着来自印度的援助会有所

增加。 

 

2) 数据 

总额 

印度《星期日卫报》的一篇文章称，新成立的发展伙伴关系管理机构（DPA）

将在五年里得到 150 亿元的捐赠。一个名为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非营利组织估

计，印度在 2010 年的全部对外援助额为 6.39 亿美元。其中，3700 万美元属

于人道主义援助。19 

 

渠道 

印度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通过多边组织进行，2010 年和 2009 年的援助额分别

为 3050 万和 1040 万美元。 

 

侧重地区 

 印度在海外的发展项目的地理覆盖范围猛增。已有 60 个国家被报道从印度

的项目中受益。许多项目分布在南亚地区，占印度总承诺援助的 70％左右。 

 印度总共有 121 个运营线，覆盖 54 个国家。在“信贷项目线”中，非洲国家

是印度援助的主要受益者。目前在非洲运营了 87 条“信贷项目线”，涉及 39

个国家（2011 年数据）。 

 印度 2009 年人道主义主要援助对象有巴基斯坦（2615 万美元）、海地（

504 万美元）和阿富汗（396 万美元）；2010 年印度人道主义主要援助对

象有阿富汗（1436 万美元）、斯里兰卡（102 万美元）和巴勒斯坦（100

万美元）。20 

 

3) 援助模式 

印度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援助： 

 项目以及与项目相关的活动（印度的援助基本上是以项目为导向的） 

以项目为基础的方法（更多的援助通过以项目为基础的方法（PBA），主要在阿

富汗主要在阿富汗开展。 

 技术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 

                                                        
19 全球人道主义援助，链接：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india  
20 全球人道主义援助，链接：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india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india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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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贷项目线（LOC）：LOC 由印度进出口银行发展到了海外的金融机构、

区域开发银行，主权政府以及其他实体，以便这些国家的购买者通过递延

信贷条款来进口印度的货物和服务。） 

 重债穷国倡议（印度致力于减轻 5 个重债穷国的债务，减免债务共计 3800

万美元。（2007 年数据）。 

 

4) 政府部门职责 

 印度对外事务部（MEA）全面负责援助和技术援助，并对其他部委，特别

是财政部，就对外发展援助提供建议。援助的主要形式是捐款。 

 印度财政部经济事务局负责印度政府大部分的双边贷款，以及大部分印度

的多边援助。 

 印度进出口银行，由印度政府全资拥有，是印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

款的主要渠道，主要通过信贷项目线来提供。 

 发展伙伴关系管理机构以印度对外事务部为首，并把所有参与对外援助和

发展项目的机构聚集在一起。 

发展伙伴关系管理机构将对印度所有发展伙伴项目进行监督，这些项目将在世

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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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度尼西亚 

 

1) 概要 

 印度尼西亚将开展南南及三边合作（SSTC）列为《国家中期发展规划

（2010-2014）》的工作重点。此后，印尼政府制定了南南合作及三边合作

的《大设计》和《蓝图》，确定进一步合作的政策、战略和实施方案。 

 印尼建立了南南及三边合作国家协调小组，由国家发展规划部部长和外交

部长共同领导。国家协调小组由四个核心部委组成：外交部、国家发展规

划部（BAPPENAS），财政部和国务秘书处，也包括其他部委和私营企业

。SSTC 国家协调小组的任务是协调印尼的 SSTC 项目实施符合政府工作

重点。 

 印度尼西亚致力在 SSTC 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2012 年 7 月，印尼举办

了一个高层知识交流论坛，聚集了 300 多名来自 46 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

及政策实施者。 

 在论坛上，印尼对它在 3 个主要的发展问题的认识进行探讨，即：减少灾

害风险和气候变化，人类发展和减少贫困；建设和平和妥善管理，包括维

和、执法、民主；还有经济问题，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公共财政和小额贷

款。 

 此外，在 2010-2012 年间，印尼在南南合作方面开展了超过 700 项活动，

吸引了来自亚太地区、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的 3800 名参与者。在亚洲

，印尼 SSTC 的伙伴国家有：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斯里兰卡和东

帝汶。在非洲，印尼 SSTC 的伙伴国家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

亚和乌干达。在太平洋有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 

 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了解印尼南南合作计划和活动信息： 

 http://www.ssc-indonesia.org 

 http://isstc.setneg.go.id 

 

 

