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

国际大家庭
取决于

的

持久意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19街700号
邮编：20431

www.imf.org

促进包容性增长

我们齐心协力

|

福祉

的

I M F 2017 年 年 报

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年年报
促进包容性增长

目录

2

第一章：
概述

31

第二章：
我们做什么

关于基金组织...................................................................................................2

经济监督 ................................................................. 32

总裁致辞..............................................................................................................2

双边监督........................................................................................................... 33

基金组织的政策工作...................................................................................4

多边监督........................................................................................................... 34

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责 ..................................................................................5

政策建议........................................................................................................... 38
数据...................................................................................................................... 42

聚焦点—— 如何启动全球经济增长.................................. 6

世界贸易的挑战 .............................................................................................7

贷款......................................................................... 46

生产率衰退.........................................................................................................9

非优惠融资活动........................................................................................... 47

促进包容性增长........................................................................................... 11

优惠融资活动................................................................................................ 54

性别平等工作................................................................................................ 13

规划设计........................................................................................................... 56

债务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工作........................................................... 15

政策支持工具 ............................................................................................... 56

地区重要事件........................................................... 18

能力建设 ................................................................. 58

撒哈拉以南非洲........................................................................................... 18

财政方面的能力建设重点工作........................................................... 61

中东和北非...................................................................................................... 20

货币和金融部门能力建设重点工作................................................ 64

亚太地区........................................................................................................... 23

统计方面的能力建设重点工作........................................................... 65

西半球................................................................................................................ 26

法律方面的能力建设重点工作........................................................... 66

欧洲...................................................................................................................... 28

培训方面的重点工作................................................................................ 67
从数字看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工作................................................ 68
能力建设的伙伴关系................................................................................ 70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 ......................................................... 74
共同评估框架................................................................................................ 74

本期年报由基金组织信息交流部编辑和出版物处在与基金组织相关工作小组协商后编
制。报告工作组的工作由 Rhoda Weeks-Brown 和 Jeffrey Hayden 监督，分别受 Stephen
Field 和 Alexandre Tombini 任主席的执董会评估委员会指导。Jeremy Mark 为主要撰稿
人，S. Alexandra Russell 为编辑兼项目主管。Crystal Herrmann 协助数字版的设计工作 。
Suzanne Alavi 、Madjé Amega 和 Hyoun Woo Park 提供了编辑和行政协助。
图片提供:

图

专栏

ii

2.1

2018年基金组织能力建设战略五年期检查............................................. 60

1.1

实际贸易和实际 GDP增长，1960–2016年................................................ 8

2.2

财政评估工具............................................................................................. 63

1.2

不同国家组的生产率增速， 1990–2016 年............................................. 10

2.3

二十国集团非洲契约 ................................................................................ 71

1.3

发达经济体的实际人均市场收入，1980–2012年....................................11

3.1

总部一号楼翻新工作的进展..................................................................... 78

1.4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不平等，1996–2013年............................... 12

3.2

离任和新履职的高级工作人员简介......................................................... 80

1.5

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与GDP.......................................................................... 14

3.3

通过保障评估管理风险............................................................................. 83

1.6

沙特阿拉伯的财政余额，2010–2016年................................................... 15

1.7

乌拉圭的公共部门债务，2011–2016年.................................................... 16

1.8

乌拉圭的公共部门债务构成，2015年..................................................... 16

1.9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出口，按贸易伙伴划分，1995–2015年............... 18

1.10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DP增速， 2010–2016年.......................................... 19

1.11

中东和北非：与冲突相关的GDP的变化 ，1970–2014年...................... 20

1.12

各地区的能源补贴，2015年..................................................................... 22

1.13

各地区的平均汽油价格，2004–2016年................................................... 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tephen Jaffe/© IMF photo：中非共和国、Michael Papaioannou、Roger Nord、Gaëlle
Pierre、Olivier Basdevant、Yongzheng Yang、Roberto Cardarelli、Anita Tuladhar、马里、 中
非共和国 , 塞内加尔议会、Masood Ahmed、Jihad Azour、Tobias Adrian、Charles Collyns、
执行董事和管理团队，第 14、17、18、20、22、25、27、28 和 31 页（中） ，第 38、42、
56 页（右），第 80、81、94–95、96–97 页
其他 © IMF photo：国旗、总裁、大宗商品价格小组、基金组织印章、Antoinette Sayeh、
Moisés Schwartz、执行董事，第 ii 页（左），第 2、2–3、4–5、19、
78 页（右），第 80、81、94–95 页
Alex Curro/© IMF photo：总部一号楼，第78页（左边和中间）
Joshua Roberts/© IMF photo：Abebe Aemro Selassie，第80页
Ryan Rayburn/© IMF photo： José Viñals，第81页
Amélie-Benoist/BSIP/Getty Images：封面（左上）
Neil Setchﬁeld/Alamy Stock Photo：封面（右上）
imageBROKER/Alamy Stock Photo：封面（左下）和第37页
Thomas Imo/Getty Images：封面（右下）
Tommy Trenchard/Alamy Stock Photo：第ii 页（右）和第60页
Bloomberg Finance LP/Getty Images：第6页
Bruno De Hogues/Getty Images：第6–7页
Lou Linwei/Alamy Stock Photo：第7页
DEA/S. Vannini/Getty Images：第8页
Monirul Bhuiyan/Getty Images：第9页（左）
Bloomberg Finance LP/Getty Images：第9页（中）
Gunnar Svanberg Skulason/Getty Images：第9页（右）

Godong/Getty Images：第10页
Philippe Lissac/Getty Images：第12页
Randy Plett/Getty images：第13页
STR/Getty Images：第15页
Gustavo Muniz/ElOjoTorpe/Getty Images：第16页
Lindsey Leger：第21页（倒数第一和第二张、右）
Sean Gallup/Getty Images：第21页（从上往下数第二张）
Friedrich Stark/Alamy Stock Photo：第21页（倒数第二张、左）
Andrew Lichtenstein/Getty Images：第21页（下）
Universal Images Group/Getty Images：第23页
Don Mammoser/Donyanedomam/Getty Images：第24 页（上）
Daljeet Singh：第24页（中间和下面）和第31页（下）
Enrique Marcarian/Getty Images：第31页（上）、第32和45页（右）
Maximilian Stock, Ltd./Getty Images：第34和72页（右）
Prakash Mathema/Getty Images：第41页
Joerg Boethling/Alamy Stock Photo：第45页（左）
LiANGZHEN/Getty Images：第46和56 页（左）
Susana González/Bloomberg Finance LP/Getty Images：第48页
Westend61/Getty Images：第58和64页（左）
Ryan Pyle/Photoshelter/Getty Images：第62页
Bloomberg Finance LP/Getty Images：第64页
Aldo Pavan/Getty Images：第66页
Sigrid Gombert/Westend61/Getty Images：第72页（左）
Howard Smith：总裁在总部一号楼的中庭 ，第88–89页
版式设计：Beth Singer Design LLC www.bethsingerdesign.com
网页设计：Theo 和 Sebastian http://theoandsebastian.com
基金组织《年报》视频：IMF Multimedia Services （Alex Curro,
Gokhan Karahan和Emre Ozdemir）

基金组织的组织机构图............................................. 75

基金组织的财年是从5月1日至4月30日。

预算和收入...................................................................................................... 76

本出版物阐述的分析和政策考虑指的是基金组织执董们的分

收入模式、收费、酬金、负担分摊和净收入.......................... 77

析和政策考虑。

人力资源政策和组织结构..................................................................... 80

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是特别提款权。为了方便读者，基金组

问责制................................................................................................................ 82

织财务数据的美元换算值是约数。2017年4月28日，特别提款

独立评估办公室........................................................................................... 85

权／美元汇率是1美元＝0.729382特别提款权，美元／特别提
款权汇率是1特别提款权＝1.37102美元。一年前（2016年4月

对外宣介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往来..................................... 86

概述

75

第三章：
财务、组织结构
和问责制

30日）的汇率是1美元＝0.705552特别提款权，1特别提款权

份额和治理...................................................................................................... 91

＝1.41733美元。

特别提款权...................................................................................................... 92

英文的“billion”表示十亿，“trillion”表示万亿。分项数据与

透明度................................................................................................................ 93

合计数据之间的微小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致。
本年报中使用的“国家”一词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指国际法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图片） ............................................................... 94

和国际惯例中所理解的国家领土实体。这里使用的“国家”一

管理团队（图片）..................................................................................... 96

词还指一些单独和独立列示统计数据的非国家领土实体。

执行董事与副执行董事（列表）..................................................... 98
高级官员.........................................................................................................100
注释....................................................................................................................102
我们做什么

缩略语..............................................................................................................109
致理事会送文函.........................................................................................110

表
2007年和2016年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负债 .................... 26

1.15

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实际GDP增速，2007–2021年 .......... 29

2.1

各地区报告金融稳健指标的国家数量，2009–2017年 .......................... 43

1.2

2.2

截至4月30日的各财年中普通资金账户批准的安排，2008–2017年 .... 48

2.1

2017财年普通资金账户批准的安排 ........................................................ 47

2.3

2008-2017财年的非优惠贷款余额 ........................................................... 49

2.2

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户信贷的财务条件 ................................................ 50

2.4

2008-2017财年优惠贷款余额 ................................................................... 55

2.3

优惠贷款机制 ............................................................................................ 52

2.5

2017财年基金组织主要活动的成本比例 ................................................ 68

2.4

2017财年减贫与增长信托下批准和增扩的安排 .................................... 54

2.6

2017财年能力建设支出 ............................................................................ 68

2.5

基金组织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伙伴 ............................................................ 70

2.7

2013-2017财年按地区划分提供的技术援助 ........................................... 68

2.6

基金组织知识共享的区域中心 ................................................................ 73

2.8

2013-2017财年按收入组别划分提供的技术援助 ................................... 69

3.1

2016-2019财年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预算 ........................................... 76

2.9

2013-2017财年按主题划分提供的技术援助 ........................................... 69

3.2

2017财年财务报表中的行政支出 ........................................................... 77

2.10

2013-2017财年按收入组别划分的能力建设学院培训参与情况 ........... 69

3.3

成员国对基金组织的拖欠，6个月或更长时间，按类型，截至2017年4

2.11

2013-2017财年按参与地区划分的能力建设学院培训项目参与情况 ... 70

阿根廷：实际GDP、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率，2016年和

财务和组织结构

1.1

1.14

2017-2018年的预测值 ............................................................................... 27
2013年和2016年阿尔巴尼亚的主要经济指标 ........................................ 28

月30日 ........................................................................................................ 79
3.4

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货币量 .................................................................... 93

2017 年年报

1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致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
织）是由189个成员国组成的
全球性组织，建立的宗旨在于
提升世界经济的稳健性。基金
组织的工作旨在促进全球货币
合作、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际
贸易、推动高水平就业和可持续
经济增长，并缓解世界各地的贫
困问题。
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国际货币体系, 确
保其有效运行，其关键宗旨包括促
进汇率稳定和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与均
衡增长。基金组织的这一使命让各国
（及其公民）能够互相购买货物和服
务，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提高生
活水平至关重要。

每一年，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都面
临着新的希望与新的挑战。2016
年5月至2017年4月这段时
间——我们的2017财年——也
不例外。
在历经数年不尽人意的经济
增长后，全球经济开始出现
了增长势头。受周期性经济
回升影响，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部分低收
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所提振。最重要的是，许多
经济体的就业都有所增长。

基金组织执董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讨论
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对国家、地区和全球
产生的影响并批准基金组织为帮助成员
国应对临时国际收支问题和开展能力建设
活动提供的贷款。本《年报》涵盖了执董
会、基金组织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在2016年
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这一财年的工作情
况。报告的内容反映了积极参与本《年报》
撰写工作的基金组织执董会的观点和政策讨
论情况。

但在这一利好消息的背后，是战后全球经济金融
秩序的未来存在着一些深层的不确定性。这反映
了基金组织及其成员国在未来几年中面临的若干
挑战。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
势头。基金组织成员国继续支持我在《2016年
年报》中所提出的“三管齐下”的方法，即
针对具体国家三种政策的组合，包括货币政
策的支持、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政策以及能从
根本上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这一
方法在增强成员国的抗风险能力、应对其
所担心的脆弱性问题方面正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但这只是关键问题之一。过去的一年也
凸现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
明显的挑战，它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
注。这些挑战源于经济、技术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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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变化时代出现的失业与混乱。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的担忧最为明显。

概述

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不平等问题的影响，而许多国家的经济表现都弱于危机前的趋势水平，这使得
不平等问题更为严峻。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实现更为强劲、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
长。基金组织深深致力于通过政策咨询、知识共享和资金支持，在建立惠及所有人的全球经济中
发挥自身作用。这包括了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开展的重要工作。
疲弱的经济增长趋势背后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各国生产率的明显下降。这
包括许多社会（包括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收益下降、贸易增长
放缓等。
我们为应对这些挑战（贸易放缓、生产率下降、性别不平等以及普惠增长）所开展的工作，是本
《年报》的重点，如“聚焦点”部分所述。
当然，也存在着其他挑战。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我们需要就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与管理、建立能
支持完善的医疗教育体系的财政框架等问题提供大量建议——所有这些对它们续写经济成功都至
关重要。对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要确保它们能克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以延续过去20年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坚实成果。对于全球各国来说，这也意味着需要关注诸如
气候变化和腐败等影响着其经济命运的重要问题。
考虑到基金组织成员国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基金组织执董会在过去一年（推而广之，以及本
期《年报》）中所解决的问题尤为重要，包括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在监督工作中关注宏观金融
问题、对财政空间开展评估、深入开展能力建设工作等。
基金组织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重申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开展的。世界经济和
国际大家庭的福祉，依靠的是各方共同合作的持久意愿，通过增强金融稳定、降低全球失衡和为
包容性增长奠定基础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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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的政策工作

继2016年10月的全球政策议程后，基金组织总
裁的2017年4月议程，概括了截至2017年4月30
日财年基金组织的主要政策工作，包括：

• 与具有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国家讨论了金融稳定
问题

主要的政策检查与分析工作：

• 评估了基金组织在帮助小型国家提高对自然灾
害及气候变化抵御能力中的作用

• 开始将可用财政空间评估作为基金组织年度经
济健康检查的一项主要工作
• 在完善分析工具、加大对经济健康检查中结构
性问题的监测方面启动了相关工作
• 分析了全球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
• 讨论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
前景
• 就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政策和收入不平
等问题发布了报告
• 继续在经济健康检查中强调国内税收收入调动
和国际税务问题
• 从经济和市场角度评估使用状态依存型债务工
具的理由
• 评估放开资本流动和资本流动管理的有关经验
• 评估了将金融问题纳入经济健康检查的主要工
作的有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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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了代理银行业务的近期趋势

• 探索了加强规划后监测框架的方法
让多边框架为所有人服务：
• 就让贸易成为增长引擎的问题发布了报告
• 确保至2022年重新确定新借款安排决议和双边
贷款协议的额外承诺
• 审视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充足性，考虑对基金
组织工具箱进行改革
能力建设工作支持了全球政策议程：
• 继续拓展能力建设工作，有近一半的技术援助
用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培训项目
用于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市场经济体
• 继续通过在线学习（目前其培训参与人员已达
到总数的约30%）和在线服务（包括提供英语
以外的其他语言）拓展基金组织培训的覆盖面

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责

• 继续加强金融部门相关问题方面的能力建设
工作，以非洲为主

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责如下：
为成员国提供建议，使其采纳有助于实现宏观
经济稳定的政策，进而加快经济增长并缓解
贫困。

• 继续为脆弱国家开展能力发展框架方面的工
作，推动其体制建设、完善成果监测和评估
框架以及与其他合作伙伴加强协作
•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
作，继续支持国际税务问题的有关工作，包括
通过“税收协调平台”开展工作
• 与合作伙伴开展协作，应对“2030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挑战（包括为调动收入提供
支持）；继续解决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金
融部门问题（包括建立新的数据缺口和金融稳定
基金）；继续通过基金组织的区域技术援助中心网
络，为有关国家提供手把手的后续实地支持

为成员国提供临时性融资，以帮助其应对
国际收支问题,包括当其发现因对外支付超
过外汇收入而出现的外汇短缺的状况。

概述

• 通过新开设的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
心以及重新设计培训课程，增强基金组织
经济监督、贷款、知识分享等活动的协调

应各成员国的请求,提供技术援助和培
训，以帮助其建立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
所需的专长与制度。
基金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并且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体现了
其全球活动范围以及与成员国的密切
联系。
欲进一步了解基金组织及其成员
国的情况，请浏览基金组织网站
www.i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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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如何启动
全球经济
增长

基金组织2017财年的工作重
点关注了具有全球紧迫性的
问题：
贸易， 其对经济增长以及未
享受到贸易好处的人们的积
极影响
生产率增长低迷，导致收入
陷入停滞状态
包容性增长政策，以解决主
要由于技术变化引发的不平
等加剧现象
性别平等，以发挥全球经济
的潜力
债务管理，以帮助各国适应
大宗商品收入降低的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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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金
融经济论坛峰会上，领导人们呼吁
各国实施国内政策，让更多人分享
贸易带来的好处。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
织为2017年3月在德国举行的二十
国集团协调人会议共同撰写了一份
报告，讨论了回应这一呼吁的有关
政策。

世界贸易
的挑战
贸易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帮助推动生产率和生
活水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让
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也降低了价
格。但贸易的增长（与生产率和收
入一起）有所放缓。这一趋势部分
体现并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经济增长的放缓。

在2017年4月的公报中，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指出：“经
济增长长期低迷，已经使那些被遗
忘群体的忧虑突显出来。”公报表
示：“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全球
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进步中受益，这
一点十分重要。”基金组织工作人
员日益重视贸易对劳动力市场表现
的影响。

工作人员报告综述

让贸易成为所有国家经济
增长的引擎: 促进贸易和实
施政策以加快调整的原因
20世纪后半叶，贸易一体
化的加深推动了发达经济
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
增长。
概述

虽然贸易带来了种种好处，但也对
工人群体和社区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欧洲和美国尤为如此。这种脱节
（同时也体现了技术创新的影响）
因经济增长放缓而加剧，其带来的
反弹也削弱了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支持。

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
贸易、生产率和收入的增
长步伐已放缓，使得许多
人未惠及增长带来的好
处，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最
为明显。
通过实施恰当的政策，各国
能够从贸易中受益，提升那
些未惠及到贸易好处的人们
的生活水平，并提高经济整
体的弹性和表现。
由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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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学习

贸易与增长密切相关 ...…
从1960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货物与服务贸易以年均6%左右的速度增长，约为
GDP增速的两倍（图1.1）。贸易扩张得到了贸易成本下降（包括关税和技术）的支
持，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出现，这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在全球范围
内，伴随贸易出现的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支持了贸易是主要增长动力的观点。但
近期，贸易增速放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活动（特别是投资）的疲软，正
如2016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所述。

……但人们对贸易所带来的好处的担忧
却在增加 ……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人们对贸易影响的担忧都在上升。这一变化在民意调查和部分
选举中得到了体现。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贸易的态度更为积极。

新兴市场的增速更快
2008年以来, 全球范围的贸易和经济增速都出现
放缓, 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 和进口
增速要快于发达经济体。

图 1.1
实际贸易和实际GDP增速, 1960–2016年

2008–2009年
全球金融危机

（指数，1960年 = 100, 按对数计）

进口

从1960年到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货物与服
务贸易的年均增速大约
为GDP增速的两倍。

GDP
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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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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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生产率衰退

在劳动力生产率（每个工人的产
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其衡量了
经济体使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
要素的整体效率）方面，这种变化
一直都明显。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
续下去，将威胁到全球生活水平的
提升、私人及公共债务的处理以及
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生产率增速
下降，也将影响到决策者应对未来
经济冲击的能力。

全球生产率随逆风而逝

生产率增速放缓，既存在着结构性
原因，也与金融危机相关。结构性
原因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繁荣的影响
消退、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
不足、技能短缺和错配、人口老龄
化等人口因素等。此外，全球金融
危机的影响仍持续存在，如脆弱的
企业资产负债表、部分国家的信贷
环境紧张、投资不足、需求疲软以
及政策不确定等。
长期拖累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是全球贸易放缓：2012年以来，贸
易增速仅仅与全球GDP增速持平。
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生产率增速还将
下降——即便是不考虑贸易限制的
可能性也是如此。

作为提升生活水平的主要
动力，发达经济体的生产
率增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
前就已下降，而全球金融
危机导致生产率增速更是
大幅下降。
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包括信
息和通信技术繁荣的影响
消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劳动力老龄化、全球
贸易增长减缓和人力资本
累积薄弱。
概述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的生
产率增速大幅放缓（图1.2）。这种
趋势导致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增
长出现停滞，加剧了反对全球化的
政治声音。

工作人员报告综述

重振生产率增长短期内需
要解决余下的危机遗留问
题，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
以解决长期的不利因素。
由Gustavo Adler、Romain Duval、Davide
Furceri、Sinem Kiliç Çelik、Ksenia
Koloskova和Marcos Poplawski-Ribeiro
撰写

基金组织于2017年4月发表了一篇
题为“随逆风而逝：全球生产率”
的报告，该报告讨论了生产率的有
关问题。2017年3月期的《金融与
发展》中的一篇文章也讨论了这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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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比）
聚焦点

学习

2008–2009年
全球金融危机

3
2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
生产率增速都显著放缓。

如何提高生产率
1

为解决生产率增速下降的问题，
政策制定者需要着力加强创新和教
育，推进结构性改革，继续从开放
0
贸易和移民中获益，同时实施政策
来解决包容性问题。不过，由于生
产率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
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必须采取
-1
措施应对危机的遗留问题。

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前就已出现生产率增速下降，而
危机使其更是出现大幅下降。结构性力量和人口
特征因素也导致出现了这一趋势。

– 0.2
图 1.2
不同国家组的生产率增速，1990–2016年
（五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比）

3

•通过推出精心挑选的公共投资项目和消
除私人投资障碍，在需求依然疲弱的领
域提振需求（特别是投资）。这将支持资
-3
本积累和新技术的推广。

2

’90

’95

0.2
0.2

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下：

-2

0.8

2008–2009年
全球金融危机

1

0.8

’000

’05

’10

’15

•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并强化银行资产负债
-1
表，使信贷更易获取并刺激对实体资本和
发达经济体
无形资本的投资。总体生产率也将受益，这
新兴市场经济体
-2
在资产负债表修复速度慢于美国的欧洲尤其
新兴市场经济体（除中国之外）
如此。企业重组和完善银行监管也将改善资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3
本的配置。
’90

•就未来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监管和贸
易政策）发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有利于投资。

’95

– 0.2

’00

’05

’10

’15

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经济体
新兴市场经济体（除中国之外）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来源：来源：佩恩世界表数据库9.0、基金组织《全球经济展望》和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的计算。
注释：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ＧＤＰ对各组的平均值进行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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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金组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加
剧会对经济的持久增长构成风险，政府的政
策设计对收入分配存在影响，而政府也能帮
助解决这一问题。基金组织在2017年1月发布
的报告扩展了研究范围，探讨了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宏观结构性政策的影响（图1.4）。其
他研究则重点关注了预算赤字、劳动力市场
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工作人员报告综述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
经济结构性政策和收入不
平等
尽管过去20年经济增长强
劲，但许多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
然很高，这不仅会损害未
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
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宏
观经济稳定。
这些经济体的以下特征会
使得应对增长与收入不平
等之间的取舍关系更具挑
战性：非正规经济规模
大、劳动力跨地区或跨部
门的流动性有限、部门之
间生产率差异较大、融资
渠道缺乏和基础设施水平
较低。

增长导向的政策，比如财
政改革（税收政策措施、
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等）、金融部门改革和农
业部门改革，都能够对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
配产生重要的影响。采取
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
施，并同时实施促进增长
的改革,能够控制这些改革
措施对分配的不利影响。