2) 数据 

总额 

 2000-2012 年间，印尼提供了 5000 万美元的对外援助。2013 年，印尼从

国家预算拨出约 250 万美元（可能还会增加）支持南南及三边合作活动的

实施。 

 仅在过去 2 年中，印尼就提供了超过 700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例如

2011 年日本大地震后印尼的援助。还有对海地、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其他

国家的援助。在东盟内部，印尼最近为六个受洪水影响的国家联合提供了

310 万美元的捐款。 

 印尼同意为世界银行的南南合作交流基金出资 150 万美元。 

 

3) 援助方式 

印尼提供援助的渠道： 

 技术援助，包括各部委邀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参与短期培训课程/培训

班，以及基于特定国家对印尼的要求而量身订做的方案。 

http://www.ssc-indonesia.org/
http://isstc.setneg.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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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援助，比如对海地、巴基斯坦、日本提供的援助 

 专家派遣 

 奖学金计划（硕士学位）为发展中国家学生在印尼各地的大学学习提供奖

学金。 

 项目支持，比如印尼公共工程部在东帝汶改善基础设施的公路项目。这是

一个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作的三边项目。 

 设备支持，包括农业机械，如手扶拖拉机、碾米机和动力脱粒机。 

 

4) 政府部门职责 

 2010 年建立南南及三边合作国家协调小组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旨在加强

南南合作及三边合作的实施。政府成了 SSTC 的主要负责人。政府制定了“

一道门政策”，让 SSTC 的实施更加综合，达到更好的效果。 

 SSTC 没有属于自己的实体机构。SSTC 国家协调小组由上述四个中央机构

组成，在各部长的授权下工作，由小组进行协调。国家协调小组有 3 个工

作组，分别负责 1）体制和规则框架；2）项目和经费；3）监督和评价、

知识管理、推广与出版。国家协调小组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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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协调小组涉及的部门有特定的角色和职能，与其宗旨相关。例如，外

交部的任务是对外政策及外交；国家发展计划部的角色是考虑国家优先战

略，发展合作和预算；国务秘书处的作用是支持和协助；财务部的作用是

在财政政策和国家预算；各技术部委将成为印尼南南合作项目的执行机构

。协调小组在各部委之间内的劳动分工如下图所示： 

技术委员会 

主席：国家发展规划部，国际发展合作主任 

共同主席 1：外交部，社会文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司主任 

共同主席 2：国务秘书处，技术合作主管 

成员：部委第 2 组，包括私营部门 

 

 

 

 

 

 

 

 

 

 

 

 

 

 

 

 

 

 

工作组 1 

共同主席： 

国务秘书处，技术合作

主任； 

财政部主任 

制度框架 

工作组 2 

项目和经费 

工作组 3 

资金、出版、知识 

共同主席： 

国家发展规划部， 

多边对外资金主任；财

政部，技术合作主任 

共同主席： 

国家发展规划部， 

政治和通信主任； 

财政部，区域和双边政

策主任 

成员：部委第 2 组 

指导委员会 

共同主席：国家规划部部长 

共同主席：外交部长 

副主席 1：规划部副部长 

副主席 2：外交部副部长 

成员：部委第 1 组和私营部门的代表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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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

组织 

私营

企业 

地方政

府 

其他

部委 

南南及三边合作国家协调小组 

对外政策及外交 

国家发展规划部 

国务秘书处 

外交部 

财务部 

国家优先战略，发展合作

和预算 

财政政策和国家预算 

支持和协助 

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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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墨西哥 

 

1) 概要 

 墨西哥通过多个方面的努力成为促进发展合作的积极参与者。 

 墨西哥一直活跃于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项目。它连接了南北国家。墨西哥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观

察员，因此它经常充当中间人，促进新兴发展合作提供者以及传统的捐助

者之间的对话。21 

 在过去，墨西哥发展合作的特点是分散的行动和提供有限资源。墨西哥国

际发展合作数据系统（SIMEXCID）和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AMEXCID)

在 2011 年成立，以改善墨西哥的援助机制。在 2011 年还颁布了一个新的

法律, 《国际发展合作法》（LCID）。 

 

2) 数据 

总额 

墨西哥合作发展的总额在《2011 国际合作发展年报（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和

外交部，2012 年 1 月）》里没有提及。 

3) 渠道 

墨西哥的国际合作渠道有 3 条：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双边合作的

比例最大（图 1 展示了 2011 年合作方式）。 

图 122 

 

 

 

 

 

 

 

 

 

 

 

侧重地区 

在 2011 年墨西哥国际合作主要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共有 161 个项目

：126 个双边合作项目，23 个区域合作项目，12 个三边合作项目。23 

 

 

4) 援助方式 

                                                        
21 《2012 关于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的名录》页 3，由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共同出版。

链接：  http://mexidata.info/id3502.html 
22 来源：《2011 国际发展合作年度报告》（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与外交部）页 7，2012 年 1 月。西班

牙文链接: http://amexcid.mx/index.php/en/documents-of-interest/reports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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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援助： 

 项目（如教育、科学技术、农业、环境、公共管理、卫生、统计和信息技

术、以及公共安全） 

 交流发展经验，增强能力（如墨西哥学校计划：墨西哥独立二百周年纪念

之际，援助的设施和捐款数量增加，惠及约 35,000 中美洲学生。） 

 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墨西哥对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回应很及时，并有创新

意识，比如应对了在海地、智利、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哥伦比

亚和委内瑞拉的危机） 

 重点：75％的行动在于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伙伴国家的能力建设。在这方

面的最常用的合作方式是讲习班、研讨会和咨询，伴有技术和科学合作的

联合研究。24 

 

5) 政府部门职责 

 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AMEXCID），隶属外交部（SRE）。 

 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成立于 2011 年，是 2011 年起实施的《国际发展合

作法》的主要执行机构。该法案为客户提供有效地协调并促进合作倡议所

需的有关财务、战略和信息上的帮助。该法的实施有四部分组成： 

o 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AMEXCID） 

o 国际发展合作项目（PROCID） 

o 国家登记处，将为 AMEXCID 的国际发展合作信息系统提供数据 

o 国际发展合作的国家基金25 

 墨西哥认为，新的制度体系的国际合作和“巴黎宣言”的原则相一致，是一个

中等收入国家的重大创新。 （见表 3） 

 

 

 

 

 

 

 

 

 

 

                                                        
24 《2012 关于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的对话》，由墨西哥国际开发合作署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共同出版。

链接：  http://mexidata.info/id3502.html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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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卡塔尔（未核实） 

 

1) 概要 

 卡塔尔的援助是 2030 年卡塔尔国家愿景里国际合作目标的反映：通过发展

和人道主义倡议活动实现安全和稳定。 

 部长说，卡塔尔高度重视与多个国家、不同组织以及国家和区域机构讨论

相关问题，以便更好地协调各方力量。 

 为了努力实现高透明度，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国际发展部发出了一份报告26，

提供了卡塔尔援助的详细信息和统计数据。（但还没有在网上发现报告） 

 

2) 数据 

总额 

根据国际发展部的数据，卡塔尔（政府和非政府）总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在

2010-2011 年达到 53374 万里亚尔。援助惠及全球 108 个国家。 

 

渠道 

卡塔尔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工作运用了多种渠道提供援助，包括对受援国政府直

接的双边援助以及与多边国际组织在资金或行政上合作进行援助。 

 

侧重地区 

卡塔尔的人道主义援助不仅仅覆盖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还扩大到地理位置遥

远、世界各地的地区，比如针对一些重大灾害提供援助，包括巴基斯坦和海地

的洪水、日本地震、非洲之角的干旱，以及巴勒斯坦和达尔富尔遭受的人道主

义危机。 

 

主要领域 

卡塔尔的援助旨在减轻贫困，传播基础教育，并提供面对灾难和危机的应急措

施、紧急救援，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3) 援助方式 

援助有以下几种形式： 

 贡献 

 捐赠 

 材料，实物和技术津贴 

 支持人道主义或发展项目 

 

4) 政府部门职责 

卡塔尔的援助由外交部国际发展部管理。该部门的目标可在外交部网站上找到
27。 

                                                        
26  波斯湾时报文章： :http://www.gulf-

times.com/site/topics/article.asp?cu_no=2&item_no=520585&version=1&template_id=36&parent_id=16 

27链接: http://english.mofa.gov.qa/orgchart.cfm?dep_id=63 

http://www.gulf-times.com/site/topics/article.asp?cu_no=2&item_no=520585&version=1&template_id=36&parent_id=16
http://www.gulf-times.com/site/topics/article.asp?cu_no=2&item_no=520585&version=1&template_id=36&parent_id=16
http://english.mofa.gov.qa/orgchart.cfm?dep_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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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罗斯 

 