概述

对收入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的担忧已经成了
全球性的重要问题（图1.3）。在过去30年
中，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上升，这
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技术的变革。全球各国政
府目前都在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以应对
实现更具包容性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由 Stefania Fabrizio、Davide Furceri、Rodrigo
Garcia-Verdu、Bin Grace Li、Sandra V.
Lizarazo、Marina Mendes Tavares、Futoshi
Narita和Adrian Peralta-Alva 撰写

基金组织目前正将工作转向具体的策略，从
图 1.3
而使对不平等根源的更深刻理解能够转化为
发达经济体，实际人均市场收入，1980–2012年
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其重点在于公平

In advanced economies, the incomes of the top 1 percent
have grown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those of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300

指数, 1980年 = 100

282.2

250

收入最高的
1%群体

200
150

增长差异
图 1.3
发达经济体，实际人均市场收入，1980–2012年

底层的99%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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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2

250

200
50
1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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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00
50

在发达经济体, 收入最高
的1%群体的收入增速比
其他群体快3倍。

143.8

收入最高的1％群体

300

富裕的人更加富裕

总人口 155.5

’00
143.8

底层的99％群体
指数，1980年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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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5

’00

’05

’05

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
望》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10
注释：样本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
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葡
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市场
收入指转移及税前的个人所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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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参与不平等工作试点的国家速览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曾是拉丁美洲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
高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与政府政策相结合，使情况有了显著的
改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后，玻利维亚试图维持这一成果。基
金组织与玻利维亚开展的2015年和2016年的磋商工作重点关注
了不平等问题，借鉴了家庭收入方面的有关研究。基金组织工
作人员开发了一个模型，用来模拟不平等的演变情况，对维持玻利维亚成果的政策进行检
验。2016年的磋商确定，最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是维持基础设施投资、更有针对性的现金
转移以及让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

的税收和支出。而
各国当局需要在这
一领域作出决策。

过去两年，基金组织工
作人员与全球各地处于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的金融部门相对落后，约三分之二的银行信贷流向
各个收入水平的试点国家
政府企业。实际存款利率为负。2016年的第四条磋商报告概括了当局
开展合作，将不平等问题
正在采取的、提高金融包容性的措施。另一篇分析报告讨论了减少对
和政策应对纳入成员国年
公共部门贷款和提高存款利率的改革。其表明，改革可能会使制造
度健康检查的讨论之中。目
业和服务业受益，进而提高不平等程度。报告表明，需要让更多人
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我
能够获得金融服务，还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们在所谓“第四条磋商”过程
中撰写的报告的特色部分。

马拉维

马拉维对小型务农者实施的化肥补贴项目是该国减贫工作
的核心。但该方案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出现普遍滥用的
情况——玉米产量没有大幅提升，也没有减少贫困——其
部分原因在于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基金组织正与世界银
行一道与马拉维政府开展合作，将补贴资源转变为对
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现金转移。同时，为了提高小型务农者生产力、
增强对气候冲击的抵御能力，还应在农业研发和灌溉方面进行支
出。这项工作加上现金转移，预计将成为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一个
更为有效的手段。
图 1.4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不平等状况， 1996–2013年

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左轴；百分比）

增长并未惠及所有人
在低收入经济体，经济在增长，贫困在降低，但不
平等程度却始终处于高位。

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拉美及加勒比社会经济数
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基尼系数衡量了一国居民收入的分布情况。该指数越大，不平等
程度就越高。基尼系数的计算以40个低收入国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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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左轴）
实际GDP增速（右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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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性别平等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
题，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问
题。为了发挥出全球经济的潜力，
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所有的女性
都能发挥其潜力。”
——基金组织经济顾问，莫里斯 • 奥

伯斯费尔德，2017年3月23日

近年来，基金组织快速推进了与性
别平等问题相关的政策分析与建
议、研究、知识共享等工作。2017
财年，上述一系列工作进一步深入
推进。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为
2016年9月在联合国“赋予妇女经
济权能”高级别研讨会上做出的承
诺为此提供了一个框架。有关承诺
包括：
• 开展政策建议和分析，支持女性参
与劳动
• 性别数据缺口工作，重点关注普惠
金融
• 性别预算

什么 是 性 别 预 算 ?
性别预算是指采用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管理手段
来促进两性平等与发展的一种方法。性别预算并
不仅仅是资助显性的性别平等倡议，还同时
涉及分析财政政策和预算决定，了解其对性
别平等的影响（预期影响和意料之外的影
响），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设计有效的两
性平等政策。一些国家将重点放在支
出分配或财政政策的结构上，另一
些则侧重于预算规划和监测的行
政管理变革。最为成功的做法
2017财年性别平等工
则包括这两个领域。目前，
作的进展情况
基金组织提供了全球性别
预算的在线数据库和两
与各国政策对话中的性别平
个性别平等指数。
等目标：基金组织完成了23个
国家和地区的试点研究，另有4个
正在进行。这项工作主要关注提高
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并定量研究
两性不平等造成的宏观经济损失。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建议
着重强调增加融资渠道、扩大受教
育和培训的机会以及使更多人受益
于电力、卫生等基本基础设施；在
发达经济体，建议强调调整税收制
度，避免对家庭中的第二收入者征
收惩罚性税收，以及使人们获得高
质量、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

概述

性别平等
工作

• 研究法律限制中的歧视效应
• 研究性别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联系
以及政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基金组织贷款：目前的规划已经考
虑了性别问题。如埃及和尼日尔的
规划就包括了通过提供更多公共托
儿所和制定性别战略来提高妇女经
济参与度的目标。
性别预算：基金组织在2018年财年
初为七国集团主席国意大利提供
了“七国集团国家的性别预算”的
报告，为七国集团讨论性别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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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基金组织在性别预算方
面的技术援助重要性日益提高。例
子包括柬埔寨（财务报告）、乌克
兰（中期预算框架）和奥地利（财
政透明度评估）。

题提供信息。目前，基金组织提供
了一个全球性别预算的在线数据库
以及两个性别平等性指标。性别预
算的有关工作将继续进行，包括作
为公共财政管理领域技术援助工作
的一部分。

性别与增长

普惠金融：基金组织对28个国家中
女性获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的情
况开展了试点研究。研究的结果将
用于评估如何弥合数据缺口。基金
组织还开发了一个工具包。

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如果女性能
够更充分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获
得相同的机会（例如法律权利、教
育、健康以及获得金融服务等［图
1.5］），则能带来显著的宏观经济
效益。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女性的劳动力参
与率仍然低于男性。男女之间工资
差距较大，且女性在非正规部门和
贫困人群中的比例过高。90%的国
家都存在着限制女性发挥出全部经
济潜力的法律限制。虽然男女平等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但
女性参与经济对经济增长、产出和
出口、多样化以及收入的更平等分
配也十分重要。

出版物：2017年2月，基金组织出
版了一本名为《妇女、工作和经济
增长：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书。
会议：基金组织举办了两场关于性
别问题的会议：一是为期一天的关
于财政政策和性别平等的会议；二
是为期三天的关于性别与宏观经济
的会议。两次会议均有200多位参
会者。在性别与宏观经济会议前，
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人员和
从业者们举办了同行学习活动。

工作人员报告综述

女性、工作和经济：性别
平等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
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多
一点，但她们对可衡量的
经济活动、经济增长和社
会福祉的贡献远低于其潜
在水平，这带来了严重的
宏观经济后果。
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经济
体，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
度能减轻劳动力萎缩的影
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发展中经济体，为女性
提供更好的机会也能促进
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比如
提高女孩入学率 。
实施能消除劳动力市场扭
曲和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的政策，将为女性
提供发挥自身潜力和更广
泛参与经济生活的机会。
由Katrin Elborgh-Woytek、Monique
Newiak、Kalpana Kochhar、Stefania
Fabrizio、Kangni Kpodar、Philippe Wingender、Benedict Clements和Gerd Schwartz 撰写

图 1.5
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与GDP

性别平等将提高经
济增速

如果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提高至男性的水平，一国的GDP会增加
多少？

美国

5%

如果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
提升至男性的水平，那么
各类收入水平的国家的
GDP都将显著提高。

9%

日本
阿联酋

12%
27%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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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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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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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方面的能力
建设工作
沙特阿拉伯加强了债务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概述

在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后，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沙特2030年愿景”
和“国家转型计划”下制定了国家经济大力转型的
计划。计划包括推进经济多元化、创造私人部门就
业、逐步采取措施来平衡预算和进一步提升投资能
力等。为实现这些目标，沙特政府需要加深资本
市场的流动性并加强债市的作用。
直到最近，作为石油生产国的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借款的需要，因
为它并不存在任何重大的资金缺口。但油价下跌导致收入下降，
进而出现了财政赤字（图1.6），尽管油价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回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采用
了“双管齐下”的方式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既动用大规模
的财政储备，又发行债务来进行筹资。
建立债务管理办公室是发展债务资本市场的第一步。2016
年，沙特政府请基金组织分享有关设立债务办公室的专业
知识。在分析沙特的融资情况、确定建立债务管理办公
室对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益处后，基金组织和沙特政府
就以下问题开展了合作：

近年来石油价格的下跌
意味着收入下降。
财政赤字的出现促使政府政策发生
转变。

图 1.6
沙特阿拉伯的财政余额， 2010–2016年
（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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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当局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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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乌拉圭的公共部门债
务构成，2015年
（百分比）
来源：乌拉圭央行、Haver Analytics、基金组织
工作人员的计算和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 在财政部下设立债务管理办公室，负责制定债务管理的法
律、治理和风险管理框架

乌拉圭的债务管理部门识别出
主要错配风险

• 制定中期债务战略，就各种债务管理战略的利弊开展评估
• 推出政策促进地方债市发展

鉴于外币计价债务的占比较大，在比索贬

圭的公共部门债务，
2011–2016年
值的背景下，2015年乌拉圭的总债务有所

DP的百分比）
上升。

基金组织与沙特阿拉伯开展的工作，可为其他需要全面战
略性债务管理的石油或大宗商品出口国提供有益的参考。

总计
61.9

乌拉圭的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降低了风险

净值
42.7

企业会对资产负债进行并表管理，这是它们开展资产负债
表风险管理的核心。但政府的资产负债多种多样（有些
是显性，有些则是隐性或或有性质），它们通常不会编
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甚至是金融头寸表，因为公共资产
负债并不适用于这种常规性的分析。这使得公共资产负
债表的风险评估变得十分困难。

图 1.7

乌拉圭的公共部门债务， 2011–2016年
（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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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在应对这一挑战中采用了创新的做法。乌拉圭的
债务管理部门与基金组织开展合作，在更广泛的公共部
门资产负债表范围内，更加全面地评估了政府的债务
管理工作，评估了国内债券市场在管理公共投资组合
潜在风险中的作用。这项工作涉及评估政府的资产负
债表，包括中央政府、乌拉圭央行、主要国企和国家

净值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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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拉圭央行、Haver Analytics、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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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沙特阿拉伯的债务管理办公室投入运作，其主
要目标是按照与政府政策相符的最佳成本风险组合来满足该
国的融资需求。作为债务管理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债务工具
将逐步在沙特阿拉伯证券交易所登记、上市并交易。

12%

聚焦点

77%

期限
1年
1–5 年
5年以上

币种
乌拉圭比索
外币

53%

51%

47%

保险银行（图1.7和1.8），帮助识别出了主要的错配风险以
及可能的政策调整。
例如，乌拉圭的美元负债超过美元资产，这表明该国应制定
一个战略，通过进一步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来减少美元债务。
这也说明乌拉圭应该通过使用更加深化的远期市场来对冲普
遍存在的外汇风险。这需要进一步协调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
的实施，还需要对发行债务工具的类型予以合并。此外，这
也需要在不断成熟的养老金制度下处理与通胀挂钩和工资挂
钩的指数化做法，完善全球的托管与结算安排。
乌拉圭当局决心减少外币错配，提高该国对外汇风险的抵御
能力，从而加强金融稳定。基金组织技术援助代表团团长
Michael Papaioannou表示：“通过该国的并表资产负债表，
当局可以全面认识到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并可能以成
本效益更高的方式来对冲相关的风险敞口。”

49%

居民地位
居民
非居民

“通过该国的并表资

产负债表，乌拉圭

概述

11%

当局可以全面认识
到主权资产负债表的
风险，并可能以成本
效益更高的方式来对冲
相关的风险敞口。”
— 基金组织组织技术援助代表团团长
Michael Papaioan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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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

中国经济转型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国造成严重影响
过去20年间，中非经济联系发展日益紧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对原材
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许多原材料都来自非洲。在此期间，中非之间的贸
易增长了40多倍。中国在非洲出口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1.6%跃升至2015年的
16.5%，在非洲进口中的比重也从2.5%上升到了23.2%（图1.9）。
Roger Nord，
《中国和非洲
的 再 平 衡 行
动：中国再平
衡调整对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
贸易和经济增
长的影响》一
书的合著者

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而增长的动力正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
费，这一过程被称为“再平衡”。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这
一转变对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影响尤其大，而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都是非洲
国家：2015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额从2014年的1050亿美元下降至480亿美
元，给这些国家的汇率和外汇储备带来了压力。大宗商品密集型国家的政府
收入大幅下降，迫使它们削减公共支出，包括它们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
务支出。这在短期带来了阵痛。
但也并非只有坏消息。为在国外寻找更多的机会，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扩大了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和贷款，特别是在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非资源密集
型国家。从中期来看，这些投资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
契机，推动了非洲大陆急需的结构性转型。
基金组织分析报告的作者之一Roger Nord表示：“黑暗中总有一线光
明。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在短期会对非洲造成负面影响，但中
国向消费拉动型的经济转型，为非洲加快推进急需的结构转型
提供了契机。”

图 1.9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出口，按贸易伙伴划分，1995–2015年
（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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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

推迟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调整限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
从2011年开始，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对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2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经
济体造成严重影响，而2014年中期以来情况又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出口收
入和预算收入均下降，这导致外部差额和财政余额出现迅速恶化，其中石油出口国情况
尤甚。

4
3

基金组织非洲部的处长CélineAllard负责了
2
2017年4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
1
0
望——重启经济增长引擎》的撰写工作，他
石油出口国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表示：“在受影响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国家，当局已经开始调整政策，但调整进程
较为缓慢且不足，由此导致不确定性上升，投资受阻，且未来出现更大困难的风险也在
上升。”
因此，鉴于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维持在较低水平，那些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若想恢复
宏观经济稳定并使经济增长复苏，亟需进行调整。在可行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需要进行财
政整顿，同时保持汇率灵活性。而要实现持久的再平衡，这些国家同时还必须加大国内
收入调动力度，促进产业多元化，并消除营商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吸引对新兴
行业的投资。

概述

上述问题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汇率压力，国际储备下降，公共债务和贷款拖欠都有所增
加。与上一年经济强劲增长相比，2014年以来，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这种情况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
比：其他国家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图 1.10
因为它们从较低的能源进口价格中受益（图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DP增速，2010–2016年
（平均百分比）
1.10）。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整体
7
2010–2014年
经济增长率仅为1.4%，是20多年来表现最差
2015–2016年
6
的一年。
5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撰写团队成员
（从左起）：Jackie
Zhang、Nkunde
Mwase、Haris
Tsangarides、Jarek
Wieczorek、Natasha
Minges、Romain
Bouis、Mustafa
Yenice、Torsten
Wezel、Maxwell
OpokuAfari、Monique
Newiak、Céline
Allard （不在
照片内的成
员：Francisco
Arizala、Paolo
Cavallino、Jesus
GonzalesGarcia、Cleary
Haines、Charlotte
Vazqu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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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北非

冲突与难民危机的经济影响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冲突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影响。2016年9月，基金组织发
布了关于冲突的经济影响的报告，分析了经济政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研究
发现，经济政策在短期有助于缓解冲突的一些直接影响，在长期这些政策在
促进健康、可持续复苏和减少冲突爆发可能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Gaëlle Pierre，
《中东和北非的
冲突与难民危机
的经济影响》一
书的合著者

在冲突中，政策制定面临着多重挑战，各种需求相互矛盾且具有紧迫性（图
1.11）。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较长远目标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但若
不能维持良好的政策实施或抵消冲突的负面影响，冲突国家的经济可能会面
临更加深远、长期持续的不利影响。
思考经济政策——哪怕这因为应对冲突的紧迫性而十分困难——有助于维持
一定的经济稳定。除了满足直接的人道主义需求外，还有三个优先事项：保
护经济体制的有效性，将预算优先用于满足公众的基本需要，以及使用货币
和汇率政策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
从冲突的影响中恢复需要时间，具体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冲突的强度、持
续时间、冲突的类型以及体制的受损程度。例如，在1970年至2014年之间，
许多冲突后国家（在冲突结束后至少维持了10年的和平）保持了相对较高的
4.5%的年均增速。但假设叙利亚冲突在2015年结束且维持这一增速，那么至
少要20年时间才能恢复到2010年冲突前的GDP水平。
随着冲突各国逐渐停止战时经济政策，这些国家要成功重建，就需要运作良
好的体制和稳健且灵活的宏观经济框架，以便对重建和复苏进行指导，在管
理捐助方支持、吸收资本流入、维持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尤为如此。中东和
北非地区的一个重大挑战是需要应对大量难民，以及需要设计政策来帮助难
民返回本国，或是在东道国为难民提供机会、使其从事生产性活动。这意味
着不仅要为难民设计政策，还要为东道国设计政策（东道国自身往往也在挣
扎之中）。

“阿拉伯之春”及之后冲突的教训表明，该地区各国应加快推进那些旨在减
少机会不均的包容性增长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确保人们能够更
图 1.11
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这也是世界许
中东和北非：与冲突相关的GDP变化，1970–2014年
多其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
（百分比，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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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系统和平中心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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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

建立可靠的宏观经济框架

n

制定货币和汇率政策

Overview

为了降低冲突及其溢出效应带来的经济影
响，基金组织在以下领域提供量身定制的政策
建议：

确定支出的优先项（包括保障关键性社会支出）
并确保债务可持续性

n

n

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金组织也分享了自身的专长，包括通过中东地区
技术援助中心和具体国家的信托基金。这种援助重
点关注重建和强化经济制度、改善经济决策、加强
公共财政管理、发展公平的税收制度、完善金融监督
和金融中介活动以及编制统计数据等。

上面的标识为“当前提供的培训”

考虑到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员的影响，基金组织为
阿富汗、伊拉克和约旦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基金
组织还帮助从捐助方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筹集额外资金
（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通过提供经济形势评估和
参与捐助方会议（利比亚、索马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区）以及参加在伦敦（2016年）和布鲁塞尔（2017年4
月初）举办的“支持叙利亚和该区域”高级别会议，基金
组织在促成国际社会对话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7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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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北非

阿拉伯世界的能源定价改革
2014年底，油价下跌对阿拉伯世界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地区石油出口国的收入下降了数十
亿美元，石油进口国的汇款和投资则大幅下降。虽然到2017年7月油价略回升至每桶45至50美元左
右，但期货市场预计中期价格将继续维持在每桶约55美元的低位。
阿拉伯世界各国正在认识到这一新现实。许多国家都采取了重大措施对其慷慨的能源定价政策进行
改革，以帮助巩固财政状况。但基金组织于2018财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国家还有进一步
改进的空间。2015年，阿拉伯国家的税前能源补贴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多（1170亿美元），超过了
亚马逊、微软或谷歌2015年的收入（图1.12）。这一数字包括了低能源价格造成的隐性成本或机会
成本，即销售价格低于世界水平造成的收入损失。
低能源价格通常有利于能源消耗更多的富人，同时低价格产生的经济利益相对较
少。用于补贴的资金的更好去处是对回报较高的部门进行投资，如基础设施、医
疗和教育。补贴也导致产业扭曲和国内能源的浪费，产生了环境成本。其也增加
了预算赤字，导致债务水平上升和储蓄下降。
能源价格改革存在许多的政治和社会挑战。但许多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改革是
可行的。要获得成功，改革就应该广泛全面，逐步实施且去政治化。公众也必须
具有知情权。提高能源成本会给穷人和弱势群体带来负担，因此还应向其
提供补偿。
全球石油价格走低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的国内能源价格与国际基准价
格之间的差距缩小（图1.13），因而现在正是开展能源价格改革的理
想时机。平均而言，2016年阿拉伯国家用在能源补贴上的资金达到
GDP的3%。如果将这些补贴用于生产率更高的实体投资或人力资本
投资，那么在6年内可以使经济增长提高6个百分点，并在同一时期
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多达20个百分点。

Olivier Basdevant，
《阿拉伯国家实
施能源改革正当其
时》一书的合著者

为了减轻改革影响，各国可推出政策组合，包括开展投资、削减债
务并动用储蓄进行补偿。鉴于阿拉伯世界正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并提
高生活水平，能源定价改革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好处。基金组织报告
的作者之一Olivier Basdevant表示：“现在是推进改革的绝好时机，
这要么是因为改革不得不
图 1.13
进行，要么是因为国内外
各地区的平均油价，2004–2016年
价差下降使得改革变得更
（美元/每升）
加容易。”
2.0

图 1.12
各地区的能源补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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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能源署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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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科技使基金组织能够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帮助
基金组织主要通过年度经济健康检查与189个成员国进行磋商。在这些第四条磋商
期间，各国当局通常会向基金组织请求提供支持，通过专家咨询（称为“技术援
助”）和培训来帮其开展制度建设。这正是过去基金组织代表团访问文莱所开展的
工作：这个位于东南亚婆罗洲岛上的小型石油生产国当局请求基金组织提供这些支
持，帮助其发展经济。

概述

但基金组织的团队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各种技术援助方案的信息分散在基金组织内
部的多个部门，文莱与基金组织总部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基金组织的课程安排和工
作人员有限。因此，对基金组织和文莱官员而言，频繁的访问不是可行之选。基金
组织代表团团长Seng Guan Toh 表示：“解决方案是基金组织团队可提供关于我们
技术援助的一整套信息并充分利用基金组织开发的技术工具，如免费在线培训和数
据门户网站。”
这个团队根据为其他石油生产国提供的服务，从基金组织各部门开发的一系列技术
援助选项中，量身定制出一个清单：在财政方面，加强公共财政管理；在金融方
面，推动金融业发展。该团队还为每个即将会面的政府机构确定出具体的课程，并
为每个机构编制了一套技术援助选项。例如，鉴于文莱是一个石油出口国，在与财
政部官员会晤时，该团队就挑选了基金组织的“资源富裕型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
课程。
在2017年2月对文莱的访问中，基金组织代表团在与官员完成每次重要会晤后，都
会就该国相关的经济问题提供简短的课程示范性讲座，播放在线培训门户网站的介
绍视频，手把手向官员介绍可用的在线数据。除与财政部会晤外，代表团还访问了
来自总理办公室、货币当局、外交通商部、劳工部的官员以及一家领先的智库机
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
Toh表示：“通过将科技（technology）、技术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和培训
（training）相结合——也就是‘3T法’——文莱多个政府机构现已能够利用我们
的服务帮助其解决经济问题。”Toh与他的团队希望文莱能更好地利用这些服务，
并希望将这种做法扩展到其他国家，从而让基金组织更好地履行职能，为成员国
提供支持。