1）概要 

 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恢复了其作为捐助者的官方地位，正在建立国家对

外发展援助制度的制度基础和法律框架。 

 自 2000 年以来，俄罗斯对外发展援助逐渐增加。 

 

2)  数据 

总额 

根财政部的报告，2003-2005 年间，俄罗斯每年拨出 5000 万至 1 亿美元（不

包括债务减免）用于国际发展援助（IDA）。 2008 年援助达到 2.2 亿美元，

2010 年增长到了 4.7 亿美元。2009 年对外援助创下新高：7.85 亿美元。这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俄罗斯积极地增加对其邻国的支持有关。 2011 年俄罗斯

国际发展援助为 5.14 亿美元。 

 

渠道 

多边援助在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中占主导地位，约总投入的 60％左右。 

 

侧重地区 

俄罗斯发展援助按地区分布如下：东欧和中亚 - 29％，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2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19％，南亚 - 1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3％ - 

9％，中东和北非 - 3% 。 

 

主要领域 

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领域有对抗饥饿、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医疗

保健、技术合作、培训国家专家等等。 

 

3）援助方式 

发展援助有几种方式：救灾、包括食品供应的人道主义援助、技术援助项目、

培训和教育、减免债务、贷款等等。 

 

 

4)   政府部门职责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组织和协调国际发展援助的发放。目前联邦机构

Rossotrudnichestvo（隶属外交部）在双边发展援助方面的权力有所增长。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sl=ru&tl=en&js=n&prev=_t&hl=en&ie=UTF-8&eotf=1&u=http%3A%2F%2Frs.gov.ru%2Fnode%2F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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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泰国 

 

1) 概要 

 泰国积极分享发展援助领域的经验，并在其他国家推进减贫。 

 该国作为非经合组织成员国，是唯一一个出台了关于千年发展目标 8：全球

合作促进发展的报告的国家。 

 自 1992 年以来，泰国有较大改变，成为了援助提供者，一个新的发展伙伴。 

 泰国发展合作政策的目的：1）加强和促进泰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

在湄公河次区域）2）在发展合作伙伴中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在邻

国）。 

 

2) 数据28 

总额 

表 1 显示了泰国国际合作项目（技术援助）（2001-2010 年）总值： 

 

年份 价值（百万泰铢） 年份 价值（百万泰铢） 

2001 113.036 2006 320.242 

2002 117.54 2007 325.307 

2003 192.105 2008 374.758 

2004 170.474 2009 468.624 

2005 209.008 2010 374.553 

来源：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注：在当前汇率下，1 美元等于 31.17 泰铢 

 

 

渠道 

泰国通过各种机构和机制进行了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如：伊洛瓦底江 - 湄南河 - 

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CMECS），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亚太经合

组织（APEC），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和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MGC）

，科伦坡计划，孟印缅泰经济合作组织(BIMSTEC)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三

角经济区（IMTGT）。 

 

侧重地区 

 过去十年中，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60%的援助流向了柬埔寨、老挝、缅甸

和越南。泰国也帮助了周围其他受海啸影响的国家，持续援助邻国。 

 援助区域重点目前扩展到中亚和非洲。在非洲国家，对艾滋病的预防和农

业方面发展援助的项目参与有显著增加。 

 

                                                        
28 主要数据来源（其他部分也来源于此）：《新的的亚洲发展合作方式》，第 7 章，页 79：“泰国：一个

新的援助者〉”。链接：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EmergingAsianApproachesto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ferencePapers.

pdf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EmergingAsianApproachesto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ferencePapers.pdf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EmergingAsianApproachesto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ferencePap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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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域 

 泰国的发展合作项目优先针对农业发展、公共健康和教育。 

 双边框架（南南合作）：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专注于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

。活动包括培训课程，派遣泰国的专家，并提供设备。 邻国经济发展合作

署很不一样。它提供软贷款，即“附带条件的援助”，这就要求邻国在每个项

目使用贷款时购买来自泰国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不低于 50％。 

 三边框架：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使泰国成为了区域内外向第三方国家转让

基础技术、技能、适当的技术和最佳实践的枢纽。 

 

3) 援助方式 

 泰国已采取需求驱动的方法和发展合作互惠互利的概念，在“自我帮助”的原

则基础上发展合作。 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和邻国经济发展合作署鼓励发展

伙伴参与各级项目管理，包括规划、制定、实施和评估，也用了各种机制

，如需求评估、头脑风暴研讨会、筹备研讨会，等等。 

 