“通过将科技（technology）、技术

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和培训
（training）相结合——也就是‘3T
法’——文莱多个政府机构现已能够利
用我们的服务帮助其解决经济问题。”
— 基金组织代表团团长 Seng Guan Toh
2017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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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与印度开展合作，成立新的学习中心
印度政府与基金组织于2016年3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此后不到一年，南亚地
区技术援助和培训中心便于2017年2月13日在新德里成立了。为了给中心选
址、设计其功能并开展建设，印度当局、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本地供应商开展
了密切合作。由此，一个世界级的学习机构便诞生了。
这是基金组织在全球拥有的14个地区性技术援助和培训中心网络中的最新一
个。它被设计为基金组织未来能力建设的一个样板，其将培训工作和技术援
助结合一体。该地区的成员国们为中心提供了大部分资金，此外还得到了澳
大利亚、欧盟、韩国和英国的慷慨资助。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针对其成员国（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
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对基金组织能力建设的强烈需求做出应对。南
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地区，拥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该地区的经济体正
在努力应对各种挑战，包括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增强税收管理、加强金融
体系监管、实现货币政策与操作的现代化、完善宏观经济统计等。通过培
训课程和驻地技术援助专家的帮助，南亚地区技术援助和培训中心将使
基金组织有能力满足上述这些高需求。中心的地理位置将使其能灵活响
应各国的需求，根据成员国国情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南亚地区技术援助和培训中心从建立伊始便非常活跃。根据需求导向
的做法，中心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来了解成员国的需求。这形成了一
个包括30个左右的课程的初步项目，将在2017财年中予以提供，课程
涵盖财政、货币、金融和统计等内容。第一个课程是为印度经济服务
局的官员们提供的，内容涉及宏观经济诊断，之后是财政分析和货
币政策的课程。部分培训也将在其他成员国以及需求强烈的印度地
方政府层面提供。
未来几年，除了量身定制的培训和实践性的技术援助项目外，南
亚地区技术援助和培训中心将召集这些国家开展相互学习，在各
国间重新分配人员，并与南亚地方机构开展合作。

印度财政部经济事务部门秘书长达斯（Shaktikanta Das）和基金组织
副总裁卡拉 • 格拉索为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开幕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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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议员们提高了监督管理能力
在2015年11月的历史性选举后，缅甸的新一届民主政府于2016年4月上任。在经历数
十年隔离后，当局将工作重点确定为推进亟需的金融部门改革、完善基础设施、结束
国内武装冲突，让缅甸逐步重新融入全球经济。
随着缅甸持续推动经济转型，能力建设成为了缅甸的一项艰巨任务。对于新选举的议
会来说，这种需求更为迫切，因为大多数议员们之前并没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为了
满足这一需要，基金组织若干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缅甸议会领导人协商，为缅甸联邦议
会举办了一场高级别的能力建设研讨会。

概述

研讨会于2016年12月举行，重点讨论了缅甸在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稳定
方面的工作。来自议会中三个主要经济委员会的60多名议员参会并开展互
动，这些会议与基金组织的年度健康检查代表团访问协调展开。基金组织
团队的工作人员来自基金组织亚太部（包括常驻代表处、老挝及缅甸的技术
援助办公室以及位于日本的地区办事处）、信息交流部、财政事务部、货币
与资本市场部、统计部，以及新加坡地区培训学院，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资
助。
议员们与基金组织开展互动，这为议员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共同
讨论政策与技术问题。议员们尤其欢迎将能力建设活动与经济监督
相结合的做法。这有助于他们在行使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定期将所
讨论的技术问题更好地应用于其所面对的政策问题中。2017年中
期，还计划为议会的联合公共账目委员会开设公共财政管理的后
续研讨会。
基金组织的缅甸代表团负责人Yongzheng Yang总结了基金组织在缅
甸开展工作的策略：“在帮助当局实施政策以实现可持续和包容
性增长目标方面，知识共享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将继续在缅
甸开展能力建设活动，而缅甸的能力建设活动已经是基金组织成
员国中范围最为广泛的了。将能力建设活动与我们的经济健康检
查相结合，对我们与该国开展有效合作至关重要。”

Yongzheng Yang，
基金组织缅甸代表团
团长

“我们将继续在缅
甸开展能力建设活
动，而缅甸的能力建设
活动已经是基金组织成员国
中范围最为广泛的了。”

2017 年年报

25

地区重要事件

西半球

“…显然，使墨西哥
受益多年的灵活
信贷额度是该国
良好宏观政策的
证明，这得益于
墨西哥央行和财
政部的领导。”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国际货币
与金融委员会新闻发布
会，2017年4月22日

灵活信贷额度为处于动荡世界中的墨西哥提供了支撑
过去10年，墨西哥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更紧密地与全球经济融为一
体。这帮助墨西哥提高了生产率和竞争力，降低了融资成本，实现了投
资者基础的多元化。2016年，流向墨西哥的外国证券投资总额达到267亿
美元（占GDP的2.6%），非居民持有本币计价主权债的35%（图1.14）。
外国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广泛存在，体现出他们对墨西哥的经济政策框架
以及该国外汇和债券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充满信心。
墨西哥比索是世界上交易第二活跃的新兴市场货币，全球日均交易量达
到970亿美元。墨西哥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框架帮助该国经受住了
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复杂外部环境。在灵活汇率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以
通胀目标制的框架为指导。财政政策则得到了财政责任法的支撑，当局
也承诺在中期降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金融监管框架也很完善。
为支持墨西哥当局的整体宏观经济战略并为风险提供保障，基金组织执
董会于2016年5月批准，在灵活信贷额度下为墨西哥提供为期两年的额
度安排，金额约为850亿美元。在2017财年中，当比索遭受暂时性的压力
时，灵活信贷额度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是基金组织为墨西哥提供的第6个
此类安排，且当局再次将其认定为预防性措施。先前的安排则是在2008
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在欧债危机期间以及在美国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前的动荡时期，为墨西哥防范尾部风险提供了可贵的
保障。

图 1.14
墨西哥：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负债，
2007年和2016年
（占GDP的百分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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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国当局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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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信贷额度的设计目的，是针对那些具有稳健政策框架和
良好经济表现、但出现现金紧缺的国家，满足其防范、化解
危机所需的贷款需求。另有两个国家（哥伦比亚和波兰）也
使用了灵活信贷额度。虽然这三个国家迄今为止都没有使用
这些额度，但在风险上升时期，灵活信贷额度为这些国家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帮助其提振了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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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半球

阿根廷为防止危机采取大胆措施
在2015年12月上台时，阿根廷新政府面临着普遍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微观经济
扭曲和脆弱的制度框架。消费水平过高且不可持续，投资已降至历史低位，通过
货币创造和通货膨胀维持着巨额的财政赤字。微观层面的扭曲包括行政上广泛存
在的管制措施（如贸易壁垒、外汇管制和价格管制）以及侵蚀竞争力和削弱中期
增长的商业环境。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出现。

概述

2006年11月，基金组织发布了2006年以来的首个阿根廷经济检查报告（第四条磋
商报告），基金组织代表团团长Roberto Cardarelli表示，阿根廷政府“目前完全正
视本国的问题并果断地予以解决”。Cardarelli解释，当局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
来解决失衡问题并防止危机，措施包括撤销汇率管制、允许汇率浮动、取消使
用外汇的限制、取消出口税（除大豆出口税被下降）、解决阻碍阿根廷债务重
组的债权人诉讼、恢复信贷市场准入等。
当局设定了财政和通胀目标，开始逐步消除无效的能源补贴。阿根廷也在重建国
家统计局，并于2016年中期开始根据国际标准发布新的官方统计数据。
虽然这些扭转严重失衡和扭曲的措施将为未来经济的强劲发展奠定基础，但也不
可避免地对阿根廷的经济产生了短期不利影响。基金组织代表团在与阿根廷政
府高级官员及私人部门、民间社团的代表会晤时，重点关注了如何维持经济复
苏，保护穷人免于承受恢复宏观经济稳定所产生的代价。磋商内容包括了阿
根廷富有雄心的改革议程，其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于私人投资的环境，为强
劲、持久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Roberto Cardarelli，
基金组织阿根廷代表
团团长

阿根廷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减贫是当局的绝对优先事项。
当局知道，让经济充满活力是创造就业、让人民摆脱贫困的最好方法。在
2016年经济收缩后，由于消费和公共投资强劲，预计2017年和2018年阿根
廷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上升至2.2%和2.3%，这反映了私人投资和出口的逐步
回暖（表1.1）。

表 1.1
阿根廷：实际GDP增速、消费者价格、经常账户差额和失业率，2016年
和2017–2018年预测值

实际 GDP增速
消费者价格（年同比）
经常账户差额
失业率

2016年

2017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2.3

2.2

2.3

—

21.6

17.2

-2.6

-2.9

-3.4

8.5

7.4

7.3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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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阿尔巴尼亚的改革取得成果
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阿尔巴尼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希腊和意大利的需求下
降，这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增长在2013年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由于选
举时期开支巨大、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以及电力行业难以为继，阿尔巴
尼亚的公共债务和拖欠款飙升。政府大量依赖银行借款，而银行体系则
因逾期贷款比率高企而变得脆弱，这使融资压力有所上升。
Anita Tuladhar，
基金组织阿尔巴
尼亚工作小组负
责人

为了解决这些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挑战并恢复经济增长，阿尔巴尼亚请求
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基金组织执董会于2014年2月予以批准。为期36个月
的中期贷款旨在通过强化公共财政、维护金融稳定和实施结构性的改革
（重点是改善能源部门和商业环境），恢复经济增长和控制迅速增加并
威胁到经济稳定的公共债务。
2017年2月，规划圆满结束，阿尔巴尼亚进入规划后的监测期。在基金组
织代表团完成最后的访问时，阿尔巴尼亚前财政部长Alben Ahmetaj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济增长已经复苏，预计增速将从去年的3.4%上升至
2017年的3.7%至3.8%（表1.2）。他认为，宏观经济的强劲表现归功于
之前采取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改革，并表示“这也与政府在过去3年开展的
其他改革密切相关，如养老金改革、能源部门改革、公共财政管理改革
和税收征管改革等”。
Ahmetaj表示，这些改革也带来了工资和养老金、就业率、企业数量和
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基金组织工作小组负责人Anita Tuladhar认为，规
划已使阿尔巴尼亚成功走上了具有稳健公共财政的复苏之路：“由于
阿尔巴尼亚当局作出承诺，我们可以支持那些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
改革。规划加强了阿尔巴尼亚的体制框架，减少了经济的脆弱性，在
困难的外部环境中帮助维持了经济稳定。”
阿尔巴尼亚还在继续推进改革，以支持经济增长并强化金融部门。该
国同时还在继续实施财政整顿，目标是将债务降至GDP的60%以下。
在欧盟的支持下，阿尔巴尼亚还启动了司法改革，以解决治理上的问
题和司法体系效率低下的问题。鉴于司法改革取得了切实进展，欧盟
委员会已经建议启动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谈判工作。

表 1.2
阿尔巴尼亚的主要经济指标，2013年和2016年

GDP增速（百分比）

2016年

1.0

3.4

基本财政余额（占GDP的百分比）

-2.0

0.2

总体财政余额（占GDP的百分比）

-5.2

-2.2

税收收入（占GDP的百分比）

22.0

24.9

不良贷款（百分比）

23.5

18.3

来源：阿尔巴尼亚当局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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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保持引人瞩目的经济复苏

由于出口旺盛，西班牙连续4年实现了经常账户
顺差。许多企业都在清理资产负债表方面取得了
良好进展，家庭债务也已下降至欧元区的平均水
平，虽然其绝对值仍然很高。尽管信贷有所萎
缩，但西班牙银行已经提高了资本比率，不良贷
款率也有所下降。

在Andrea Schaechter的带领下，基金组织
代表团建议西班牙在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
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再接再厉:
• 继续实施财政整顿，减少赤字和公共债务
• 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对年轻人和长
期失业人员的政策针对性，减少双重劳动
力市场，以创造就业、提高公平性

概述

作为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欧元区
国家之一，西班牙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显著复
苏。2015年和2016年，西班牙经济增速均超过
3%，预计2017年将达到危机前的GDP增长水平
（图1.15）。从危机顶点至今，已有超过150万
的失业人员重新找到了工作。西班牙于2011年
至2013年果断开展改革，如出台措施确保劳动
力市场更加灵活，帮助该国经济重获竞争力，为
创造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银行业改革也使该
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有所提升。低油价和低利
率，加之2015年至2016的财政刺激措施，也都推
动了经济增长。

• 促进研发活动，鼓励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
争，提高生产率和收入
• 加强银行资产负债表，加强对系统性风险
的监测和管理

基金组织2017年的西班牙金融部门评估规
划将为该国维护金融稳定提供政策选择。

但西班牙的失业率仍然很高，约为18%，年轻人
的失业率甚至更高，达到42%，几乎是欧元区平
均水平的两倍。其中许多人已失业多年。双重劳
动力市场（即大部分劳动力都处于临时性、较低
薪水的岗位）仍很普遍，生产率增长较低。
自危机爆发以来，西班牙的公共债务增加了一倍
多，达到GDP的100%，这限制了政府的操作空
间。政府债务，加之部分私人部门仍然过度负债
以及国际投资头寸净值仍然为负且数值很大，使
经济很容易受到冲击。

图 1.15
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实际GDP增速，
2007–2021年
（指数，2007年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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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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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们做什么

基金组织有三个主要职责

2

经济监督
135次国家健康检查
基金组织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并监测189个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
策。这一过程是在全球层面和单个国家进行的。通过这一监督过
程，基金组织强调稳定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就所需的政策调整提出
建议。

贷款

我们做什么

贷款1347亿美元给15个国家，并向15个低收入发展中
成员国提供15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
基金组织向面临实际或潜在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国提供贷款，帮助
它们重建国际储备、稳定货币、继续支付进口以及恢复强劲经济增
长的条件，同时纠正根本性的问题。

能力建设

2.67亿美元用于知识共享、专家建议和培训
基金组织与世界各地的成员国政府合作，帮助其实现经济政策和
制度的现代化，并对人员进行培训。这项工作有助于各成员国增
强经济实力，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2017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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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
监督是一个涵盖内容很广的词，是指基金组织监督国际货
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发展、监测189个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
政策的过程。监督工作是一种年度经济健康检查，基金
组织通过这项工作强调金融稳定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就
必要的政策调整提出建议。通过这一方式，基金组织帮
助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其根本目的，即促进货物、服务和
资本在各国间的交换，从而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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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

双边监督的核心是第四条磋商。之所以称为第
四条磋商，是因为《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要
求对189个成员国中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
策进行检查。第四条磋商涉及被认为具有宏观
重要性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财政、金融、外
汇、货币和结构性问题，重点是风险和脆弱性
以及政策回应。数百名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和其
他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参与第四条磋商。
磋商的形式是基金组织与成员国当局之间的双
向政策对话，而不是基金组织的单方评估。基
金组织工作人员小组通常与政府和中央银行官
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如议员、商业代表、
民间社会和工会）举行会谈，以帮助对该国的
经济政策和走向做出评估。工作人员向基金组
织执董会提交一份报告，执董会通常会对报告
进行讨论，之后磋商完成，会谈总结传送该国
当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成员国同意，执
董会的评估以新闻稿形式发布，同时发布的还
有相关工作人员报告。2017财年，基金组织开
展了135次第四次磋商（详见网络表格2.1）。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金组织继续在金融部门
评估规划下开展金融稳定评估。金融部门评估
是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部门的国家开展监督
工作的一部分。

多边监督涉及监督全球和地区经济走势以及分
析成员国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作为其
世界经济和金融概览的一部分，基金组织的多
边监督旗帜报告一年公布两次，这些报告包括
《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
《财政监测报告》。《世界经济展望》详细分
析世界经济状况，解决具有紧迫意义的问题，
如持续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当前经济从全球金
融危机中的恢复。《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提供
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前景的最新评估，并着重指
出可能给金融市场稳定带来风险的失衡和脆弱
性。《财政监测报告》提供最新的中期财政预
测，并评估公共财政的发展情况。基金组织还
发布《地区经济展望》报告，这是其“世界经
济和金融概览”的一部分。
双边监督

第四条磋商过程：年度经济政策评估

对某一成员国的第四条磋商过程历时几个月，
从各部门和管理层对主要政策问题和监督重点
的内部审议开始，有关内容列在一份称为“政
策说明”的介绍文件中。

我们做什么

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有两个主要方面：双边监
督，即对每个成员国的政策进行评估和提出建
议；多边监督，即监督世界经济。通过将双边
监督和多边监督结合起来，基金组织能够确保
对“溢出效应”（即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
其他国家）做出更加全面、一致的分析。

这份政策说明详细阐述将与成员国政府讨论的
主要经济政策方向和建议。与基金组织所有部
门一同审议政策说明，以便在磋商之前就一国
情况达成共识，最终召开一次政策磋商会议，
随后将政策说明提交基金组织管理层批准。在
政策说明得到批准之后，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
小组访问该国，与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方举行
会谈。回到基金组织总部后，撰写工作人员报
告，该报告同样也经部门和管理层审议，之后
提交基金组织执董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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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

第四条监督中的宏观金融问题

根据工作人员文件“第四条报告中的宏观金融
监督方法”，2008的全球金融危机突出表明，
金融部门监督十分重要，需要更好地理解宏观
金融联系。尽管全球金融体系已变得更为强劲
和更具韧性，但宏观金融联系对基金组织成员
国来说仍至关重要。
为提高基金组织监督的影响力和有效性，2014
年的三年期监督检查建议，宏观金融分析应成
为第四条磋商的一个组成部分，基金组织应更
加重视宏观审慎政策。总裁关于加强监督的行
动计划列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为加强宏
观金融监督所做的工作包括采用新的分析工具
和进行工作人员培训。已有超过60次第四条磋
商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内容。
2017年3月，执董会在文件研究结果的基础
上，讨论了在将宏观金融分析和政策建议纳
入第四条监督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董会称赞
了所取得的进展，并同意将该工作扩展至全
体成员国是适当的。执董们认为，监督应
包括对宏观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双
向评估。他们还强调，金融部门建议与基
金组织关于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的
建议应该进行适当结合。
执董们将该工作视为通过与各国当局
开展更有效的对话，加强基金组织监
督的影响力。他们还指出应予以解
决的差距，同时应适当考虑提供机
密监管数据方面的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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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监督

早期预警演习

早期预警演习是基金组织评估经济、金融、
财政和外部风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演习
是基金组织监督工作的一部分，每半年进行一
次，并与基金组织的旗舰出版物的内容相协
调，这些旗舰出版物包括《世界经济展望》、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财政监测报告》。
早期预警演习的结论在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和
年会期间提交给执董会和高级官员。基金组织
通过国别监督和全球监督活动对早期预警演习
的结论进行跟进。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在早期预警演习中密切合作，提供对
风险和脆弱性的综合分析视角。基金组织一般
在经济、宏观金融和主权风险关切方面发挥主
导作用，而金融稳定委员会则重点关注金融体
系监管问题。
2016年对外部门报告

基金组织监督的一个核心职责是对成员国的对
外部门提供多边一致的评估，包括对其汇率、
经常账户、储备、资本流动和对外资产负债表
进行评估。基金组织在第四条磋商和对外部门
报告中作此进行综合评估。这份报告自2012年
以来每年撰写，涵盖世界上最大的28个经济体
和欧元区，代表了超过全球GDP的85%。该报
告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一工
作旨在对全球过度失衡及其原因进行严格和公
正的评估，并确保基金组织能够应对成员国政
策可能对全球外部稳定产生的影响。

经济监督

2016年7月，执董会对2016年报告（与“单个
经济体评估”一道发布）进行了非正式讨论。
会上未作出决定。即将发布的2017年报告将进
行正式讨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执董们强调，为了向必
要的公共投资提供资金，同时保障债务可持续
性，需要采取以下行动：
加强国内收入调动，控制非优先支出，从而
增加公共储蓄
n

“2016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和
前景”是第三份年度工作人员文件。该文件突
出强调了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低迷进行持续经
济调整，特别是针对出口大宗商品的低收入发
展中国家。执董会于2016年12月对该文件进行
了讨论。文件考虑了财政赤字高企、外汇储备
减少以及经济和金融压力上升等政策挑战。文
件还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执董们在评估中欢迎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
行“宏观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估”，“感谢文件
对各国情况和经验多样性的关注，并认为对金
融部门问题和提供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深入的
讨论是及时和适当的。”执董会支持每年对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正式的讨论，
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面临的“独特的政策
问题”。
执董们强调，国家当局需要做出审慎和果断的
政策回应，并指出基金组织进行密切监测和提
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十分重要。他们一致认
为，大宗商品出口国需要实施进一步的政策调
整，包括在适当时进行财政整顿和汇率调整。
执董会还对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压
力日益增加表示关切，并呼吁进行积极监督。

n

加强公共投资管理

n

发展地方资本市场

n

利用可用的优惠融资来源

执董们也同意，若可行的话，加强私人部门在
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是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的一个优先事项。

加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网
发展中国家获取基金组织资金是2016年11月执
董会讨论文件“为发展筹资：加强发展中国家
金融安全网——进一步考虑”的主题。该文件
确定了一些领域，需要澄清基金组织对减贫与
增长信托下优惠贷款的政策。

我们做什么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前景

该文件对有关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贷款资格的
成员国获取基金组织资金的问题作出了澄清，
其中包括：
这些成员国利用从普通资金账户获取贷款的
基金组织工具

n

限额标准在就何为适当的限额水平提供指示
性指导方面的作用

n

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贷款资格的成员国获取
预防性资金支持是否充分

n

旨在防止重复使用快速信贷替代事后条件安
排的保障是否充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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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董会在其评估中重申，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
贷款资格的成员国有权获得非优惠融资，但同
时指出，鉴于以优惠条件借款的好处，工作人
员应继续建议这些成员国最大限度地寻求优惠
支持。
执董们强调，必须继续关注维持减贫与增长信
托工具的充足性和灵活性，包括审查资金获取
标准和限制、混合政策、利率结构，以及维持
减贫与增长信托可持续性的机制。执董会将于
2018年全面审查减贫与增长信托资金和机制。

评估财政空间
基金组织发布了财政空间评估分析框架，使正
在开展的关于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空间的工作
向前迈进了一步。在2016年6月举行的非正式会
议上，执董会听取了文件“评估财政空间：一
致的初步考虑”的简要介绍。
拟议的框架旨在支持未来的基金组织监督和政
策建议。它应当适用于未来的各种可能情况，
如一国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当前全球经济政策挑
战的空间、填补公共基础设施缺口、校准财政
调整的空间，或建立缓冲。
财政空间可定义为政府提高支出或降低税收的
同时不危及市场准入和债务可持续性的能力。
该文件提出了一个各国之间大致可比的综合方
法。它为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决策者提供了一
个一致的方法。
就财政空间做出决定，需要采取综合的方法，
其中包括经济和结构性的条件、市场准入、公
共债务水平和轨迹、当前和未来的融资需求，
以及分析其他政策下财政状况的流动性和偿付
能力。
该框架汇集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多年来开发的
各种财政可持续性工具，其中包括债务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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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此外，基金组织工作人员采用基金组
织财政事务部制定的指标，以及基于财政压力
测试、情景分析和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
借助新框架，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得以对各成员
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
空间进行一致评估，从而推进了分析工作。它
首先将用于近40个主要经济体的第四条磋商，
然后随时间的推移，在经验、研究和反馈基础
上予以更新。

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向
二十国集团提交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报告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出台了各种政
策框架和工具，以限制整个金融体系或整个市
场面临的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
为应对二十国集团工业化经济体的要求，即对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国
际经验进行评估，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
和国际清算银行撰写了题为“有效宏观审慎政
策的要素”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发布的，是对三大机构于
2011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
架的进度报告的跟进。虽然报告认为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方法，但它强调了若干
有用的要素。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春季《世界
经济展望》一章的主题。
其中包括需要决策责任授权、政策框架的适当
机构基础、明确的目标和权力、透明度和问责
机制、国内当局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分析
和监测系统性风险的综合框架、随时间推移解
决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以及调整风险应对
政策的能力。

经济监督

移民已成为影响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移民和难民流
动的快速增加也带来政治层面的影响，尤其是
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之后更是如此。
基金组织在移民和难民相关问题上的工作通过
各种活动展开，包括双边监督。例如，2017年
1月发布的2016年黎巴嫩第四条磋商报告包含了
对黎巴嫩和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分析。
在分析工作方面，2016年7月的一份题为“移
民及其对东欧的经济影响”的文件探讨了移民
外流的影响。2016年9月的一份文件分析了中
东和北非的冲突和难民危机的影响（见第一章
的“地区重要事件”部分）。
年内发布的两份溢出效应报告探讨了移民问题
的各个方面。一份题为“移民对发达经济体收
入水平的影响”的说明认为，移民能提高接收
国的人均GDP，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
实现。另一份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模
式及其溢出效应”的说明，探讨了地区内部迁
移和向世界其他地区移民的问题。这项工作参
考了2016年1月的一份题为“欧洲难民激增：经
济挑战”的文件。
2017年1月，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大卫 • 利普
顿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讲，对移民问题进行了

讨论，将其与并行的全球化讨论联系在一起。
他说，“移民带来的经济利益毋庸置疑，但我
们在讨论更加广泛的全球化议题时，我们也必
须认识到，在这个话题上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特别是要更清楚地了解移民会伤害到谁，以及
我们如何能够减少这种影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一体化
自2011年三年期监督检查以来，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撰写了一组“集群报告”，探讨与特定地
区成员国有关的问题。这些评估旨在填补单个
国家评估（第四条磋商）和对全球趋势的多边
监督之间的缺口。
2017年3月，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集群
报告，题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一
体化”。执董会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对该报告
进行了讨论。报告探讨了在该地区扩大贸易一
体化的机会，同时参考了12份作为配套文件发
布的分析研究。报告发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可通过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贸易而获益。

我们做什么

移民和难民潮的影响

该文件认为，可以通过一个区域贸易协定、
统一贸易规则和监管标准，以及鼓励贸易的措
施，促进贸易一体化。它还强调了在区域加强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工作，以及需要提高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因为后者可能会提供技
术转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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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和10个国际开发性银行同意加
大对发展的融资 。

政策建议

基金组织和开发银行对2030年议程的承诺
继2015年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后，2016年10月，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和10家
多边开发银行的行长们通过了关于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声明。

执董会于2016年12月讨论的这份文件概述了一
个旨在降低灾害的经济和人力成本的风险管理
框架包含哪些关键要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
作用。该文件强调，必须在灾害到来之前规划
应急融资，也需要气候变化融资，以减缓和适
应风险。

这些机构承诺加强协调与合作，以解决2030年
议程中的关键问题，包括被迫流离失所、基础
设施、城市化、气候融资和私人投资。它们同
意加大努力，“利用、调动和促进各级资源”
以扩大发展融资。它们还将扩大政策指导和技
术援助，以支持各国努力扩大国内资源调动。

执董们同意，加强国内政策对于削减与自然
灾害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成本至关重要。他们强
调，需要提前确定风险和脆弱性、投资可以降
低风险的方案和项目，并制定应急预案。

减少海湾国家对石油的依赖
基金组织中东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心与阿拉伯经
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于2016年5月在阿拉伯基金总
部举办了一场题为“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合作委
员会国家经济多样化之路”的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是这两个机构联合组织的一系列活
动的第四次活动，目的是促进海湾合作委员会
国家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以确保在长期战略基
础上实现持久发展，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小国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能力
执董会讨论了一份关于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和贷款如何满足小国不断变化的需求
的文件，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小国造成的
挑战进行了研究。2016年“小国抵御自然灾害
和气候变化的能力——基金组织的作用”参考
了2015年一份跨国研究中关于量化自然灾害影
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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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董们同意，小国应设法制定更多在自然灾害
后使用的融资安排，鼓励更广泛地使用应急融
资安排、区域保险基金以及巨灾债券。执董们
欢迎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持续使用基金组织的
快速信贷和快速融资工具，支持工作人员的建
议，即将正在经历严重灾害相关损失的国家每
年利用贷款的限额提高到该国份额的60%。
执董会还强调了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在帮助小国
建立抵御气候事件的能力方面的作用。

基金组织向中非共和国提供支持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在2017年1月
访问中非共和国期间重申了基金组织对脆弱国
家的承诺。访问期间，总裁表示决心支持该国
努力实现强劲和包容性增长，以及被国内冲突
摧毁的民族和解。

经济监督

总裁说：“我们清楚的是，应对脆弱性不仅仅
是需要更多钱的问题。必须将重点落实到建设
和平、恢复社会凝聚力和组建有效政府上来。
捐助者之间的密切协调也很关键。需要用全面
的方法为经济稳定和增长奠定基础。在协同努
力方面，基金组织可以为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国
家提供很多帮助。”

确保伊斯兰银行国家的金融稳定
伊斯兰金融是指按照伊斯兰教教法、原则和
规则提供金融服务。伊斯兰教教法不允许接收
和支付 riba （利息）、gharar （过度的不确定
性）、maysir （赌博）、卖空或者它认为对社
会有害的融资活动。相反，商业交易当事方必
须分担风险，共享收益，且交易必须具有真实
的经济目的，没有不适当的投机行为，不涉及
对任何一方的任何剥削。
基金组织与成员国在伊斯兰银行业问题上的合
作已有二十年，并与国际机构就有关银行业标
准的问题开展了合作。近年来，与成员国的正
常交往期间出现的伊斯兰银行问题要求基金组
织更多地正式参与其中。
2017年2月，执董会首次正式讨论伊斯兰银行
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基金组织在这方面作用
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份
题为“确保伊斯兰银行国家的金融稳定”的
文件。

执董们同意，伊斯兰银行为许多成员国提供了
加强金融中介和包容性，并为经济发展筹集资
金的机会。他们指出，伊斯兰银行的发展对监
管当局提出了挑战和风险。执董们要求加大努
力，建立一个政策框架，促进伊斯兰银行的金
融稳定和稳健发展，特别是对于伊斯兰银行已
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更是如此。
执董们支持采用工作人员建议的方法，在基金
组织经济监督、规划设计和能力建设中制定和
提供政策建议。他们还呼吁工作人员继续支持
国际标准制定者和其他国际机构在缩小伊斯兰
银行监管框架的差距方面所作的工作。
执董们认为，可以考虑建议将伊斯兰金融服务
委员会制定的伊斯兰银行业金融监管核心原则
正式承认为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标准与准则倡
议下的标准。供委员会批准的正式建议将载于
2018财年提交审议的文件。

应对资本流动的全球性方法

我们做什么

总裁还利用向国民大会发表演讲的机会，强调
基金组织致力于加强与脆弱国家的合作，这也
是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的内容。

资本流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
可提供直接和间接的重大好处。与此同时，资
本流动也会带来风险，各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
战是如何在利用好处的同时管理风险。2012
年，基金组织通过了关于资本流动自由化和管
理的机构观点，以帮助确保为成员国提供明确
且一致的政策建议。
2016年12月，执董会讨论了一份题为“资本流
动——机构观点经验回顾”的文件。这份文件
着重介绍了各国如何处理与资本流动有关的宏
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挑战，以及在资本流动自由
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通过机构观点的视角对
这些政策应对措施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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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董们欢迎对自机构观点通过以来对机构观点
经验的回顾；他们认为这仍然重要，目前不需
要进行实质性调整。
执董们指出，资本接收国的政策挑战通常从应
对资本流入激增转为处理资本流动逆转，同时
继续管理波动性。他们注意到，政策应对措施
基本上与机构观点相一致。执董们对资本账户
持续逐步朝进一步自由化的趋势发展持积极的
态度。
执董们支持开展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流动
政策相互作用的跟进工作，特别是关于宏观审
慎政策框架在解决资本流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金
融风险方面的作用。执董们认为，基金组织倡
导用更为一致的全球性办法来处理资本流动是
有意义的，包括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这么做。
他们强调，如机构观点中所强调的，在确定适
当的政策应对措施时，需要考虑具体国家的宏
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因素。

管理政府补助和就业
政府补助和就业政策对于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
经济运行至关重要。它们对财政政策和财政可
持续性也有重要影响。在2016年5月举行的非正
式会议上提交给执董会的一份题为“管理政府
补助和就业——制度、政策和改革挑战”的政
策文件分析了与政府工资单相关的问题。
这份文件与一份关于案例研究的补充文件，概
述了未来几十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支出压力将会增加。需
要有效管理工资单支出，确保以符合成本效益
和财政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这份文件
指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
适当的财政规划、有竞争力的报酬，以及灵活
应对人口和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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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在2016年9月中国举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
前，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撰写了一份题为“二十
国集团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的背景文件。
这份文件包含了对二十国集团每个成员国的建
议，涉及改革政府政策、法规和制度，以改善
经济运行，让市场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在几
乎所有经济体都低于潜在产出运行的时候促进
增长。
这份文件指出，如果能同时结合单个国家的
具体情况，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周期中
所处位置，以及支持改革的能力，那么结构性
改革将更能促进增长。一个国家的产出缺口越
大，就越应当优先考虑结构性改革，如放松产
品市场管制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主权债券强化条款
2014年，执董会批准将强化的平等待遇条款和
集体行动条款纳入新的国际主权债券。强化条
款补充了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改革，旨在有必
要进行重组时实现及时和有序的主权债务重组
的总体目标，并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
2016年12月，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向执董会提交
了关于将这些强化合同条款纳入主权债券合同
的第二份进度报告。这份报告概述了在纳入强
化集体行动条款和经修订的平等待运条款方面
持续取得的重大进展。截至2016年10月31日，
仍有大量没有强化条款的未偿债务，数额为
8460亿美元，并正在缓慢减少。

取消代理银行关系
代理银行是代表另一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金
融机构。它可以方便电汇、商业交易、接受存
款，并代替其他金融机构收集文件。代理银行

经济监督

代理银行关系促进了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却
在一些国家承受着重压，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尤其严重。这些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上升，原
因是它们的跨境流动通过少数代理银行而集中
在一起，或者通过其他安排得以维持，而这可
能会推高成本。这种脆弱性会使金融服务更加
昂贵，并对银行的评级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削
弱这些国家的长期增长前景和金融包容性。
代理银行关系萎缩的趋势成为2017财年基金组
织工作的一个重点。执董会于2017年4月讨论
了一份题为“近期代理银行关系趋势——进一
步考虑”的工作人员报告。这份报告是对2016
年6月发布的题为“取消代理银行关系：一个
政策行动案例”的文件的跟进。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关于取消中东地区代理银行关系的联合
文件于2016年9月发布。2017年4月发布了一份
题为“太平洋小国代理银行的挑战”的文件。
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2016年11月在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西班牙港举行的2016年高级别加勒比论
坛上发表演讲，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次论
坛由基金组织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共同举
办，与会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来自该地区的
四位总理、四名财政部长以及九名央行行长。

工作人员报告分析了代理银行关系取消的原
因，并重点关注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它还评
估了政策应对措施和行业举措的可行性和影
响。它向基金组织提出了一种方法，通过经济
监督（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和能力建设活动，
进行风险监测并对成员国提出建议。为实现这
些目标，基金组织将继续与金融稳定委员会、
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金融行动工作组、支
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进行合作。
在讨论工作人员报告时，执董们强调代理银行
关系在促进全球贸易和汇款以及支持经济增长
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他们欢迎为应对代理银
行关系出台的各种举措，并警告说，鉴于存在
众多驱动因素，对取消代理银行关系的应对措
施需要根据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而定、确定
优先次序和按顺序进行。他们强调，公共和私
人利益相关方需要加强和协调集体努力，并强
调基金组织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的关键作用。

我们做什么

最有可能被国内银行用于为在国外发起或完成
的交易服务，充当国内银行在海外的代理人。

全面、一致和协调的经济政策方法
2017财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如何有
效促进其增长因而成为经济政策国际讨论的核
心。2016年9月，基金组织发布一份题为“政策
空间受限时的宏观经济管理：全面、一致和协
调的经济政策方法”的文件，其认为“存在有
效政策的空间，适当时应予以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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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认为，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全面、一
致和协调地”运用政策。

数据。相关公布必须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表进
行，数据易于访问，包括易于在机器间传输。

单个国家的全面政策行动利用政策的协同作
用，使总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这需要在使用
货币、财政和结构政策时相互支持。

这项工作正在促进国际合作，非洲开发银行和
泛美开发银行为安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开放
数据平台）提供实际支持，该平台存有非洲和
西半球若干国家的国家概要数据网页。

一致的政策框架可确定长期政策预期，同时在
必要时允许中短期的调节。
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政策能放大单个国家
政策行动的有用效果。在极低利率和较大产出
缺口存在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国
际协调可提高全球GDP。

本财年内，有17个国家实施了e-GDDS。这些
国家中有以下十三个国家公布了国家概要数据
网页：贝宁、洪都拉斯、牙买加、马拉维、纳
米比亚、巴拉圭、萨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

数据缺陷倡议
数据

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增强版
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增强版是数据公
布倡议的最高一级，主要面向在国际资本市场
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体，以及金融机构全球
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在2017财年，以下四个经
济体加入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增强
版：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和丹麦。

强化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
根据基金组织执董会2015年5月批准的强化的数
据公布通用系统（e-GDDS），国家当局承诺公
布支持其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政策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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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欢迎关于数据
缺陷倡议第二阶段（DGI-2）的第一份进度报
告，并支持关于实施20项建议的拟议行动计
划。为推动这项举措，2017年DGI-2工作计划
包括四个专题研讨会，涉及数据共享、保险部
门系统性风险数据缺陷、机构部门账户以及金
融稳健指标。

货币构成的新数据发布
2017年3月，基金组织公布了官方外汇储备货币
构成（COFER）季度数据，首次单独列出了中
国货币——人民币的持有情况。2016年2月26
日，基金组织执董会同意，根据其将人民币纳

经济监督

阿根廷通过国际标准
为支持执董会监测改善阿根廷宏观经济统计数
据的工作，基金组织在2016年对该国统计部门
（INDEC）进行了三次技术援助访问。两个代
表团审查并帮助制定了新的国家消费者价格指
数，新指数大致反映了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
定于2017年7月发布，包括阿根廷六个地区的指
标。第三个代表团帮助阿根廷实现对外部门账
户与最新的统计标准相协调一致。

关于全球金融稳定的货币和金融统计
通过其能力建议工作，基金组织统计部继续推
动扩大货币统计的覆盖范围，将非银行金融机
构包括在内。这将促进资产负债表方法用于宏
观金融监督。截至2017年4月，已经公布了47个
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数据。

金融稳健指标研讨会
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健指标有助于评估金融体系
的优点和脆弱性，为金融稳定性分析和制定宏
观审慎政策提供宝贵见解。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需要提交金融稳健指标报告，作为其定期检查
成员国经济健康状况的一部分。
2017年4月，基金组织举办了金融稳健指标研
讨会，来自36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80多人
参会。研讨会旨在介绍金融稳健指标优先清单
的选择，以及金融稳健指标编制指南的修订情
况。与会者表示强烈支持基金组织为编制金融
稳健指标提供统一框架的工作，认为金融稳健
指标有助于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稳定分析。他
们支持扩大金融稳健指标的覆盖范围，将其他
金融公司的子部门也包括其中。

本财年内，基金组织统计部举办了知识共享会
议，协助各国编制和公布金融稳健指标，资金
来自日本管理的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账
户和英国国际开发局。由于这些努力，报告金
融稳健指标的国家数量从2009年底的46个增加
至2017年4月的124个（图2.1）。 在非洲，2017
年4月报告金融稳健指标的国家数量达到26个，
而2013年底只有5个。

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
世界银行估计，有20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超
过全球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没有正规金融机
构的账户。金融包容性工作旨在确保所有家庭
和企业，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都能够获得并
有效利用改善生活所需的适当金融服务。
基金组织每年进行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这是
关于金融包容性的数据来源。第七次调查基于
传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数字金融服务提供者
的数据，于2016年10月发布。该数据库包含
2004年至2015年期间189个经济体的150多个序
列数据。

我们做什么

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定，对COFER调查
进行修改，从2016年10月1日起，允许对人民币
进行单独列示。

数字金融服务在促进金融包容性传播方面的作
用在2016年得到二十国集团的认可，促成对二
十国集团金融包容性指标进行修订。自2012年
图 2.1
各地区报告金融稳健指标的国家数量，
2009–2017年（截至2017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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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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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一直是金融包容性
指标的官方来源之一。
人们对性别相关的金融包容性统计数据的兴趣
日益增加，因此对一些政府进行了试点调查，
以评估其编制和公布这种统计数据的能力。试
点调查结果和最新调查结果可在金融服务可得
性调查网站查阅。

标准与守则倡议
“标准与守则”是指机构环境的各方面——经
济和金融政策的游戏规则。具有监管完善和透
明的机构的国家往往经济健康和金融稳定程度
更高，因此，采用和实施国际公认的标准与守
则符合各国自身的利益。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遵守国际标准只是危机预
防的一个要素：差距和弱点依然存在，严格
的后续行动至关重要。根据不断发展的最佳做
法，对若干领域的标准和守则进行了更新；其
他领域仍在考虑之中。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可三大类的国际标准：
政策透明度：基金组织已经制定了这些领
域的标准。在财政政策透明度方面，基金组
织《财政透明度守则》四大支柱中已经发布三
个。关于资源收入管理的第四个支柱目前正在
制定中，已经进行了两轮公共咨询和在该领域
的多个试点。

机构和市场基础设施：这一领域的标准和相
应的评估方法由专门的标准制定机构制定，并
吸纳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大量建议。

n

此外，危机解决和存款保险领域的一个标准将
在守则倡议2017年审查期间由基金组织执董会
核准。
应成员国的要求，基金组织和/或世界银行可能
对标准和守则的遵守情况进行评估。每月也会
对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接受国遵守数
据公布的情况进行监测。财政透明度评估根据
《财政透明度守则》对各国进行评估。
自2011年上一次审查“标准和守则倡议”以
来，数据和统计方面已经做了若干改进，其中
包括2012年强化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2012年
建立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增强版，并在2015年强
化了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用于综合
评估国家数据质量的数据质量评估框架于2012
年更新，以反映其他的评估经验、统计方法的
更新（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和2009年《国际收
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以及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货币统计数据覆盖
范围扩展至其他金融公司。

n

金融部门监管：专门的标准制定机构已经制
定这些领域的标准和相应的评估方法。此外，
关于危机解决的新标准将在守则倡议2017年审
查期间由基金组织执董会核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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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的财政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是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公共财
政对外报告的全面性、清晰度、可靠性、及时
性和相关性，对于有效的财政管理和问责至关
重要。它有助于确保政府在做出经济决策时能
够准确了解其财政状况，包括政策变化的成本
和效益，以及财政前景的潜在风险。它也为立
法机关、市场和公民提供所需的信息，对政府
进行问责。此外，财政透明度便于对财政发展

经济监督

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度守则》和评估是基金
组织当前加强对成员国财政监督、决策和问责
工作的关键要素。该守则是披露公共财政信息
的国际标准。它包括围绕四个支柱建立起来的
一套原则：（1）财政报告；（2）财政预测和
预算编制；（3）财政风险分析和管理；以及
（4）资源收入管理。对于每项透明度原则，守
则均区分基础的、良好的和先进的做法，让各
国了解完全遵守守则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并确
保其适用于基金组织广大成员国。
2017财年期间，基金组织发布了对危地马拉、
肯尼亚、突尼斯和英国的财政透明度评估。
危地马拉正在进行实质性改革，以提高透明度
和加大反腐力度。由于可用信息丰富，与公共
部门执行预算有关的系统也已到位，使公众能
够很方便地获取大量财政数据。需要改善的领
域主要是整合公共部门账户和管理财政风险。
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
下，肯尼亚开展重大权力下放改革，使财政透
明度至关重要，而肯尼亚预计将于2024年与其

东非合作伙伴形成货币联盟，财政透明度就显
得更为重要。肯尼亚在守则的几项标准上得分
较高。在三大支柱方面，有13项原则处于良好
或先进水平，16项被评为基础水平。财政预测
和预算编制大致符合良好或先进做法，但在未
来支出估计的可信性、管理和监督投资项目、
公布经修订的预算，以及使支出规划与中期部
门优先事项相结合等方面有待改进。还确定了
财政报告和财政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评估为
政府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1年革命之后，突尼斯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
刻变化，其中包括旨在使公共财务管理现代化
和提高公共财政透明度的改革。虽然突尼斯
在守则的一些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但许多领
域仍需要改进，以使国家做法符合国际标准。
在受评估的原则中，10项被评为良好或高级
水平，11项被评为基础水平，14项不符合标
准。整合并公布现在分散的信息可在短期内
提高财政透明度。

我们做什么

状况进行国际监督，并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财
政溢出效应的传导风险。

英国在守则的所有支柱上都获得了高分。
在评估的原则当中，有23项被评为高级
水平，10项为良好，9项为基础水平。
在财政报告和自然资源收入管理方
面，透明度做法最强。有四项评估原
则的透明度未达到基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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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基金组织的贷款旨在帮助成员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稳定其
经济及恢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危机化解作用处于基金
组织贷款的核心。同时，全球金融危机突出表明，需要建立
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帮助各国应对不利冲击。因此，近
期贷款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增添新的危机防范工具，对
基金组织传统的危机化解职责起到补充作用。与开发银
行不同，基金组织不为特定的项目提供贷款，而是向可
能面临外汇短缺的国家提供资金，以使它们有时间调
整经济政策和恢复经济增长，而不必采取破坏本国或
其他成员国经济的行动。总的来说，基金组织有两类
贷款，一是按非优惠利率提供的贷款，二是以优惠
条件（低息或无息）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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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优惠融资活动

2017财年，执董会批准了基金组织非优惠融资
机制下的15项安排，共计982亿特别提款权（按
2017年4月28日特别提款权/美元汇率0.729382折
算，为1347亿美元）。对三个成员国的灵活信
贷额度下的预防性安排（墨西哥为624亿特别提
款权、哥伦比亚为82亿特别提款权和波兰为65
亿特别提款权）占这些贷款承诺的78%。所有
这三项灵活信贷额度下的安排是之前到期或取
消的安排的后续安排。
表 2.1
2017财年普通资金账户批准的安排

此外，在中期贷款下对以下国家的安排占到
14%：埃及（86亿特别提款权）、突尼斯（21
亿特别提款权）、斯里兰卡（11亿特别提款
权）、约旦（5亿特别提款权）、波黑（4亿特
别提款权）、科特迪瓦（3亿特别提款权）、
格鲁吉亚（2亿特别提款权）和摩尔多瓦（1亿
特别提款权）。新安排中的5%为针对以下国家
的备用安排：伊拉克（38亿特别提款权）、牙
买加（12亿特别提款权）和苏里南（3亿特别
提款权）。
对摩洛哥总额为25亿特别提款权的后续预防性
和流动性额度安排占剩余的3%。表2.1详细列出

（百万特别提款权）
成员国

安排类型

生效日期

批准金额

波黑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9月7日

哥伦比亚

24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2016年6月13日

443.0
8,180.0

科特迪瓦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12月12日

325.2

埃及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11月11日

8,596.6

格鲁吉亚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7年4月12日

伊拉克

36个月备用安排

2016年7月7日

3,831.0

牙买加

36个月备用安排

2016年11月11日

1,195.3

约旦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8月24日

514.7

墨西哥

24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2016年5月27日

62,388.9

摩尔多瓦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11月7日

86.3

摩洛哥

24个月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

2016年7月22日

2,504.0

波兰

24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2017年1月13日

6,500.0

斯里兰卡

36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6月3日

1,070.8

苏里南

24个月备用安排

2016年5月27日

342.0

突尼斯

48个月中期贷款

2016年5月20日

2,045.6

总计

我们做什么

新的安排

210.4

98,233.8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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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财年批准的安排，图2.2显示了过去十个财
年批准的安排。

图 2.2

2017财年期间，普通资金账户融资安排下的
拨付（称为“购买”）总额达到58亿特别提款
权（80亿美元），其中埃及、伊拉克、巴基
斯坦、斯里兰卡、突尼斯和乌克兰的购买占到
90%。此外，执董会于2016年7月批准了对厄瓜
多尔的快速融资工具下2.616亿特别提款权（约
3.587亿美元）的购买。