4) 政府部门职责 

 2004 年 10 月，泰国成立了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TICA），隶属于外交部

（MFA）。TICA 负责协调来自外国捐助者的技术合作，以及泰国延伸到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2005 年，邻国经济发展合作署（NEDA）被重组，并进行了现代化改革，

承担向邻国提供援助的经费责任。 NEDA 是一个公共机构，受财政部监督

。 

 TICA 和 NEDA 有不同的目标： 

 

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TICA）29 

TICA 的目标是成为具有较高国际发展合作专业管理能力的领先机构，以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促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TICA 开

展了以下活动：派遣泰国专家，提供奖学金，分配技术设备和开发项目。 

 

邻国经济发展合作署（NEDA） 

NEDA 作为一个合作伙伴，提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以确保湄公河次

区域的繁荣和发展。NEDA 除了提供发展项目的资金（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也为泰国私营企业在邻国的发展做出贡献。除了 TICA 及 NEDA，一些部委30

也积极参与提供援助，如农业部、商务部、教育部等。 

 

  

                                                        
29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官网: http://tica.thaigov.net/main/th/aid/1505/24375-Development-Partners.html  
30 部委参与的更多项目，见《新的亚洲发展合作方式》，页 85，“泰国：一个新的援助者”。链接：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EmergingAsianApproachesto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ferencePapers.

pdf . 

http://tica.thaigov.net/main/th/aid/1505/24375-Development-Partners.html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EmergingAsianApproachesto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ferencePapers.pdf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EmergingAsianApproachesto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ferencePap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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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耳其（未核实） 

 

1) 概要 

土耳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土耳其协调和合作署向经合组

织收集并报告土耳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数据。 

 

2) 数据 

总额 

土耳其作为新的援助者，在国际援助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土耳其官方发

展援助从 2001 年的 6410 万美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9.67 亿美元31。仅在

2010 年，土耳其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中，出现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受援

国名单上的就有 131 个。 

 

侧重地区 

土耳其协调和合作署的活动集中在和土耳其有着相似语言和文化的地区。2009

年，南亚和中亚地区是主要合作伙伴，其次是巴尔干和东欧国家，占比近 27％

。非洲和中东国家是土耳其新发展的合作伙伴，收到的援助占土耳其官方发展

援助的近 1/432。区域分布见图 1。 

图一：土耳其官方发展援助33 

 

 

 

 

 

 

 

 

 

主要领域 

土耳其的援助侧重教育、健康及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图 2 显示了土耳其官方

发展援助分行业的侧重点。 

 

图 2：土耳其官方援助所涉及行业分布34 

 

 

 

                                                        
31 数据来源：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网站：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turkey  
32 来源：土耳其发展合作：Source: Turkey’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http://www.mfa.gov.tr/turkey_s-development-cooperation.en.mfa  
33来源：《发展合作报告 2011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1》，链接 http://www.oecd-

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fulltext/4311011ec043.pdf?expires=1351673241&id=id&accname=guest&checks

um=1D9CBFBA152270E7BF2A4AF433B391F8  
34 同上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turkey
http://www.mfa.gov.tr/turkey_s-development-cooperation.en.mfa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fulltext/4311011ec043.pdf?expires=135167324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1D9CBFBA152270E7BF2A4AF433B391F8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fulltext/4311011ec043.pdf?expires=135167324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1D9CBFBA152270E7BF2A4AF433B391F8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fulltext/4311011ec043.pdf?expires=135167324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1D9CBFBA152270E7BF2A4AF433B391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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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援助方式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发展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 

 技术援助（教育、全球健康、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由土耳其公共机构和

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能力建设 

 派遣专家 

 提供设备 

 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的投资 

 

 

4) 政府部门职责 

 外交部负责土耳其的发展机构，制定政策优先级。 

 土耳其协调和合作署（TIKA）是外交部管理援助的主体，在全球 20 个国家

有 275 名员工和 25 个协调办公室。 土耳其协调和合作署涉及的领域有技

术开发，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教育、农业、能力建设和职业培训方

面的项目。 

 人道主义援助是通过土耳其红新月会（克兹莱）和土耳其事故和应急管理

办公室对其管理。 

 土耳其进出口银行参与土耳其的援助项目，并在金融和投资方面提供了对

发展中国家低利率的长期贷款。 

 

图 3：组织内结构35 

 

 

                                                        