（十亿特别提款权）

本财年的偿还（称为“回购”）总额为55.5亿
特别提款权（76亿美元），其中包括葡萄牙提
前回购33.1亿特别提款权（46亿美元）。由于
购买稍多于回购，普通资金账户未偿信贷存量
从一年前的478亿特别提款权（654亿美元）增
至483亿特别提款权（662亿美元）。图2.3显示
了过去十个财年的非优惠贷款余额存量。

普通资金账户下的借款
基金组织是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在落实了第
十四次份额总检查下的份额增加之后，其份额
资金翻了一番。但借入资金在补充份额资金

墨西哥计划将基金组织
提供的880亿美元的灵活
信贷额度作为预防性贷
款，但可以随时提取用
于危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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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30日的各财年中普通资金账户批准的安排 ，
2008-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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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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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非优惠贷款余额，2008–2017财年
（十亿特别提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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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方面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借款安排”
（NAB）是一组与38个成员国之间的信贷安
排，总额约为1800亿特别提款权，它是份额之
后的第二道防线，双边借款则是份额和新借款
安排之后的第三道防线。
2016年8月，鉴于全球经济持续的不确定性和
结构性变化，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一个新
的双边借款框架，允许基金组织暂时维持从成
员国获得双边借款的渠道，以防止贷款能力急
剧下滑。新框架下的借款协议共同的最高期限

为2020年12月31日，初始期限为2019年12月31
日，经债权人同意可延长一年。截至2017年4月
30日，有35个成员国承诺了总额约为3000亿特
别提款权或4000亿美元的双边借款。
2016年11月，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新借款安排
再延长五年，从2017年11月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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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户信贷的财务条件
本表列示主要的非优惠贷款。备用安排长期以来一直是基金组织的核心贷款工具。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金组织加强了其贷款工具。
主要目标是通过设立灵活信贷额度（FCL）以及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PLL）来增强危机防范工具。此外，通过设立快速融资工具（RFI）取代了
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政策，该工具可以在广泛的情况下使用。

信贷机制（设立年份） 1

目的

条件

分阶段和监测

备用安排 (SBA) (1952年)

向面临短期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
提供中短期援助

成员国采取政策使人相信其国际收
支困难将在合理的期间内得到解决

视遵守绩效标准和其他条件的情况，
每季度购买（拨款）一次

中期贷款
(EFF) (1974年)
(中期安排)

提供较长期的援助，以支持成员
国为克服长期国际收支困难而实
施的结构改革

实行最长为四年、带有结构性议程
的规划，并每年提交一份关于今后
12个月政策的详细说明

视遵守绩效标准和其他条件的情况，
每季度或每半年购买（拨款）一次

灵活信贷额度
(FCL) (2009年)

信贷档的灵活工具，针对所有
国际收支需要，无论是潜在需
要还是实际需要

事先具有十分强劲的宏观经济基
本面、经济政策框架和政策记录

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 (PLL)
(2011年)

可供具有稳健基本面和政策面的
国家使用的工具

强健的政策框架、对外状况和市
场筹资能力，包括金融部门具有
稳健性

大额前倾式提款，每半年检查一次
（对于1–2年的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

快速融资工具 (RFI) (2011年)

为所有面临国际收支紧急需求的
成员国提供的快速融资援助

需努力解决其国际收支困难（也许
需采取先期行动）

直接购买，不需要执行全面的规划
或检查

在贷款安排的整个期间内，可以先
期提用批准的限额，但一年后需完
成中期检查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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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户贷款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的认缴资本。基金组织为每个国家确定一个代表该国资金承诺额度的份额。成员国用基金组织接受的外币或特别提款
权缴纳其部分份额，其余部分用其本币缴纳。拨付或提取基金组织贷款的方式是由借款国用本币从基金组织购买外币或特别提款权资产。借款国通过用外币从基金组织
购回本币而偿还贷款。

2

从普通资金账户拨付的资金的收费率设定在比每周的特别提款权利率（当前为100个基点）高一定幅度。该费率适用于在基金组织每个财政季度内从普通资金账户提取的
所有资金的每日未偿余额。此外，除了储备档提款之外，对从普通资金账户提取的每笔基金组织资金收取0.5%的一次性服务费用。对于根据备用安排、灵活信贷额度、
预防性和流动性信贷额度、中期安排在每个（年度）期间可能提取的金额，收取预支承诺费（对不超过份额115%的承诺额收取15个基点，对超过份额115%但不超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贷款限额 1

收费 2

还款期限（年）

分期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的数额收取200个基点
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三年以上的数额，在上述附加
费基础上再收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3

3¼–5

每季度

年度：份额的 145% ；
累计：份额的 435%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的数额收取200个基点
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51个月以上的数额，在上述附
加费基础上再收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3

4½–10

每半年

年度：份额的 145% ；
累计：份额的 435%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的数额收取200个基
点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三年以上的数额，在上述
3
附加费基础上再收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

3¼–5

每季度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的数额收取200个基点
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三年以上的数额，在上述附加
费基础上再收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3

3¼–5

每季度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的数额收取200个基点
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187.5%三年以上的数额，在上述附加
费基础上再收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3

3¼–5

每季度

没有预先规定的限额

6个月的限额为份额的125%；对于1–2年的安
排，获批时立即可用的限额是份额的250%；
在取得12个月的满意进展后，总限额可达份
额的500%

年度：份额的 37.5% ；
累计：份额的 75%

我们做什么

贷款

575%的部分收取30个基点，对超过份额575%的部分收取60个基点）；在以后根据有关安排提款时，按比例退还这项收费。
3

2000年11月开始实行附加费。新的附加费体系于2009年8月1日生效，2016年2月17日对体系进行了更新，现有安排可以有限地适用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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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优惠贷款机制
有三个针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贷款机制。
中期信贷(ECF)

备用信贷 (SCF)

快速信贷 (RCF)

目标

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并维持与强劲和持久减贫与增长相一致的稳定而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状况

目的

解决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

资格

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下具有资格的国家

限制条件

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安排实施期
间内有实际的融资需要，尽管在批准或
拨付贷款时不一定有这种需要

减贫与增长战略

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应与国家掌控的减贫与增长目标相协调，并应着眼于支持能够保护社会支出和其他重点支出的政策

满足短期国际收支需要

批准时有潜在（预防性用途）或实
际的短期国际收支需要；每次拨付
时必须有实际需要

低限额融资，以满足紧迫的国际收
支需要

有紧迫的国际收支需要，而高信贷档
规划不可行或不必要1

提交减贫战略（PRS）文件

不要求提交PRS文件；如果融资需要
持续存在，SCF使用国将申请有相应
PRS文件要求的ECF

不要求提交PRS文件

条件

高信贷档；调整路径和时间有灵活性

高信贷档；旨在解决短期的国际收
支需求

不采用高信贷档条件，也不采用基于
事后检查的贷款条件；利用实施记录
来确定是否符合重复使用资格（在冲
击窗口下除外）

限额政策

年度限额为份额的75%；累计限额（扣除计划还款）为份额的225%。限额是基于所有PRGT信贷余额。特殊限额：年度
限额为份额的100%；累计限额（扣除计划还款）为份额的300%
标准与次限额2
对于在所有贷款机制下获得的优惠基
金组织信贷总余额不超过份额75%的国
家，每项三年期ECF安排的限额为份额
的90%；对于优惠信贷余额在份额75%
和150%之间的国家，每项三年期安排
的限额为份额的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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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所有贷款机制下获得的优惠基
金组织信贷总余额不超过份额75%的
国家，每项18个月SCF安排的限额为
份额的90%；对于优惠信贷余额在份
额75%和150%之间的国家，每项18
个月安排的限额为份额的 56.25% 。

RCF没有限额规定。
次限额（鉴于没有高信贷档贷款条
件）：任一时点的未偿RCF信贷总存
量不得超过份额的75%（扣除计划还
款后）。12个月期间的RCF限额设定
为份额的18.75%，在冲击窗口下，
为份额的37.5%。2015年7月1日之后
的RFI购买额计入适用的年度和累计
限额。

贷款

中期信贷(ECF)

融资条件 3

混合

利率：零
偿还期：5½–10 年

备用信贷 (SCF)

快速信贷 (RCF)

利率：0.25%
利率：零
偿还期：4–8 年
偿还期：5½–10 年
预防性安排下对可供提用但未提用
的数额收取的可提费：0.15%

基于人均收入和市场筹资能力；与债务可持续性挂钩

否

是，年度限额为份额的56.25%，平
均年度限额为份额的37.5%

否

期限和重复使用

3–4年（可延长到5年）；可重
复使用

12–24个月；使用限于任何5年中的
2½年4

直接拨付；重复使用是可能的，但受到贷款限额和其
他要求的约束

普通资金账户（中期贷款 / 备用
安排）

普通资金账户（中期贷款/备用安
排）和政策支持工具

普通资金账户（快速融资工具和政策支持
工具）；RFI下的信贷计入RCF限额

同时使用

我们做什么

预防性用途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1

高信贷档标准贷款条件是一套与规划有关的条件，旨在确保基金组织的资金有助于实现规划目标并得到充分保障。

2

当优惠信贷余额超过份额的150%时，限额标准不适用。在那些情况下，根据相当于份额225%的限额（或特殊限额为份额的300%）、对未来需要基金组织支持的预
期以及偿还计划来确定贷款限额。

3

基金组织每两年对所有优惠贷款的利率进行检查。最近一次检查是在2014年12月进行的。在这次检查中，考虑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执董会批准将优惠贷款
免息政策延长到2016年12月底。2015年7月，执董会将RCF利率设定为零。

4

时间限制不考虑视作预防性的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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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融资活动

2017财年，基金组织通过减贫与增长信托支持
的规划向低收入发展中成员国承诺贷款共计11
亿特别提款权（15亿美元）。截至2017年4月
底，对52个成员国的优惠贷款余额总计达到63
亿特别提款权。表2.4详细提供了有关基金组织
优惠融资工具下的新安排和额度增加的信息。
图2.4显示了过去十年的优惠贷款余额。
考虑到不断变化的需求，基金组织的优惠融资框
架定期接受检查。2015年，基金组织采取措施加
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网，这是国际社
会支持各国实现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
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主要变动包括：（1）将减
贫与增长信托优惠贷款的标准和限额提高50%；
（2）对于同时从基金组织获得减贫与增长信托
贷款和普通账户资金贷款的国家，将优惠与非优
惠融资的组合比例从1:1调整为1:2；以及（3）
将快速信贷下的快速拨款的利率永久设为零，为
处于脆弱状况、遭受冲突或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
家提供援助。

表 2.4
2017财年减贫与增长信托下批准和增扩的安排
（百万特别提款权）
成员国

阿富汗
贝宁
中非共和国
科特迪瓦
马达加斯加
摩尔多瓦
尼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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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0日
2017年4月7日
2016年7月20日
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7月27日
2016年11月7日
2017年1月23日

批准金额

32.4
111.4
83.6
162.6
220.0
43.1
98.7
751.8

小计
增扩的中期信贷安排1

布基纳法索
乍得
利比里亚
马拉维
马里

2016年12月16日
2016年11月11日
2016年12月16日
2016年6月20日
2016年6月8日

4.5
33.6
27.7
34.7
68.0
168.5

小计
新的备用信贷安排

卢旺达

2016年6月8日

144.2
144.2

小计
快速信贷下的拨付

海地
小计
总计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1

随后于2016年11月举行的执董会讨论澄清了这
一金融安全网适用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包括符
合减贫与增长信托贷款资格的成员国利用普通
账户资金、混合政策以及准则在确定融资限额
方面的作用。此外：

生效日期

新的三年期中期信贷安排

对于增扩安排，只显示增加的金额。

2016年11月18日

30.7
30.7
1,095.1

贷款

图 2.4
优惠贷款余额，2008–2017财年
（十亿特别提款权）
7
6
5
4
3
2
1
0
2008
一季度

二季度

2009
三季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四季度

2016年10月，决定将所有优惠贷款的利率设
定为零，直至2018年12月31日。利率设定机制
也得到修改，这样的话，只要且当全球利率处
于低位，优惠贷款利率将一直为零。
n

2017年5月，基金组织还探讨了如何更好地协
助各国，包括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贷款资格、
因重大自然灾害而突然面临国际收支压力的成
员国。
n

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筹资活动，使新的PRGT贷款
资金扩大到110亿特别提款权，以便支持基金组
织继续向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成员国提供优惠贷
款。截至2017年4月30日，基金组织已与28个潜
在贷款方（包括14个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
达经济体的新贷款方）接触，其中16个已确认
出资意向。在这组成员国当中，已确定10个新

的贷款捐款，数额达77亿特别提款权。这包括
新的贷款方——瑞典。

我们做什么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关于减免债务，重债穷国（HIPC）倡议已基
本完成。39个合格或潜在合格的国家中共有
36个已经受益，乍得是其中最近一个受益的国
家，2015年4月获得了1700万特别提款权的债
务减免。基金组织也可通过2015年2月设立的控
灾减灾信托（CCRT）向合格国家提供减债赠
款。CCRT向面临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特
别支持，这些灾害包括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的
威胁生命、传播迅速的流行病，也包括其他类
型的灾难（如大范围地震）。迄今为止，基金
组织通过该信托向三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
亚和塞拉利昂）提供了债务减免。此外，2010
年，海地从之前的灾后债务减免信托获得1.78
亿特别提款权的债务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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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对规模，另一个则是基于份额的指标，用于评
估国家风险的规模。

加强规划后监测框架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基金组织的贷款大幅增
加。对于不再有规划关系但具有大量基金组织
信贷余额的成员国，规划后监测（PPM）为基
金组织的密切参与工作提供了框架。这是基金
组织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关注成员
国偿还基金组织贷款的能力，并就可能危及基
金组织资金的政策提出早期预警。

执董们支持采取更加基于风险和重点突出的
PPM框架，欢迎风险分析和监测中采用创新技
术和指标。执董们认为设立阈值有助于确保对
基金组织资金的大量风险暴露进行适当监测，
并认为根据基金组织的损失吸收能力校准这种
阈值是合理的。

执董们同意，应当保留基于份额的阈值作为支
2016年7月，执董会讨论了一份题为“加强规划 持。有人支持将阈值提高到份额的200%，接近
后监测框架”的工作人员报告。该报告探讨了 于对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户下风险暴露适用基
加强现行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必要性，突出强调 于风险水平的附加费时的值。
了适应PPM报告内容的替代方案，以改进风险
评估。鉴于近年来基金组织信贷的大幅扩张，
政 策 支持工具
它还讨论了重新调整PPM阈值，使其与基金组
政策支持工具（PSI）为那些不想或不需要利用
织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相符。
基金组织贷款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灵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提议采取更加基于风险和重 活的工具，使它们能够在无借款安排的情况下获
点突出的PPM框架，以便对还款能力风险进 得基金组织的建议和支持。这种非金融性工具是
行详细分析。这份文件提出了基于两个指标 对基金组织减贫与增长信托下贷款工具的有益补
的复合PPM阈值，一个是捕捉信贷余额的绝 充。政策支持工具有助于各国设计有效的经济规
划，向捐助方、多边开发银行和市场发出基金组
织认可成员国政策实力的明确信息。
政策支持工具旨在促进基金组织和成员国家之
间进行密切政策对话，通常是通过基金组织对

2016年10月，基金组
织将对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的贷款利率设置
为0，一直到2018年12
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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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政策支持工具下的政策旨在巩固宏
观经济稳定，推进结构性措施，以促进增长和
就业。这些包括改善公共部门管理、加强金融
部门或建立社会安全网的措施。基金组织执董
会的规划检查在评估规划下的经济表现并使其
适应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016年6月，执董会批准了对乌干达的政策支
持工具延长一年。到目前为止，执董会批准了
对以下七个成员国的18项政策支持工具：佛
得角、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
尔、坦桑尼亚和乌干达。

工作人员监督的索马里规划
索马里正在从近25年的内战中缓慢恢复。脆弱
的机构能力、复杂的宗族政治，以及充满挑战
的安全形势，都使得该国的经济重建复杂化。
因此，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在国
际社会和主要捐助者的持续支持下，索马里联
邦政府启动了重要改革，为国家经济重建奠定
了基础。
索马里的外债很高，几乎全部处于拖欠状态，
这就限制了其向外借款，并且由于持续对基金
组织欠款，也无法获得基金组织的资金。为解
决高额债务积压问题，索马里需要建立良好的

宏观经济绩效记录，落实各项改革，并在索马
里发展伙伴支持下制定缴清欠款和债务减免全
面战略。
自2013年恢复与索马里的关系以来，基金组织
一直与该国保持密切合作。2015年7月，执董会
完成了26年多来对索马里的第一次经济健康检
查（第四条磋商），第二次检查于2017年2月进
行。此外，自2013年来，基金组织已对其开展
了76次技术援助和培训任务。
为了帮助索马里的经济重建工作，并在落实政
策和改革方面建立良好记录，当局申请了基金
组织工作人员监督的规划（SMP）。SMP是国
家当局与基金组织之间的非正式协议，用于监
督当局执行经济规划的情况。SMP不需要经济
援助或基金组织执董会的批准。2016年5月，基
金组织总裁批准了对索马里的SMP，该规划时
间是从2016年5月到2017年4月。SMP下的经济
表现大致令人满意。由于SMP于2017年4月到
期，索马里当局要求执行12个月的后续SMP，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索马里当局于2017年5月就
此达成协议。

我们做什么

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进行每半年一次的评
估。它面向符合PRGT资格且具有减贫战略的国
家，这些国家的政策框架侧重于巩固宏观经济
稳定和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在减贫和增长方面
受限的领域深化结构性改革。对于拥有能够支
持持续良好经济表现的体制的国家，这种改革
将促进强有力和持久的减贫和增长。

该规划旨在重建宏观经济稳定、建立加强宏观
经济管理的能力、重建机构并改善治理和经济
统计。它包括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
改革。考虑到索马里的行政能力薄弱，SMP
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技术援助，并且将加强培
训。成功完成这一规划以及之后的SMP将有助
于为今后基金组织提供经济援助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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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运转良好，则人民兴旺发达。基金组织
的能力建设工作使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如改善在学校、公路和医院方面提供的服
务。这些工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环境稳定，并
提高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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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在提供有关经济和金融问题知识方面
处于全球的中心地位。过去50年里，它在研究
什么样的政策发挥作用、为什么这种政策能促
进增长以及如何最好地实施这种政策方面建立
了世界一流的专业知识和形成集体经验知识
库。基金组织通过实际专家建议、同行学习研
讨会和政策导向培训，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等
政府机构分享知识。通过在国内、从总部和区
域能力建设中心提供专家建议以及亲自参加培
训和在线培训向各国提供这种支持。

编制、公共财务管理、国内外债务以及社会
安全网。这使得政府得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
务，如改善在学校、公路和医院方面提供的
服务。
货币和金融部门政策：与中央银行合作，
使其货币和汇率框架现代化，并与监管机构
合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这提高了国
家的金融稳定，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
贸易。

n

法律框架：帮助各国使其法律和治理框架
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从而能够开展健全的
财政和金融改革、惩治腐败，以及打击洗钱
和恐怖主义融资。

n

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工作侧重于以下几方面：
财政政策：就如何提高收入和有效管理支出
为政府提供建议，包括税收和关税政策、预算
n

统计：帮助各国编制、管理和报告其宏观
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这样可以更准确地了
解其经济状况，并帮助制定更明智的政策。

n

基金组织正在准备2018年基金组织能力建设
战略的五年期检查。2017年2月，执董会提
供了关于检查概念说明的反馈意见（见专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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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任务是对其监督和贷款职
责的重要补充。例如，与各国政府合作完善其
政策和流程，有助于提高基金组织政策建议的
有效性、使机构能够及时跟上创新并帮助其应
对与危机有关的挑战。与之相反，基金组织的
监督和贷款工作可能有助于确定能力建设活动
可在哪些领域对一个国家产生最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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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 2018年基金组织能力建设战略五年期检查
基金组织执董会最近于2013年6月讨论了基金组织的
能力建设战略。这次讨论结果得出了首份能力建设
综合战略，并提出了若干建议，旨在更新能力建设
治理结构、增强优先排序、明确供资模式，并加强
监测和评估。随后，执董会批准了2014年对基金组
织能力建设政策和做法的声明。
自2013年以来，已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加强能
力建设治理和优先排序框架方面。因此，基金组织
能力建设2018年五年期检查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以
系统地检查自那时以来取得的进展，确定仍然存在
的挑战，并列出未来时期的改革重点。为此，正如
执董会在2017年2月24日非正式会议中讨论的概念说
明所指出的，检查将包括前瞻和后顾部分：

基金组织确立了世界一流的专
长，并构建了以下方面的集体经
验库：何种政策能发挥作用、为
何这些政策能促进增长以及如何
实施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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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顾部分将考虑2014年声明中所列出的优先排
序、供资、监测和评估以及能力建设的提供情况。
n

前瞻部分将提供机会，介绍旨在增加能力建设
影响的改革。重点将是提高能力建设的有效性和效
率，同时利用现有优势，包括通过（1）进一步加
强框架，以确保它针对的是国家当局和基金组织所
确定的最重要的国家需求；（2）寻求创新型的能
力建设交付方式；（3）与成员国分享基金组织在
这一领域的知识；（4）进一步将能力建设与基金
组织的监督和政策建议相结合，以及（5）巩固注
重结果的方法。
n

执董会将于2018年5月对能力建设战略检查进行
讨论。2018年检查的结论将反映在关于基金组织能
力建设政策和做法的订正声明中。
n

能力建设

收入调动
加强国内收入绩效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重要目标之一，也被列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一。健全的税收制度是增加收入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基金组织长期以来
一直支持其成员国建立并完善其税收制度和政
策。在过去十年里，基金组织在税收政策和收
入管理方面提供了大量技术援助。许多低收入
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收入调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税收与GDP之比平均上
升了约5 个百分点。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取得了这
种进展，仍然存在重大挑战。
为体现对2015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承诺，基金组织加大了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并制定了与合作伙伴的外部供资协议。基金组
织于2016年8月启动了收入调动信托基金，接替
颇为成功的税收政策和管理专题信托基金，使
援助低收入国家建立其税收能力的资金翻了一
番。收入调动信托基金将有助于整合新的财政
评估工具（见专栏2.2），在全球优先领域如国
际税收和碳税方面提供建议，并支持发展确保
可持续进展所需的培训活动。在本年内，还推
出了自然资源财富管理信托基金新的五年期。
该基金支持具有采矿和石油活动的国家开展能
力建设活动，帮助这些国家更好地管理这些资
源，包括通过税收设计、税收征管和宏观经济
管理。
基金组织正在与成员国合作，通过将这一优先
事项更牢固地纳入其监督职责，提高收入水
平。在将收入调动视为具有宏观重要性的大约
二十个国家，基金组织还在第四条磋商背景下

提供了更多政策建议。基金组织在监督范围内
还扩大了在国际税收政策方面的工作，提供分
析和建议，以协助不同类型成员国应对避税战
略（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基金组织还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
和联合国共同合作制定一项关于中期收入战略
的新倡议，该倡议涉及帮助各国制定和实施包
含税收政策、税收立法和税收征管的综合改革
战略。
基金组织的收入调动工作例子包括：
经过数十年的内战，利比里亚在2011年面临
着改革税法和建立现代收入管理的挑战，以帮
助为急需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与基金组织协
商之后，利比里亚当局制定了一项广泛的改革
规划，重点是改进税收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的
组织架构、加强如审计和纳税人服务等核心职
能，以及通过培训和指导进行能力建设。

n

这些努力为成功建立利比里亚税务局以及以更
有效和注重风险的方式建立管理纳税人的制度
奠定了基础。利比里亚2015年的税收与GDP之
比达到19.25%, 不输于其他同行国家，其税务局
目前在支持政府到203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
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做什么

财政 方 面的 能力建 设 重 点工作

在蒙古，基金组织自2010年以来一直与当局
合作，帮助加强其纳税大户办公室，该办公室
面向近400家公司，其税收约占国内总收入的
50%至60%。基金组织还组织了一个诊断代表
团，旨在评估蒙古在结构、人员配置、法律框
架、核心税收征管流程和计算机系统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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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基金组织显著加
大了帮助成员国调动国内收
入的工作。

蒙古政府和基金组织合作，将纳税人办公室重
组为税收征管单位（使工作人员增加了两倍，
并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矿业审计单位）、发布税
法实际应用行政指导、设计行业专项审计方
式，并采用了新的计算机系统。改革取得了成
功，表现在以电子方式及时报税率提高，欠税
数额大幅减少。

公共财政管理
基金组织与其成员国合作，提供公共财政和公共
投资管理支持，以确保成员国有效利用其财政资
源，并支持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塞内加尔，基
金组织协助经济、财政和规划部持续推进现代化
建设，以及实施该国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议程，以
确保预算总局的顺利过渡和良好变革。
在尼日利亚，基金组织帮助该国政府实行国库
单一账户，现在已包括多数部委、部门和机
构，约占预算支出的98%。从各部委、部门和
机构的银行账户向国库单一账户汇入大量闲置
资金（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金额达到GDP的
2%）。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国库单一
账户的国家之一。
推出新的公共投资管理评估规划有助于基金组
织帮助各国确定其公共投资管理中的优势和不
足。这些评估现在被用于确定改革重点，帮助
基金组织和其他提供者开展后续能力建设，并
激励捐助者提供资金。例如，在多哥，根据评
估结果和建议，世界银行在欧盟的财政支持下
确定了一个1500万美元的项目，主要目的是加
强项目评估、甄选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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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也日益认识到同行学习在促进和鼓励
公共财政管理改革方面的重要性。例如，基金
组织支持拉丁美洲国库论坛（FOTEGAL）作
为分享该地区经验的有用论坛，以及提供培训
和举办研讨会的平台。这些努力帮助该地区的
国家有力改善了国库单一账户的设计和运作、
实行更加积极的现金管理、制定业务连续性计
划，并扩大电子支付工具的使用。

对脆弱国家的支持
基金组织财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关键重点仍然是
对那些制度和决策能力受到冲突或其他冲击影
响的成员国提供支持。例如，在海地，基金组
织帮助提高了机构能力，包括在财政部下设立
一个宏观财政单位，并在政府普遍建立会计职
能。2017年，涵盖预算中央政府的国库单一账
户得到进一步实施。
在马里，自2015年和平协议签订以来，基金组
织将其能力建设工作重点放在关键的支出流
程、现金管理和财政权力下放，后者是和平协
议中的关键条款。在2016－2017年，在基金组
织的协助下，马里当局在升级和推出国库计算
机化会计制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将各级政府
的现金汇集至国库单一账户，并完善了公共投
资管理的关键机构。

能力建设

专栏 2.2. 财政评估工具

在2017财年，税收征管诊断评估工具
（TADAT）在19个国家中得以应用，帮助确定税务
机关的改革重点。
n

随着收入征管国际调查（ISORA）于2016年5月
推出，收入征管财政信息工具（RA-FIT）倡议积极
推进。这为海关和税务机关收集绩效指标提供了一
个便利的平台；已有140多个税务机关完成了调查。
n

收入管理缺口分析项目（RA-GAP）为估算当前
和潜在收入之间的缺口提供了分析依据，在过去一
年里，该工具扩大了范围，以便能够估计企业所得
税的缺口。
n

资源行业财政分析（FARI）工具是一个以模型
为基础的框架，最初旨在支持矿业和石油财政机制
的改革。最近，一些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将该工具用
于纳税合规和风险评估。
n

构提供了参考，其广泛的任务包括对政府财政目标
及其财政影响进行评估。同样，英国FTE于2016年
11月发布，财政大臣在2016年秋季声明中称赞其向
单一秋季财政活动转变的决定，以取代现有的春季
和秋季双重预算。大臣认为，在新的财年开始之前
转为单一财政活动使议会能够对预算措施进行更多
审查。
财政压力测试的设计和发布是执董会文件“分
析和管理财政风险——最佳实践”的一部分。该文
件对冰岛和秘鲁适用了财政压力测试。一些发达经
济体已经开始内部使用压力测试来评估其风险暴露
情况。

n

公共投资管理评估（PIMA）工具是一个全面诊
断工具，可帮助各国从宏观财政角度评估其公共投
资管理实践的实力。该工具于2015年下半年引入，
已经在21个具有不同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得到
应用。2017财年，PIMA工具被用于六个新兴市场
经济体和六个低收入国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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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一直在有效利用财政评估工具，以加强
设计有效和注重结果的成员国能力建设规划的分
析依据。

公共与私人合作关系财政风险评估模型
（PFRAM）由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发，是一个
分析工具，用于评估公共与私人合作关系项目所产
生的潜在财政成本和风险。PFRAM于2016年4月启
动，用于2017财年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新兴市场
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代表团中。
n

财政透明度评估（FTEs）工具评估一国对基金
组织《财政透明度守则》的遵守情况。基金组织在
2017财年进行了五次财政透明度评估，为参与成员
国提供了重要的改革基准。例如，巴西FTE中的建
议为2016年12月讨论建立基于参议院的独立财政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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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 金融 部门能力建 设 方 面的 重 点工作

在世界面临显著经济风险和脆弱性时，基金组
织在货币和金融部门方面的能力建设工作旨在
解决成员国的迫切需求：促进货币和金融稳
定，以及危机防范和管理。这包括在以下核心
领域支持成员国：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中央
银行操作、债务管理和其他金融稳定方面。
基金组织正在应对成员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包
括管理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对汇率政策的影响、
帮助石油出口国进行债务管理能力建设、帮助
成员国从基于合规的金融监管转为基于风险的
金融监管、支持成员国实施巴塞尔II/III，以
及使宏观审慎政策适应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
求。
通过其自然资源信托管理基金，基金组织
将其能力建设扩大至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
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最近出现大幅
波动。这给它们的货币政策框架造成了
压力，因为这些框架通常涉及有管理的
汇率机制（如果不是完全钉住汇率），
也对其金融体系稳定带来压力。基金
组织正在为资源丰富国家的货币和宏
观审慎政策领域增加资金。
2016年11月，基金组织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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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协议，以加强技术合作，支持其金融部门
改革。合作将重点关注证券市场监管、系统风
险监测与防范，以及利益相关方沟通。
以下是基金组织在货币和金融部门方面的能力
建设工作的事例：
中非货币政策现代化：基金组织正在中非经
济和货币共同体加大能力建设活动，以协助当
局管理当前艰难的外部环境。基金组织驻中
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的常驻顾问定期与地区
主管联络，提供培训班和讲习班。在总部，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为来自中部非洲国家银行
（[BEAC]）的官员举办关于实施货币政策和
紧急流动性援助的密集培训。BEAC在其货币
政策框架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有力的自主权，
这反映了多年的能力建设现在正在取得成效。
基金组织计划指定一名长期顾问，在BEAC实施
改革期间为其提供协助。
n

在亚洲建立金融稳定框架：在过去20年里，
随着亚洲金融部门变得日益壮大和紧密相联，
加强对这些金融集团的监管对于发现金融稳定
风险变得至关重要。近年来，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和泰国等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采
用系统方法监测金融稳定状况，并加强了系统
性监督框架和风险分析。泰国央行于2016年启
动了自己的金融稳定单位。菲律宾中央银行也
建立了专门的金融稳定机构。印度尼西亚央行
正在系统性风险评估、宏观审慎监管和压力测
试领域发展相关能力。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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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银行业监管：基金
组织2013年金融部门评估发现，吉尔吉斯共和
国银行业监管的缺陷在于其法律框架。基金组
织开始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合作，建立
风险监督程序，并对该银行的监管人员进行培
训。经修订的监管框架将遵守支持风险为基础
的综合监督的国际标准；审慎准则和业务框架
也在得到加强。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预计
将得到全面实施，包括完善银行的决议、准则
和规定。

n

黑山共和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项目
于2017年启动，重点是了解和评估全范围的风
险、加强审慎框架和评估资产质量，以及提高
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包括中央银行监督这
种风险的能力。监督将有助于保险监督机构采
取风险监督框架，为实施“偿付能力II”制度做
准备。该项目还将支持保险监督机构引入关于
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要求的准则。

n

统计 方 面的 能力建 设 重 点工作

高质量、及时的宏观经济数据是所有经济决策
的基础。基金组织帮助各国编制、管理和报告
其宏观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这可以更准确地
了解其经济状况，包括经济脆弱性和风险，并
帮助政府官员制定知情政策。良好的经济数据
也能传递出有关透明度的信息，促进对政府政
策的信任，从而吸引用这些数据来衡量宏观经
济稳定性的投资者。
在过去五年里，基金组织的统计能力建设增
长了20%以上。在双边和多边合作伙伴的资助
下，多数能力建设是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和脆弱经济体。基金组织通过其14个区域能
力建设中心开展大部分能力建设工作，其中六
个区域能力建设中心位于非洲。基金组织统计
能力建设由长期驻地顾问提供，来自基金组织
总部的短期专家和代表团提供辅助性的工作。
基金组织的支持主要侧重于实体部门和政府
财政统计，同时也针对对外部门统计开展工
作。例如，通过其非洲区域技术援助中心
（AFRITAC）——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科
摩罗、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
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威士兰、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基金组织协助几个国家
重新确定其国民账户统计基期，更新有关经济
结构的信息，进一步发展价格指数，特别是消
费者物价指数。这些工作正在帮助各国提供更
准确的通胀和价格趋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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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加勒比货币联盟银行重组：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之后，东加勒比货币联盟（ECCU）
面临公共债务高企和资金紧张的局面，导致东
加勒比中央银行（ECCB）将三家国内银行进
行委托管理。为了通过加强监管增强其金融体
系，ECCB与基金组织合作，修订银行业立法框
架，提高中央银行监督托管银行所取得进展的
能力。自这项工作开始以来，ECCU目睹现代
银行业立法在全区域内得到实施，该地区的中
期财政框架得到更好的监督和修订。截至2016
年4月，三个托管均被解除。这项工作也促成
了新的《银行法》和《东加勒比资产管理公司
法》，两者都在所有ECCU的管辖范围内获得
批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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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尼亚，基金组织与该国
政府合作，以帮助其在财政统计
方面符合欧洲报告标准。

基金组织目前正处于实施“强化的数据公布倡
议”的第二阶段，以改进非洲、中东和中亚地
区45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该项目由
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帮助确定和发展了新的
数据来源，如行政税务记录，特别是国民账户
统计的记录。随着强化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
（e-GDDS）框架得到进一步实施，一些国家正
在使用开放数据平台公布数据。
东非共同体成员（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
南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筹备建立货币
联盟，这些国家需要确保数据统一；也就是
说，确保这是一组统一、可比较的政府财政统
计数据。自2013年以来，在基金组织统计能力
建设的支持和日本政府的资助下，这些国家扩
大了其货币和金融统计覆盖范围，采取措施统
一基本数据来源，改进了整个东非共同体范围
内的分类，并在收集关于东非共同体内部头寸
数据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数据是编制整个联
盟货币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一旦南苏丹开始公布编制的数据（计划
于2017年），所有的东非共同体合作伙伴将编
制并公布其金融稳健指标。英国和日本共同资
助了全球各地的工作，自2013年以来，共有30
位新的记者访问金融稳健指标数据库。
在瑞士的资金支持下，基金组织还与欧洲东南
部的五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
马 其 顿 和 塞 尔 维 亚 ）在政府财政统计方面合
作，以加强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制定和分析，
帮助满足欧洲的报告要求。在2016年6月开始
的这项工作的第二阶段，各国开始分析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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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基本财政状况，以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
策、捕捉和评估财政风险、提高财政透明度，
并致力于更好地遵守欧盟旨在纠正过度赤字或
债务水平的程序。
在日本、瑞士和荷兰的资助下，东欧、中亚和
东南亚正在实际部门、对外部门、政府财政和
货币及金融统计领域开展更多工作。两个新的
全球能力建设专题信托基金将为这项工作提供
补充资金，这两个基金分别是针对金融部门统
计的金融部门稳定基金和针对政策相关统计的
决策数据基金。这两个信托基金旨在为决策者
提供更多更好的数据，并帮助制定国家统计制
度，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法 律 方 面的 能力建 设 重 点工作

2017财年，规划和非规划国家继续在反洗钱和
反恐融资（AML/CFT）、金融和财政法、破产
以及债权执行等方面提出有关法律问题的技术
援助需求。
基金组织继续与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世
界银行、埃格蒙特集团金融情报中心以及FATF
式的地区机构一道，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
开展工作。基金组织根据修订的国际标准牵头
开展了对墨西哥的评估。此外，基金组织还开
展了以下工作：在多伙伴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专
题信托基金下，继续实施成功的全球技术援助
项目；在日本的资助下，向缅甸和巴拿马提供
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的技术援助；在加拿大
资助下，向乌克兰提供反腐技术援助，还自费
在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提供技术援
助；在中东和北非开展关于反恐融资的区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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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财政法律方面，中央银行业务、银行监
管框架以及银行处置和危机管理方面的技术援
助维持在先前的水平。而市场基础设施（支付
系统）方面的技术援助很少，但公共财政管理
法律框架方面的技术援助继续增长，这与往年
情况一样。
所得税、增值税和税收程序等主要领域的税法技
术援助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在涉及国际方面更
是如此，因为其反映了国际税收问题日益得到全
球关注。同样，在总部举行的研讨会和在科威特
举办的培训中，国际税法设计问题都是核心，其
中特威特培训特别侧重于地区问题。
基金组织继续在企业和住户破产以及债权执行
等方面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确保能
够尽早迅速恢复有生存力的企业和对无生存力
的企业进行清算，为负债累累的住户提供新的
开始，并改善债权执行过程。基金组织还在联
合维也纳学院为高级别官员举办了一次研讨
会，主题是关于企业和住户破产。
培 训方 面的 重 点工作

基金组织的培训项目是其能力建设工作的有机
组成部分。基金组织帮助培训政府官员，以提
高其分析经济发展的能力；开发诊断、预测和
建模工具；以及制定和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和
金融政策。2017财年，基金组织通过理论讲
座、分析性工具和实践研讨会提供了355个面对
面的培训课程，以及19个在线课程。

课程检查：经过为期两年的审查和评估，基金
组织在2017年完成了对外部课程的全面改革，
外部课程的基础是政策导向的宏观经济学，包
括的专题能够满足其成员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和
基金组织任务不断演变的职能。财年内共设
计、开发和推出了19门新课程，涵盖以下五个
方面：普通宏观经济学、财政问题、货币问
题、对外部门和金融，以及包容性增长等专
题。这些课程都重视实践培训、国家案例研
究、跨国经验和政策影响。
在 线 培 训 ：基金组织在线提供的课程越来越
多。这些课程作为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或
MOOCs在edX平台上提供，向政府官员和公众
开放。这些课程对基金组织面对面教授的课程
形成补充：在线培训强调入门课程，目的是扩
大基金组织培训的范围，并为学员参加面对面
课程做准备。
定制培训：成员国越来越多地要求根据其国家
需求提供培训材料，对此，基金组织灵活应
对，制定了新的、可定制的模块课程。在某些
情况下，基金组织在成员国与特定机构就这种
定制开展合作。例如，基金组织与加纳、莫桑
比克、东非共同体地区和斯里兰卡的中央银行
合作制定预测和政策分析系统，以加强其货币
政策框架。其他定制培训计划包括：在基金组
织总部为中国官员提供关于跨境头寸统计的课
程，在中国和玻利维亚开展政策分析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模型项目，并在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
体开展金融规划和政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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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起草项目；以及继续在内部协调工作，并与
大量国际援助提供方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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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7财年基金组织主要活动的成本比例
双边监督
杂项

从 数字看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

技术援助
基金组织在2017财年提供的技术援助略有下
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中亚及欧洲地
区技术援助的增加大致被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援
助的减少所抵消（图2.7）。在基金组织所有技
术援助中，近一半提供给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图2.8）。
2017财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获得了最大比例的
技术援助，这是因为该地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数量较多。应成员国需求，基金组织在财政专
题上的技术援助有所增加（图2.9）。在基金组
织提供的所有技术援助中，财政专题的援助仍
占到一半以上。

多边监督

4%
贷款

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活动由成员国发起，包括
制度和政策制定（技术援助）及工作人员发展
（培训），其提供的支持覆盖所有的189个成
员国。在基金组织2017财年的总体行政支出
中，能力建设支出占到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大
部分支出用于技术援助（占23%），而培训占
5%（见图2.5）。
2017财年，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活动继续增
长，主要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中亚
及欧洲地区开展了更多的能力建设工作。提
供的财政和法律专题方面的技术援助有所增
加。2017财年，能力建设活动的直接支出总额
（包括外部供资和基金组织供资）达到2.67亿
美元，相比2016财年的2.56亿美元，增长了4%
（图2.6）。2017财年，外部供资部分达到1.34
亿美元，占总额的50%，增长了近6%。

25%

13%

20%

10%
对全球体系
的监督

5%

23%
28%

能力建设

培训
技术援助

来源：基金组织预算与计划办公室，成本分析和估计系统（ACES）。

图 2.6
2017财年能力建设支出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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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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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融资

2016财年

2017财年

外部融资

来源：基金组织预算与计划办公室，成本分析和估计系统（ACES）。

图 2.7
2013–2017财年按地区划分提供的技术援助
（在当地提供的技术援助，以人年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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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旅行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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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013–2017财年按收入组别划分提供的技术援助
（在当地提供的技术援助，以人年为单位）
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250

培训

200

2017财年，基金组织通
过能力建设学院的培训
项目举办了225次培训
活动，来自183个国家
的9517名官员参加了培
训。其中多数培训是通
过基金组织的区域培训
中心网络和项目以及在
线课程提供，其余则是
在基金组织总部或其他
海外地点提供的。广泛
的议题满足了不同的需
求，包括宏观经济政
策、预测方法和宏观经
济模型分析、金融规划
和政策、金融部门问
题、专门的财政课程、
宏观经济统计、保障评
估以及法律问题等。新
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
体获得基金组织能力建
设学院培训项目的比例
最大，这一年的比例达
到57%（图2.10）。从
地区方面看，中东和中
亚获得培训所占比例最
高，为27%，其次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和亚太地区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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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旅行信息管理系统。

图 2.9
2013–2017财年按主题划分提供的技术援助
（在当地提供的技术援助，以人年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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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旅行信息管理系统。

图 2.10
2013–2017财年按收入组别划分的能力建设学院培训参与情况
（学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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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学员和申请人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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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2013–2017财年按参与地区划分的能力建设学院培训项目参与情况
（学员人数）
2015财年
2016财年

2013财年
2014财年

3,000

2017财年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非洲

亚太地区

欧洲

中东和中亚

西半球

来源: 基金组织学员和申请人跟踪系统。

基金组织的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是免费提供，
这种在线课程数量继续增加，新增了以下课
程：宏观经济诊断课程和金融规划与政策第一
部分课程的阿拉伯语版。有17门在线课程以五
种语言提供，2017财年，在线培训参与程度仍
然很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用户占比最高，占
在线培训的28%。自从该培训计划于2013年底
推出以来，已有34000多名积极参与者注册了基
金组织的在线课程。其中，来自186个国家的约
9400名政府官员和9800名普通民众成功完成了
在线课程。
能力建设合作伙伴

强有力的全球合作关系是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
活动的基础。合作伙伴的出资加上基金组织自
身的资金资助确保能提供高质量的能力建设服
务，既满足成员国的需求，又体现基金组织的
全球重点工作（见表2.5）。
2017财年，对基金组织能力建设的新出资总额
达到1.26亿美元，合作伙伴资助的能力建设活
动总额为1.5亿美元，约占全部能力建设活动的
一半。在过去五年里，对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出
资最大的五个合作伙伴是日本、欧盟、英国、
瑞士和加拿大。2017财年，基金组织深化了与
欧盟、日本、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澳大
利亚、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现有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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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合作伙伴
能力建设基金

合作伙伴

收入调动 （RM）

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日
本、韩国、科威特、卢森堡、荷
兰、挪威、瑞士、欧盟

反洗钱/反恐融资（AML/CFT）

法国、日本、卢森堡、荷兰、挪
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瑞
士、英国

自然资源财富管理（MNRW）
基金

澳大利亚、科威特、荷兰、挪
威、阿曼、瑞士、欧盟

债务管理机制 II （DMF II）

奥地利，德国，荷兰，挪威，俄
罗斯，瑞士（与世界银行合作）

金融部门改革加强倡议
（FIRST）

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士、英
国（与世界银行合作）

税收征管诊断评估工具
（TADAT）

德国、日本、荷兰、挪威、瑞
士、英国、欧盟、世界银行

决策数据基金 （D4D）

即将启动

金融部门稳定基金 （FSSF）

2017年4月启动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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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作伙伴的重要事项包括：
日本是基金组织能力建设活动的最大合作伙
伴，在2017财年其出资额达到2900万美元，并
于2017年4月签署了一项协议，用于扩大基金组
织的在线学习项目。

n

欧盟委员会通过其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于
2016年12月与基金组织签署了一项新的战略伙
伴关系框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n

与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另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框架旨在改善沟通，提高一致性，并方便供资
决定。
n

在“二十国集团非洲契约”的背景下，2017
年4月，德国加强了其对基金组织能力建设的
支持，为欧洲大陆所有区域能力建设中心供资
1500万欧元（见专栏2.3）。
n

基金组织为扩大其合作伙伴网络采取了重大
举措，包括与印度签署约3300万美元的协议，
用于支持与新的南亚区域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
有关的活动（见亚洲地区重要事件）。
n

继续与几个私人基金会密切合作，包括比尔
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和休利特基金会。
n

基金组织关于全球专题基金的伙伴关系直接响
应发展筹资议程，确保欠发达经济体拥有所需
的工具，以实现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之后，非洲2014年以来的增长
有所减弱，但其中期前景依然强劲。通过持续不断
的努力，充分利用非洲的人口红利、促进私人资本
流入和调动国内资金，并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以
实现经济转型和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由此才能实
现非洲的潜能。
为实现加速增长，需要提高投资率和效率。应优先
考虑基础设施投资，这对于吸引私人投资、连接非
洲区域市场并更好地将这些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至
关重要。据估计，实体基础设施的区域性赤字每年
使经济增长下降2个百分点。非洲每年需要约1000亿
美元以缩小基础设施缺口，但实际只能获得不到一
半的资金。
二十国集团非洲契约提出了一系列潜在的相互承
诺，即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感兴趣的非洲国家和
二十国集团国家以及伙伴国家承诺提高私人投资，
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有效公共投资。这些承诺详细
载于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由二十国集团财政代表委
托，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共同撰
写，供提交给定于2017年3月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参加非洲契约将向私人投资者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表明非洲国家有兴趣吸引投资，以及致力于实施重
要改革。二十国集团将确保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
并提高投资者的意识和信心。这些国家将受益于一
个全面但模块化的方法，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
洲开发银行的协调参与也将提供帮助，以支持这些
国家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促进私人部门投资。

我们做什么

专栏 2.3. 二十国集团非洲契约

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其他伙伴国家将鼓励其国内投资
者抓住非洲参与国家的投资机会，伙伴国家之间的
知识共享将促进与这些参与国的互动。非洲国家将
力求为私人投资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更好地调动
国内收入和资金，并为扩大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公
共投资创造空间，同时确保债务可持续性。
基金组织将通过其在非洲的区域技术援助中心分享
其在以下领域的专门知识：债务管理、财政透明
度、税收征管和改革、资源管理、公共投资管理和
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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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重要事件包括：
由澳大利亚、比利时、欧盟、德国、日
本、卢森堡、荷兰和瑞士支持的收入调动基金
（RM）和由澳大利亚、欧盟、荷兰、挪威和瑞
士支持的自然资源财富管理基金（MNRW）的
新一阶段于2016年7月启动，目的是确保持续支
持各国加强税收能力，以及有效调动自然资源
财富。

n

决策数据基金（D4D）于2017年3月得到基金
组织管理层的批准，将提高受益当局公布宏观
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覆盖面、及时性。D4D
基金还将维持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其中部分
将被用于衡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n