35来源： http://www.ecocci.com/DC/PDF/19.04.201017_34Presentation%20of%20TIKA.pdf  

http://www.ecocci.com/DC/PDF/19.04.201017_34Presentation%20of%20TIKA.pdf


 60 

 

 

 

 

 

 

 

 

 

 

 

 

 

 

 

 

 

 

 

 

 

 

 

 

 

  

主要部门 外交部 

其他部门 土耳其协调和

合作署 

受援助

国家 

国际组织/跨国捐助者 

受援助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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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联酋 

 

1) 概要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处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制

度，还有提供阿联酋援助的详细信息的网站36）。 

 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处自 2009 年以来每年都会发布阿联酋对外援助报告（

副本可以从其网站下载37）。 

 2010 年，阿联酋作为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首次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汇报本国官方发展援助。汇报运用了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信用者报告系统。

阿联酋还向联合国的财务跟踪服务（FTS）报告本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情况。 

 

2) 数据 

总额 

根据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处，在 2009 至 2011 三年中，阿联酋已贡献超过

152.3 亿迪拉姆（41.4 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用于世界各地 140 多个国家的发

展、人道主义和慈善项目。 2011 年，这一数字为 77.4 亿迪拉姆（21 亿美元）

，其中 88.6％用于发展项目。 

 

渠道 

虽然大部分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提供援助，但是相当一部分援助是由阿布扎

比发展基金（ADFD）提供的项目援助，主要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此外，

阿联酋还与多边机构合作。从 2009 年到 2011 年，阿联酋的援助总额的 5.4％

通过多边机构提供。 

 

侧重地区 

阿联酋的援助区域大部分在亚洲（见图 1）。2010 年，主要受援国有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和也门，2011 年有阿曼、约旦和巴基斯坦。 

图 1：阿联酋各大洲援助分布 2010-2011 （百万迪拉姆） 

 

 

 

 

 

 

 

 

 

资金投放到了很多部门。支出主要用于物品援助，以及普通项目援助（见图

2）。 

 

                                                        
36 链接： http://www.ocfa.gov.ae/EN/AboutOCFA/Pages/default.aspx  
37链接：http://www.ocfa.gov.ae/EN/ResourceGuidelines/Pages/Reports.aspx  

亚洲 

非洲 

全球 

美洲 

欧洲 

大洋洲 

其他 

总额 

http://www.ocfa.gov.ae/EN/AboutOCFA/Pages/default.aspx
http://www.ocfa.gov.ae/EN/ResourceGuidelines/Pages/Repor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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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资金投放部门 2010-201138： 

 

 

 

 

 

 

 

 

 

 

 

 

 

3) 援助方式 

通过以下途径提供援助： 

 发展方案和项目 - 2009 至 2011 年，86.8％的援助被用于发展领域。 

 人道主义援助 - 阿联酋对人道主义危机进行慷慨援助，如海地地震和巴基

斯坦灾难性的洪水：总体而言，共计 15.5 亿迪拉姆（4.239 亿美元），占

2009-2011 年援助总额 10.2％。阿联酋捐助者和阿联酋救援队应对重大突

发事件方式一致，如 2011 年的利比亚危机 

 慈善项目 - 这占 2009 至 2011 年资金的 3.4％。 

 

4) 政府部门职责 

 阿联酋的各种政府机构和基金会都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阿布扎比发展基金（

ADFD）（1971），红新月会（1983），扎耶德·苏尔坦•阿勒纳哈扬慈善（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 Charitable）和人道主义基金会（1992），哈利法

·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基金会（Khalifa Bin Zayed Al Nahyan Foundation）（

2007），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慈善和人道主义成立（1997 年），

迪拜关怀（2007），国际人道主义城市（2007）等等。2009 至 2011 年间，

阿联酋政府是最大的捐助机构，其次是 ADFD，共捐助 22.2 亿迪拉姆。 

 

 2008 年，阿联酋政府成立了阿联酋对外援助协调处（OCFA），以更好地

协调阿联酋对外援助工作。 

 OCFA 的主要目标包括记录阿联酋的捐助组织所提供的对外援助，并向有

关国际组织汇报；提高阿联酋个人和组织捐助者的能力；帮助阿联酋捐助

者改善向世界各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并为其提供最佳方案；提高

阿联酋的对外援助声誉，包括建立和加强阿联酋对外援助机构和国际援助

社会之间的关系。 

                                                        
38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