为了支持金融包容性和发展与金融稳定齐头
并进的目标，金融部门稳定基金（FSSF）于
2017年4月正式启动；意大利和卢森堡最先做出
认捐。
n

地区能力建设中心仍然是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基
础设施的支柱，其提供的能力建设活动约占
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工作的一半。这些中心有
助于提高基金组织快速应对一国新需求的
能力，以及与当地其他能力建设伙伴开展
更密切的协调工作。
这些地方区域中心主导基金组织对知识
共享的支持，由基金组织、外部发展伙
伴和成员国共同资助。表2.6列出了主
要的几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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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财年的重要事件包括：
欧盟仍然是基金组织最大的区域中心合作伙
伴；仅在2017财年，欧盟签署协定，支持南亚地
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加勒比地区技术援助中
心和中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n

中东地区技术援助中心在2016年5月开始新规
划阶段的工作，对四个新成员（阿尔及利亚、吉
布提、摩洛哥和突尼斯）表示欢迎，并将在明年
扩大业务。

n

基金组织最早的地区中心——太平洋地区金
融技术援助中心于2016年11月开始其最新规划阶
段的工作，其全部16个成员国和领土实体的出资
占该中心预算的10%左右；此外，来自新西兰、
澳大利亚、欧盟、亚洲开发银行和韩国的额外资
金帮助新阶段工作取得好的开端。

n

加勒比地区技术援助中心于2017年1月开始新
规划阶段的运作，加拿大为此出资1100万美元
（1500万加元），同时还有新成员库拉索岛加入
该中心。另有两个国家（阿鲁巴和圣马丁）正在
考虑加入该中心。

n

卢森堡对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技术援助中心进行补充出资，使该技术援助中心
资金充足，能够开展当前规划阶段工作直至2019
年4月。

n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于2017年2月正
式启动，使基金组织地区能力建设中心全球网络
得到进一步增强。成员国特别是印度为该中心预
算提供了三分之二的资金。

n

能力建设

表 2.6
基金组织知识共享区域中心
合作伙伴

成员国

非洲培训学院 （ATI）

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毛里求斯

撒哈拉以南非洲45个国家

中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AFC）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非洲开发银
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小组加上布隆迪和刚果民主
共和国

东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AFE）

荷兰、瑞士、英国、欧盟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卢旺
达、坦桑尼亚、乌干达

南部非洲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AFS）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德国、瑞士、英国、非洲
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

安哥拉、博茨瓦纳、科摩罗、莱索托、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
威士兰、赞比亚、津巴布韦

西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AFW）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科威特、
卢森堡、荷兰、瑞士、非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
行、欧盟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加上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

西非第二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2
（AFW2）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瑞士、英国、非洲开发银
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

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
拉利昂

加勒比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CARTAC）

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加勒比开发银行、欧盟

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和准成员

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
和国技术援助中心（CAPTACDR）

加拿大、卢森堡、墨西哥、欧盟

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

联合维也纳学院 （JVI）

奥地利（主要成员）和国际合作伙伴/捐助者

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

中东经济金融中心 （CEF）

科威特

阿拉伯联盟成员国

中东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METAC）

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欧盟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
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苏丹、叙利亚、突尼
斯、西岸和加沙、也门

太平洋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PFTAC）

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亚洲开发银行、欧盟

太平洋岛屿论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在其内）以及
东帝汶和托克劳

新加坡培训学院（STI）

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

亚太地区的37个国家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
（SARTTAC）

澳大利亚、韩国、英国、欧盟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
兰卡

我们做什么

中心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编制。

2017年年报

73

能力建设

南亚 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是基金组织全球
14个地区中心网络中新增的一个技术援助中
心，其于2017年1月开始运作。这是第一个将培
训和技术咨询相结合的中心，为基金组织今后
的能力建设工作树立了典范，见第一章“亚洲
地区重要事件”部分。
共同评估框架

2017财年推出了一个新的共同评估框架。该框
架的关键元素围绕以下几项目标进行分组：
提供更为简短、重点更突出和更具可比性的
评估

n

n

改进支持评估的信息

在评估上花费同等资金，同时更有效地分配
这些稀缺资源

n

使用评估信息以改变实践，或改变能力建设
资源的目标设定

n

这个共同评估框架旨在提供活动之间和跨基金
组织的可比性，进行汇总，并对业绩进行总体
评估。根据这一共同方法，该框架能够灵活地
调整评估，以反映基金组织能力建设活动的广
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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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务、组织结构和问责制

基金组织的机构图
（截至2017年4月30日）

国际货币与
金融委员会

理事会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
发展委员会1

执董会

独立评估办公室

总裁
副总裁
知识管理组

职能和特殊服务部门

预算与计划
办公室

信息交流部

法律部

亚太部

财务部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

人力资源部

财政事务部

战略、政策与检查部

信息技术部 （ITD）

欧洲部

驻欧洲办事处

中东和中亚部

西半球部

能力建设学院

风险管理组

辅助服务部门

非洲部

驻亚太地区办事处

内部审计与
监察办公室

基金组织驻联合国办事处

非洲培训学院 （ATI）

研究部

联合维也纳学院

统计部

机构服务和设施部（CSF）

秘书部

财务和组织结构

地区部门

投资办公室–
工作人员
退休计划

中东经济与金融中心
（在科威特）

新加坡培训学院

1

正式名称是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源的部长级联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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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收入

2016年4月，执行董事会批准了2017财年的行政
预算拨款净额共计10.72亿美元，以及2018财年和
2019财年的指示性预算（表3.1）。这是基金组织
行政预算按实际价值计算连续第五年保持不变，
尽管中期收入呈现出强劲态势。执董会还批准支
出总额不超过13.15亿美元，其中包括可以结转到
2017财年的2016财年未动用资金，总额为4300万
美元。批准用于大楼设施和信息技术类资本项目
的资本预算为6100万美元。

基金组织2017财年的工作计划继续支持强化若干
重点地区的工作。所提供的额外资金旨在用于加
强对新实施基金组织规划的国家和即将实施基金
组织规划的国家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监督，更
好地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下的金融分析和额外评
估整合起来；以及深化诸如国际税收和长期挑
战等一系列专题方面的工作，并日益注重能力建
设。除了增加分配600万美元以满足不断上升的实
体和信息技术安全成本需求以外，源于各种渠道
的节约，包括关闭结束规划的国家的部分驻地办
事处、贯穿各个领域的精简措施，以及其他效率
措施，使预算大致持平。

表 3.1
2016-2019财年按主要支出类别列示的预算
（百万特别提款权）
2016财年

2018财年

2017财年

2019财年

预算

执行结果

预算

执行结果

预算

预算

人员

908

896

934

922

969

…

差旅1

130

120

123

115

126

…

大楼和其他

199

199

205

218

209

…

10

…

11

…

11

…

1,247

1,215

1,273

1,255

1,315

1,376

–196

–176

–200

-189

–211

–235

1,052

1,038

1,072

1,066

1,104

1,141

42

…

43

…

…

…

1,094

1,038

1,116

1,066

1,104

1,141

42

131

61

122

66

74

1,072

1,077

行政支出

应急储备
总支出总额
收款2
净预算总额
结转3
包括结转的净预算总额
资本
设备与信息技术

备忘项
净预算总额：按实际值计算

1,071

来源：基金组织预算和计划办公室。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之和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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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财年和2019财年包括在海外举办年会的差旅费用。

2

包括捐助方出资的活动、与世界银行的成本分摊安排、出版物销售、停车收费及其他杂项收入。

3

依照既定规则，由上一年结转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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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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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财年的实际行政支出总额为10.66亿美元，比
批准的净预算低600万美元。支出方面的缺口小
于上一年。平均职位空缺率略有下降，目前被认
为处于一种摩擦水平，绝大多数部门人员配置充
足。全球范围内网络攻击的复杂程度和数量均有
所上升，基金组织面临的威胁也是如此。网络安
全人员和第三方服务的成本已经增加，因为需求
大于供给，而且这种趋势有望持续下去。
2017财年的资本支出大体按照计划进行，其发
展步伐与上一年相当。最大一笔支出为7630万美
元，涉及总部一号楼的翻新（见专栏3.1）。信息
技术方面的投资总额为2790万美元，主要用于防
止网络安全威胁、改善数据管理以及更换已达到
使用年限的基础设施等。

表 3.2
2017财年财务报表中的行政支出
（百万美元，除非另作说明）
2017财年净行政预算结果

1,066

记账时间差异

养老金与离职后福利费用
资本支出—当年和前几年支出的摊提

355
39

不包括在行政预算中的金额

资本支出—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立即计为费用
的项目

30

（减贫与增长信托、控灾减灾信托和特别提款权账
户）向普通账户的资金返还

(105)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行政支出总额

1,385

备忘项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行政支出总额（百万特别
提款权）

1,001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和预算与计划办公室。

收 入 模 式 、收 费 、酬 金 、负 担 分 摊
和净收入

收入模式
自成立以来，基金组织主要依靠贷款活动为支出
提供资金。为了增加收入，基金组织在2006年设
立了投资账户，对储备进行投资。2008年，执行
董事会批准新的收入模式，包括建立一个专项基
金，其资金来源是有限出售基金组织所持黄金得
到的利润。随着新收入模式的采用，《基金组织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之和有出入。支出的单位转换是基于2015财年美元/
特别提款权的有效加权平均兑换比率，约为1.38。

协定》第五次修正案（2011年2月生效）授权扩大
基金组织的投资权限，以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并
逐步加强财务状况。2013年1月，执行董事会通
过“投资账户条例和规则”，同时行使第五次修
正案授权扩大的基金组织的投资权限。2016年7
月，执董会审查了基金组织储备的投资策略，并
通过新的规则。
收费
基金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对信贷使用余额
征收的费用，反映了高水平的贷款活动和目前较
低的投资收益。基金组织融资的基本收费率（利
率）为特别提款权利率加上以基点表示的固定利
差。根据2011年12月执行董事会批准的规则，利
差的设定期限为两年，在第一年结束前需进行检
查，旨在覆盖基金组织与发放贷款有关的中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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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组织结构

出于财务报告的目的，基金组织根据《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IFRS）记录行政支出和资本。这些
准则要求按照权责发生制记账，对资本支出进行
资本化和折旧，以及按照精算估值对雇员福利成
本进行记录。表3.2详细列出了2017财年10.66亿
美元的行政预算净支出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计算的13.85亿美元（10.01亿特别提款权）的
行政支出（列于当年经审计的基金组织财务报表
中）之间的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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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1：总部一号楼翻新工作的进展
2017财年，基金组织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两座总部大
楼中较老的一座大楼（总部一号楼）的翻新工作继
续进行。2016年年会再次同时在两座大楼里举行，
而2017年春季会议则是自2014年以来首次在单一楼
区举行。
同时施工的三层办公楼的翻新工作继续进行，一些
工作人员暂时搬迁到基金组织的另一座大楼（总部
二号楼），或搬迁到附近的租用空间。
大量实施翻新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老化和失灵的大楼
系统进行必要的更换。该工程立志获得LEED（能

本并实现储备积累。此外，规则还包括交叉核查
机制，以确保收费率与长期信贷市场条件保持合
理对应。2017年4月，执行董事会同意将收费率利
差保持在100个基点，直至2018年4月。这一利差
将于2018年进行检查。
基金组织还对使用信贷档和中期安排下的大额贷
款收取附加费。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生效之后，
执行董事会修改了适用附加费的份额门槛值，以
减少因份额翻倍产生的影响。对高于成员国份额
187.5%的信贷使用征收200个基点的附加费（称为
以规模为基础的附加费）。对高于同一门槛值的
使用时间超过36个月的信贷档和超过51个月的中
期贷款安排下的尚未偿还贷款征收基于时间的100
个基点的附加费。
除了按期收费和附加费之外，基金组织还征收
服务费、承诺费和特别费。对从普通资金账户
（GRA）拨出的每笔贷款征收0.5%的服务费。
对在普通资金账户安排（如备用安排以及中期安
排、灵活信贷额度与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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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一号楼
的公共区域
在年内重新
开放

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认证，采用了旨在降低对环境
影响的绿色楼宇设计和建筑实践。到2020年工程完
工之时，翻新后的大楼有望大幅减少能源费用，并
有助于基金组织实现最高的可持续性标准。

下每12个月期间内可以提用的数额，收取可退还
的承诺费。在收取承诺费时，对于不超过份额
115%的提取额按照15个基点征收，对于超过份
额115%但不超过575%的提取额按照30个基点征
收，对于超过份额575%的提取额则按照60个基点
征收。在信贷得到使用时，按提款比例退还承诺
费。基金组织还对逾期本金和逾期不到6个月的收
费收取特别费用。
酬金和利息
在支出方面，基金组织就成员国在普通资金账户
下的债权头寸（称为有酬金的储备档头寸）向其
支付利息（酬金）。《基金组织协定》规定，酬
金率不应高于特别提款权利率，也不得低于特别
提款权利率的80%。目前的基本酬金率定为等于特
别提款权利率，后者基于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
货币市场短期金融债务工具代表性利率的加权平
均值，遵守5个基点的下限规定。基金组织还针对
双边贷款和债券购买协议以及扩大的“新借款安
排”下的借款余额按特别提款权利率支付利息。

财务、组织结构和和问责制

表 3.3
成员国对基金组织逾期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拖欠，按类型分列，截至2017年4月30日
（百万特别提款权）
按类型
总计

普通账户（包括结构调整贷款）

信托基金

索马里

237.9

229.6

8.4

苏丹

966.8

884.1

82.7

合计

1,204.7

1,113.6

91.1

负担分摊

对基金组织的拖欠

基金组织在负担分摊机制下调整收费率和酬金
率，该机制在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平等分摊拖欠
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户债务所引起的成本。当未
支付的利息费用逾期6个月或更久时，会通过提高
收费率和降低酬金率这种负担分摊来弥补收入损
失。在结清未支付费用时，会退还通过该方法收
到的金额。

对基金组织的资金拖欠从2016年4月末的12.857亿
特别提款权降至2017年4月末的12.047亿特别提
款权（表3.3）。截至2017年4月末，有两个成员
国——索马里和苏丹仍对基金组织有长期拖欠（拖
欠时间超过6个月）。这两个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
代中期就开始对基金组织积累拖欠，两国的拖欠
额分别占拖欠总额的20%和80%。

2017财年，经调整的收费率和酬金率平均分别为
1.187%和0.182%。

津巴布韦自2001年2月以来一直对减贫与增长信
托有拖欠，截至2016年10月，清偿了全部剩余债
务。拖欠总额的三分之一为逾期本金，其余三分
之二为逾期收费和利息。目前几乎所有拖欠都是
对普通资金账户的拖欠，对信托基金的拖欠不足
8%。2009年8月和9月进行的特别提款权分配解决
了特别提款权账户的所有长期欠款情况。

净收入
2017财年基金组织的净收入为19亿特别提款权（27
亿美元），主要收入来自高水平的贷款活动、投资
账户的投资收入，以及对基金组织固定福利义务重
新计量所产生的收益。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经修改的国际会计准则19，“雇员福利”）的要
求，该财年的净收入包括福利计划投资收益高于假
定以及基金组织退休雇员福利计划中的固定福利义
务所使用的精算假设变化的影响立刻得到确认而出
现的10亿特别提款权的收益。

根据针对拖欠情况的加强合作战略，基金组织采
取了解决长期拖欠问题的补救措施。截至本财年
底，索马里和苏丹仍然无资格使用普通资金账户
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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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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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政策和组织结构

为了在全球经济中有效发挥作用，基金组织必
须招募并留住非常合格且多元化的国际工作人
员。2017财年，基金组织开始制定其中期人力资
源战略，并继续重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领导力
培养。

组织的工作人员来自189个成员国中的143个。在
2016年专业人员的所有外部聘用中，来自代表性
不足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以及中东
和北非——的人员聘用占比为29%。关于基金组
织不断改善多样性和包容性工作的更多信息和数
据，请参见“2016年基金组织多样性和包容性年
度报告”。

工作人员特点
截至2017年4月30日，基金组织聘用了2280名专业
和管理人员，以及488名辅助人员。基金组织的高
级官员名单见第100页，组织结构图见第75页。
2016年，基金组织新招聘了218名工作人员，略
高于2015年的182名。2016年，招聘了14名管理
人员、157名专业人员和47名辅助人员。基金组
织要求经济学家具备丰富的分析与政策制定经
验，2016年通过“经济学家计划”招聘了20名一
流大学毕业生和80名有经验的处于职业生涯中期
的经济学家。在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聘用人员
中，略少于半数的是宏观经济学家，其余是金融
部门和财政政策专家。
2016年，基金组织还招聘了517名合同人员。来自
5个国家的13名经济学家参加了“由外部出资的聘
用计划”。该计划旨在为15名来自成员国政府的
工作人员提供在基金组织工作两年的机会。其成
本由成员国通过多伙伴信托基金承担。（关于基
金组织工作人员按国籍、性别和国家类别分布情
况的信息，见网页表3.1-3.3；关于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的薪金结构，见网页表3.4。）
多样性和包容性
基金组织努力确保工作人员在地理区域、性别和
教育背景上的多样性。截至2017年4月30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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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离任和新履职的高级工作人员简介
安托瓦尼 • 萨耶赫自2008年7月至
2016年8月担任基金组织非洲部主
任。作为冲突后利比里亚的财政部
长，她领导国家清除了长期多边
债务拖欠，达到了重债穷国的决定
点，并且获得了巴黎俱乐部的债务
减免，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利比里亚的公共财政。萨
耶赫拥有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经济关系博士
学位。
阿贝贝 • 埃米隆 • 塞拉西于2016年9
月接任非洲部主任一职。此前，塞
拉西曾担任基金组织非洲部驻乌干
达首席代表及赴南非代表团团长，
并领导了关于《地区经济展望》的
工作。他还为战略、政策及检查部
和欧洲部带来广泛的业务和政策经验。他过去曾就
职于经济学人信息部，并曾在埃塞俄比亚政府担任
总统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他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经济史硕士学位。

马苏德 • 艾哈迈德于2016年10月从
基金组织退休，此前八年他担任基
金组织中东和中亚部主任，监督了
叙利亚冲突期间政治过渡、动荡加
剧背景下基金组织与该地区之间的
关系。他于2000年加入基金组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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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财年初，朱民副总裁宣布他打算在7月底任期
结束时离开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对
朱民在过去五年以及之前担任特别顾问期间对基金
组织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赞赏。总裁表示，“他作
风务实，富有幽默感，为人热情，同时，他热爱经

济学并在这一方面造诣深厚，这使他能够在一系列
广泛的问题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总裁的声
明还表示正在确定接替朱民副总裁的人选。
2016年7月，总裁宣布她已经任命张涛先生（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出任基金组织副总裁，自
2016年8月22日生效。张涛曾在基金组织工作四

托拜厄斯 • 艾德里安于2017年1月加入
基金组织担任金融顾问兼货币和资本
市场部主任。他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
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和研究部副主任，
为基金组织带来了广泛的业务和政策
经验。艾德里安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

任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副主任，并自2006年至2008年担
任信息交流部主任。艾哈迈德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
济学研究生学位。
吉哈德 • 阿苏尔于2017年3月接任中东
和中亚部主任一职。阿苏尔在2005年
至2008年曾任黎巴嫩财政部长，在此
期间，他协调落实了国家层面和财政
部的若干重要改革举措。他于2006年
至2008年担任中东和北非八国部长级
小组的主席，并带头推动举行了第三次援助黎巴嫩巴黎
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有助于为黎巴嫩重建获取国际金融
支持。阿苏尔拥有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金融博士学位以及
国际经济和金融研究生学位。
何塞 • 比尼亚尔斯曾担任金融顾问兼
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七年，为使基
金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宏观金融机构
而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在2009年加
入基金组织之前，比尼亚尔斯在西班
牙中央银行担任副行长一职，职业生
涯卓尔不凡。他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士学位。
莫伊塞斯 • 施瓦茨自2010年至2017年担
任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此前，施瓦
茨曾担任墨西哥国家退休储蓄委员会
主席。他担任过基金组织执行董事，
在此之前还担任过墨西哥财政部长
的幕僚长和财政部国际金融事务总干
事。施瓦茨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查尔斯 • 科林斯被任命为独立评估办
公室主任，这项任命自2017年2月起生
效。此前，科林斯自2013年8月起担任
了国际金融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
学家，并曾担任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
金融事务的助理部长。他曾任基金组
织研究部和西半球部副主任。科林斯拥有牛津大学经济
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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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中国执行董事。在人民银行期间，他曾担
任条法司和调查统计司司长等多个职务。他还曾
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张涛先生具
有很强的国际经济专业知识、公共部门决策能力
和娴熟的外交技能，”拉加德表示，“他也有丰
富的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和卓越的沟通谈判技
巧，并对基金组织的政策和程序有着极其深刻的
理解。”
管理层结构和工资
执行董事会定期检查基金组织管理层的薪酬。理
事会负责批准总裁的工资。每年根据华盛顿特区
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薪酬进行调整。截至2016年7
月1日，管理层的工资结构如下：
总裁：
第一副总裁：
副总裁：

$500,600
$435,280
$414,570

高级工作人员变化
2016年9月15日，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
德任命阿贝贝 • 埃米隆 • 塞拉西担任基金组织非洲
部主任，以接替从基金组织退休的前任安托瓦尼 •
萨耶赫（见专栏3.2中离任和新履职的高级工作人
员简介）。
2016年11月28日，拉加德宣布任命托拜厄斯 • 艾德
里安担任金融顾问兼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以
接替离开基金组织的何塞 • 比尼亚尔斯。
2016年12月1日，拉加德宣布任命吉哈德 • 阿苏尔
担任中东和中亚部主任，以接替同样从基金组织
退休的马苏德 • 艾哈迈德。

问责制

基金组织的风险管理
由于《基金组织协定》所赋予的职责，基金组织
面临一系列的风险。2016年，执行董事会批准风
险承担声明，说明基金组织在其整个活动中愿意
承担的风险度，以及基金组织有能力在较长时间
内成功地管理风险。将定期对声明进行审查，以
考虑执行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现行政策和程序方面
作出的任何改变。
基金组织采用“三道防线”进行积极的风险管
理。第一道防线是从事日常业务的部门以及建立
和维护内部控制系统以识别和管理日常活动所固
有的风险的部门。在一些具体领域，跨部门委员
会提供额外的风险监督。第二道防线是风险管理
部门，负责制定和维护风险管理框架、评估总体
风险，并就基金组织整体风险状况向管理层和执
行董事会汇报，同时突出强调需要努力缓解风险
的领域。
风险管理部门的风险评估为基金组织的战略和预
算规划周期提供了信息。由第一副总裁担任主席
的基金风险委员会负责评估各项风险缓解工作并
确定其优先次序，还负责确保整个机构的风险职
能得到整合。作为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与监察
办公室为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提
供了保证。管理层和执行董事会承担风险管理和
风险缓解的最终责任。
基金组织监测和积极管理以下四大相互关联领域
中的风险——战略、核心、跨职能和声誉：
战略方向遵循总裁的全球政策议程，并取材于对
不断涌现的影响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持续分析。
管理战略风险要求在中期预算的支持下建立一个
清晰的战略框架以及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n

2016年10月14日，执行董事会选举查尔斯 • 科林斯
担任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他接替任期届满的莫
伊塞斯 • 施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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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职能资产中的风险系指基金组织在人力资本、
技术、实物资产和其他配套要素方面的能力,使基
金组织可以实施战略方向并保证在履行其核心职
n

专栏3.3：通过保障评估管理风险
基金组织向成员国提供融资时通常会进行保障评
估，以合理保证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能够恰当管理从
基金组织获得的资金并就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提供
可靠的规划货币数据。保障评估是对中央银行治理
与控制框架进行的诊断性审查，与基金组织的其他
保障措施互补，包括贷款限额、贷款条件、规划设
计、应对误报问题的措施和规划后监测。评估内容
包括央行在五个领域的运行情况：外部审计机制、
法律架构与自主权、财务报告框架、内部审计机制
和内控制度。
截至2017年4月底，共开展296次评估，覆盖96家央
行。2017财年完成了其中的13次评估。此外，保障
活动还包括监测建议的处理进展以及应对央行保障
框架的其他发展变化，一直到还清基金组织贷款。
目前，约有60家央行在接受监测。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每五年对保障政策进行一次审
查。2015年进行的上一次审查证实该政策行之有

能时不会发生任何中断。跨职能风险还包含收入
和投资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利益相关方可能对基金组织持有负
面看法，由此对其信誉和政策影响力造成损害。
n

审计机制
基金组织的审计机制由外部审计公司、内部审
计职能和一个独立的外部审计委员会（EAC）组
成。根据基金组织的《附则》，外部审计委员会
对年度审计工作进行总体监督。

效，对基金组织的总体风险管理框架作出了积极贡
献。审查还发现，保障过程帮助中央银行改善了控
制、审计和报告做法。定期对保障框架予以完善的
目的是使其吸取这一领域的经验并适应产业发展。
虽然没有作出重大修改，但2015年引入了一项新的
内容，即在涉及直接预算融资的情况下，对国库的
财政保障审查将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审查将只适
用于成员国对基金组织提出特别限额融资要求的安
排，且此安排的很大一部分、至少25%的资金将用
于为国家预算提供资金。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
此外，2017财年期间在新加坡区域培训学院和位于
南非比勒陀利亚的非洲联合合作中心召开了地区保
障研讨会。研讨会主要探讨保障措施方面的国际领
先做法，并为央行官员分享经验提供了一个论坛。
另外，在迪拜举办了一次高级别央行治理论坛。与
会者为央行高级官员及其外部审议人员。该论坛突
出强调了与会各家央行在加强监督方面多样化的做
法和不同的重大事件，以及促进良好治理的因素，
例如：内部审计、风险管理职能和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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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职能的风险涉及让监督、贷款和能力建设活
动符合基金组织的战略方向和基本目标，同时确
保其融资模式得到保障。在管理贷款风险（规划
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方面，基金组织采用了一
个主要基于贷款限额、规划设计和支付条件的多
层次的框架（见专栏3.3）。充足的预防性余额和
基金组织事实上的优先债权人地位是这个框架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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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审计委员会

外部审计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由执行董事会选定并
由总裁任命。成员任期三年，交替更换，并独立
于基金组织。外部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是来自不同
成员国的国民，必须具备对年度审计进行监督所
需的专业技能和资格条件。通常情况下，外部审
计委员会的成员在国际公共会计师事务所、公共
部门或学术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外部审计委员会选举一位成员担任主席，自行确
定工作程序，并且在监督年度审计工作方面独立
于基金组织管理层。外部审计委员会通常每年1
月或2月在华盛顿特区监督年度审计规划，并在审
计结束后于6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议，7月向执
行董事会作简要通报。全年，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和外部审计人员会与外部审计委员会成员进行磋
商。2017年外部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是：斯坦
福大学会计学教授马丽 • 巴斯；特许会计师、印度
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卡姆利什•维卡米斯；
特许会计师、安提瓜和巴布达某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凯西 • 霍奇。
外部审计公司

外部审计公司由执行董事会与外部审计委员会协
商后挑选并由总裁任命，负责基金组织的年度外
部审计，并对基金组织的财务报表、包括基金组
织根据《基金组织协定》第五条第2款（b）管理
的各个账户以及工作人员退休计划发表意见。在
结束年度审计时，外部审计委员会向执行董事会
简要汇报审计结果，并通过总裁和执行董事会转
交外部审计公司的审计报告以供理事会审议。
外部审计公司的聘用期为五年，最多可再续期五
年。2014年11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被聘为
基金组织的外部审计公司。外部审计公司可以提
供某些咨询服务，但被禁止的服务除外，并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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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受保护审计公司独立性的稳健保障措施。这
些保障措施包括基金组织外部审计委员会的监
督，以及当咨询费超出一定限额时，需经执行董
事会批准。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OIA）是旨在保护和巩固
基金组织的一项独立的保证和咨询职能。其任务
包含两部分：（1）评估基金组织治理、风险管理
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2）作为完善基金业
务流程的顾问和催化剂，提出关于最佳做法的建
议和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控制解决方案。为确保
独立性，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向管理层报告，
并维持与外部审计委员会之间的职能报告关系。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2017财年的工作包括：第
十四次份额总检查下的增资支付、基金组织实施
身份识别和入口管理的做法（以管理个人对信息
资产的获取）、基金组织为管理与第三方供应商
有关的风险所采取的控制措施，以及对基金组织
经济数据注册表原型的独立评估。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还提交了《执董会批准的
独立评估办公室（IEO）建议执行计划情况的第八
次定期监测报告》。这是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
编写的第三份此类报告。报告评估了过去一年在
独立评估办公室近期评估所形成的四项“管理层
实施计划”所载行动方面，以及在第七期《定期
监测报告》将个别管理行动归类为“进行中”的
另外四项行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17年3月，执
行董事会评估委员会审查了第八期《定期监测报
告》，2017年4月，执行董事会批准了该报告。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每年两次将其活动情况以
业务报告的形式向执行董事会通报，该报告包含
审计结果方面的信息和审计建议的落实情况。上
一次就这些事项向执董会作非正式通报是在2017
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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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估办公室成立于2000年，负责独立和客观
评估基金组织的政策和活动。根据其职责范围，
独立评估办公室完全独立于基金组织管理层和工
作人员，其工作与执行董事会保持距离。其使命
是加强基金组织内部的学习文化，提高基金组织
的对外可信度并支持执行董事会的机构治理与监
督职能。
执行董事会对独立评估办公室报告和建议的审查
基金组织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危机

2016年7月，执董会审查了独立评估办公室提交
的一份关于基金组织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危
机的报告。执董会对该报告表示欢迎，并感谢总
裁随附的声明。他们认同该报告的结论为处理货
币联盟成员国的危机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经验教
训。执董们强调，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在加强
基金组织内部的学习文化、提高基金组织的对外
可信度以及支持执行董事会的监督责任方面继续
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执董们总体上赞同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主要结论的
基本要旨，并大体支持其提出的各项建议和若干
注意事项。执董们承认，虽然基金组织需要借鉴
三项欧元区危机规划的经验，但重点是要认识到
当前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且前所未有。关键性挑
战包括：突然不能在市场上融资、需要在不调整
名义汇率的情况下解决深度失衡问题，以及欧元
区防火墙的缺失。执董们还注意到，在全球金融
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对传导效应的不确定性和恐
慌加剧。他们强调，必须将基金组织在这些危机
情形下的表现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评
估，因为它探索的是未知的领域。
在这一背景下，执董们认为，基金组织支持的规
划已经成功争取到了时间用以建造欧洲防火墙，

同时防止了危机蔓延，并恢复了爱尔兰和葡萄牙
的增长和市场准入。他们注意到，希腊危机中包
含着独特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学。执董们普遍认
为“三驾马车”安排总体效率高，并特别提到基
金组织与时俱进的参与情况。尽管如此，需要与
欧洲伙伴开展协调和达成共识这一点可能影响到
了基金组织作为危机管理机构的敏捷性，并且引
发了对其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的指责。
根据既定的惯例，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在制订实施
计划、包括监测进展情况的做法的过程中仔细考
虑了这项讨论。
基金组织的多边监督

2017年3月，独立评估办公室发布了对2006年基金
组织多边监督评估的一项更新。它发现，在达成
2006年评估的各项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了诸多改革的催化剂。其
中包括2012年《综合监督决定》、旨在弥补危机
前对发达经济体脆弱性和溢出效应等方面所作分
析的缺口的新活动，以及通过早期预警演练对宏
观金融风险开展的更有条理的讨论。与此同时，
要在数量更多的重叠产品之间保持一致性，其任
务难度变得更大。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方案
除了完成上文所讨论的项目以外，在2017财年期
间，独立评估办公室继续开展了关于基金组织与
社会保障的评估，并发起了两项新的评估。对基
金组织与社会保障的评估分析了在人们越来越多
地担心防止或减缓弱势群体福利减少问题的情况
下，基金组织如何应对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引发
关注一事。回顾过去十年，它侧重于基金组织在
制度层面对社会保障领域发挥的作用和采取的做
法；基金组织在国家层面（在经济监督、贷款和
技术援助的框架内）开展的关于社会保障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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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及基金组织与在社会保障政策、战略和
规划的设计、融资和评估方面作用更为直接的其
他机构之间的合作。2017年7月，独立评估办公室
向执行董事会提交了这项评估供其讨论。
对基金组织与脆弱国家的评估分析了基金组织通
过政策建议、规划设计（提供和不提供资金）和
能力建设在冲突后国家和处于其他脆弱状态的国
家发挥的作用。它侧重于基金组织参与的一般框
架、基金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互动的方式、执
行董事会的作用以及内部人力资源问题。2016年
11月，执行董事会讨论了有关这一评估的议题文
件草稿；独立评估办公室有望于2018财年末向执
行董事会提交一份报告。
新启动的基金组织金融监督评估还处于初始阶
段。报告将分析基金组织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
来为加强金融监督所开展的工作。它将在双边和
多边层面上检查基金组织监督产品和活动的相关
性、质量和有效性。此外，独立评估办公室启动
了两项评估更新，将于2018财年发布：“1999年
至2005年基金组织汇率政策建议：重新审视独立
评估办公室2007年的评估”和“基金组织支持的
规划中的结构性贷款条件：重新审视独立评估办
公室2007年的评估”。
放眼未来，独立评估办公室经与各利益相关方
磋商，正在审议未来的评估专题。作为磋商的基
础，未来专题的清单将于2018财年初编制并提请
执行董事会评估委员会注意。关于独立评估办公
室已完成、正在进行和未来将进行的评估的资料
和文件，可查阅www.ieo-imf.org。
经执董会批准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2016年11月，执行董事会批准了关于评估“基金
组织数据的背后”的管理层实施计划（MIP）。讨

8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论侧重于按照评估提出的建议，清晰制定一项长
期性数据和统计战略的时机和程序。管理层实施
计划指出，这项战略将在基金组织开展广泛磋商
后由一个工作组起草，最晚于2017年底提交执行
董事会。
2017年2月，执行董事会批准了关于评估“基金组
织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危机”的管理层实施
计划。这项计划强调，基金组织正在通过种种努
力加强其工作的分析基础，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基
金组织技术分析中的政治干预空间以及撰写关于
货币联盟成员国规划设计和与区域性融资安排开
展合作的执董会文件。它还注意到关于独立评估
办公室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之间信息共享协议的
准备情况。
2017年4月，执行董事会批准了“执董会批准的独
立评估办公室建议执行计划情况的第八次定期监测
报告”。报告发现，自上一次报告以来，商定行动
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新的管理层实施计划所载行
动进展较快，而过往的管理层实施计划所载行动进
展较慢。总体而言，执行董事会认为管理层和工作
人员仍然致力于及时执行各项公开行动。
对外宣介以 及与外 部 利益相 关 方 的 往 来

基金组织的推介活动有双重目标：第一，倾听外
部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关切和
想法，以便提高基金组织政策建议的相关性和质
量；第二，让外部世界更好地了解基金组织的目
标和业务。基金组织信息交流部主要负责开展基
金组织的宣介活动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接触
交流。
信息交流战略与时俱进。过去十年，基金组织从
注重提高透明度，到更积极主动与媒体等利益相
关方开展互动，目的是解释基金组织的政策和业
务，使基金组织能够参与和促进关于重要经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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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大多数现代化机构一样，基金组织也将信
息交流作为提高工作效力的战略工具。通过采用
新技术（如社交媒体、视频、博客和播客）的战
略性互动在基金组织沟通战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同时，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基金组
织正在加深与新的影响者的互动，其中包括民间
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网络。
基金组织主要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议会网络”与在各国经济决策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议员沟通，此外还通过有针对性地举行
国内和地区互动活动进行这种沟通。
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举行了为
期两天的议会网络年会，来自各个地区的大约170
位议会成员（MP）出席了这次年会。基金组织总
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与议会
成员举行了全体会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还就腐
败、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前景、不平等和就
业等一系列问题与议会成员交流了看法。
2018年年会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在会议筹备过
程中，议会网络还在新加坡组织了一次面向来自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
的议会成员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研讨会涵盖各
个国家的具体问题，同时还讨论了东南亚国家联
盟地区面临的经济风险，以及立法改革如何能够
刺激投资。
来自10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埃
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马耳他、摩洛哥和
突尼斯）的40多位议会成员为议会网络成立中东
和北非分支一事聚集突尼斯。这次会议围绕地区
经济和治理改革优先事项、区域网络的作用、青
年人就业以及脆弱国家等问题举行了专家讨论。

同样是在地区层面，议会网络组织来自比利时、
贝宁、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法国、利比里
亚、马达加斯加、巴基斯坦、塞内加尔、瑞典、
坦桑尼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乌干达等国的大约
20位议员在内罗毕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实地考
察，他们在当地会见了政府、民间社会、外交使
团和私营部门的代表，讨论了腐败、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性别以及基金组织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等问题。
基金组织还在联合维也纳学院为来自阿尔巴尼
亚、科索沃、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议
员组织了专门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提供各种语
言服务，就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以及治理、财政
政策和制度以及中央银行自主权问题作了介绍。
基金组织“民间社团学者计划”在其成立的第十
年中资助了来自36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50名民
间社会组织代表参加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
议和年会。作为会议期间民间社会政策论坛的一
部分，民间社会组织了90多次专家讨论（多半是
与基金组织代表），所涉问题包括：不平等、
性别、债务、公共财政管理、国际税收、社会保
障、食品和能源补贴以及腐败。在2016年年会期
间，“行动援助”和布雷顿森林项目与基金组织
合作举办了一次关于性别平等的旗舰研讨会，第
一副总裁大卫 • 利普顿作了主旨发言，这在同类活
动中尚属首次。
在春季会议和年会以外，基金组织通过围绕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治理、不平等和
社会保障等专题开展双边会议、基本情况介绍、
研讨会和在线协商的方式与民间社会进行接触交
流。在总部以外，肯尼亚和约旦的地区活动对目
前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代表团访问期间与当地民间
社会的往来形成了补充。总裁在访问乌干达期
间还与该国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会晤，讨论了治
理、财政政策和国际税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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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理性讨论，大力推动基金组织与全球各成员
国的相互学习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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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理解和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基金组织继续在全球、地区和国家
层面与劳工组织保持定期往来。基金组织在总部
与国际工会联盟共同主办了两年一次的高级别会
议。来自30个国家的70位工会代表与总裁和工作
人员举行会谈，讨论了旨在支持就业和经济增长
的政策工具、劳动力市场政策、收入和性别不平
等，以及气候变化和能源等问题。
基金组织依然重视与青年人之间的沟通，今天他
们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明天将成为领导者。基
金组织的管理层和高级工作人员常常在国别访问
期间会见学生、青年企业家和青年领袖，就对各
国青年人意义重大的问题交换意见。作为“青年
学者计划”的一部分，基金组织还邀请青年领袖
参加春季会议和年会，他们可以出席各种活动和
研讨会，并与政策制定者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互
动。就2017年春季会议而言，华盛顿特区的130名
大学生参加了这一计划。
基金组织还在年会期间通过“基金组织青年人对
话”为全球青年领袖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就他们
认为重要的专题交流经验和想法。2016年“青年
人对话”的专题是各国腐败的影响和打击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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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基金组织还邀请了乌干达青年象棋冠军、
电影《卡推女王》的原型费欧娜 • 穆特希与春季会
议的与会者分享她在卡推平民窟的成长经历。
通过“机构社会责任”参与
基金组织通过其“机构社会责任计划”展现了
其作为一个组织对于促进社会以及社会所处的更
广阔环境的福祉和可持续性作出的承诺。例如，
基金组织持续不断地努力减少业务过程中的碳排
放，从而实现了碳中和。此外，基金组织购买了
等于或高于其碳排放总量的碳抵消额度。这些抵
消额度支持了8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项目。过去一
年，基金组织因购买可降解材料而使其填埋场垃
圾减少了8%。此外，基金组织主要在下列两个重
点采购领域践行了可持续的采购做法——办公用
品和电子产品。这些措施都是基金组织为负责任
的环境资源管理作贡献的方式的实例。
志愿者服务
基金组织的机构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支柱是其
志愿者服务计划。“朱民志愿者计划”是协调在
华盛顿特区、基金组织总部周边地方社区开展的
工作人员志愿者活动的一项举措；一年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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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在1月12日举行年度志愿者服务活动以纪念马
丁 • 路德 • 金建立的社区服务传统时，宣布了这项
计划。基金组织400多名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为此
举行了集会，装配了卫生用品包并交由国际慈善
组织“世界宣明会”分发给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
所者，包括因飓风“马修”而受害的海地人。
“朱民志愿者计划”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为欠缺
服务的社区的学龄儿童提供指导（例如开设普及金
融知识的课程和提供论文写作辅导）；以及通过为
华盛顿地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制作和提供餐食等方
式帮助无家可归者。此外，还计划开展一年一度的
冬衣、玩具和食物募捐活动。基金组织“志愿者俱
乐部”的工作人员为许多活动做了协调工作，从而
支持了整个基金组织的志愿者服务。
“朱民志愿者计划”由基金组织“共同捐献”（项
目）管理，它负责协调机构和工作人员捐献行为，
其中包含年度捐献活动、人道主义救济呼吁、向地

方和国际慈善组织的赠与以及在他们访问成员国期
间管理慈善捐赠。
2017年，在“共同捐献”（项目）活动期间，基
金组织工作人员捐赠了250万美元，其中50%由基
金组织提供；33%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远远超过
了为活动设置的25%的目标。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办事处
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继续提高，作为
基金组织对亚太地区的前哨，基金组织驻亚太地
区办事处（OAP）负责监测经济和金融形势，以
帮助增强基金组织经济监督的地区视角。办事处
努力加强本地区对基金组织政策的了解，同时向
基金组织通报本地区对关键问题的看法。在这方
面，亚太地区办事处参与双边监督，目前的双边
监督工作包括日本和尼泊尔，而且开始加强地区
性监督。
亚太地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亚洲的论
坛，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
（东盟+3）、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及太
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以及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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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启动大大促进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慈善
活动。该计划以前任副总裁朱民的名字命名，他
为社区服务所作贡献在工作人员之中有口皆碑。

2016年年会期间，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在翻新后的总部一号楼
中庭举行的研讨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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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岛国央行行长会议。亚太地区办事处通过亚洲
日本-基金组织奖学金计划、 日本-基金组织的亚洲
宏观经济研讨会和其他能力建设研讨会促进本地
区的能力发展。后者的实例之一是2016年7月与中
央银行和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联合在斯里兰卡科
伦坡举行的关于包容性增长方面社会支出问题的
研讨会。
此外，亚太地区办事处也在日本及亚太地区其他
地方开展宣介和招聘活动，并与亚洲政策制定者
就当前基金组织工作的核心政策问题开展对话。
在东京举行的政策会议包含围绕财政风险、财政
空间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日本国际协力机
构开展的一项联合活动（2017年2月），以及围绕
国际货币体系与一桥大学开展的另一项联合活动
（2017年3月）。亚太地区办事处还与澳大利亚当
局合作，于2016年12月在悉尼举办了一场关于该
地区投资、贸易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会议。
巴黎和布鲁塞尔地区办事处
基金组织的欧洲办事处位于巴黎和布鲁塞尔，负
责与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以及设在欧洲的许多国际
组织和民间社会的联络工作。办事处联络的机构
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稳定机制
和欧洲议会、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以及欧元集团工
作组，讨论欧元区和欧洲联盟（欧盟）政策以及
欧盟和基金组织共同支持的国家规划。办事处还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代表基金组织。
办事处还支持基金组织在欧洲的工作，包括经济
监督、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和技术援助，并且帮
助协调该地区的沟通与推介活动。更笼统地讲，
办事处负责促进基金组织就全球经济问题与欧盟
机构、国际组织，政府以及欧洲的民间社会开展
对话，并负责频繁会见来自行业协会、工会、智
囊团、金融市场和媒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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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多次组织联合研讨会和活动，包括就难
民危机的经济影响与世界银行欧洲办事处举行联
席会议，以及就不断发展的欧洲财政政策与基金
组织财政事务部举行年度会议。办事处每年在巴
黎、布鲁塞尔、伦敦和柏林举行两次高级别的政
策午餐会，讨论基金组织对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
挑战的看法。工作人员在比利时、法国、德国、
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和英国
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言。
作为支持能力建设和宣介工作的一部分，办事处
还协同在联合维也纳学院为一些欧盟国家的议员
主办了一次研讨会，其工作人员在联合维也纳学院
的其他活动中发言。该办事处的对外宣介活动包括
办公室对外发布的业务简讯，它为欧洲主要利益相
关方定期提供关于基金组织活动和出版物的最新情
况；一个外部网站；以及经常发布的推特更新。最
后，该办事处还通过在欧洲国家的一些大学面试候
选人的方式支持基金组织的招聘工作。
常驻代表的宣介活动
基金组织在全球85个国家有常驻代表，他们开展
一系列宣介活动，旨在加深各界对基金组织工作
和宏观经济问题的了解，通常是与当地大学、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
例如，在2017年与马达加斯加的第四条磋商期
间，基金组织常驻代表帕特里克 • 伊玛目协助组织
了一次公开研讨会，内容围绕着被认为具有宏观
重要性的关于扩大投资、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以及打击腐败的分析工作。研讨会的出席人员广
泛，包括来自政府部委、议会、公务机关和非政
府组织的代表以及记者，听众参与气氛热烈。研
讨会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人们还要求在接下来的第四条磋商期间举行类似
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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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助就基金组织支持开展的蒙古全面经济改
革计划达成共识，常驻代表尼尔 • 萨克一直在密
集地开展宣介，接受媒体访问，开展公共演讲，
举行会议，与民间社会、工商界、工会、国际投
资者和外交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关于这项规划的
研讨会曾在彭博的全球信息终端进行播送。萨克
与一所当地特殊需求学校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在
副总裁古泽满宏2016年访问期间，基金组织以捐
赠书本的方式予以支持的举动受到了欢迎。
基金组织常驻中东欧地区高级代表巴斯 • 贝克驻地
位于波兰华沙，负责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办事
处。他曾在许多地区活动中发言，这些活动包括
在波兰克雷尼察举行的经济论坛，这是该地区最
大规模的会议，参加者逾3000人；以及在维也纳
举行的年度“欧洲货币中欧论坛”，该论坛云集
了1100名代表和发言人，从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
到投资者、商业领袖和金融机构负责人。
2016年，基金组织亚美尼亚办事处参加了亚美尼
亚当局在批准重要立法之前举行的公共磋商过
程。常驻代表特雷莎 • 达班 • 桑切斯定期出席各个
税收委员会（供政府和工商界讨论税收问题的公
私合作平台）的会议，以提升基金组织的形象，
并帮助确保关于重要立法的讨论纳入基金组织技
术援助的建议和意见。
2016年12月，常驻代表努曼 • 雷贝伊在毛里塔尼亚
努瓦迪布组织了一次关于《地区经济展望》的介
绍，这是第一次在首都努瓦克肖特以外举行此类

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工商界（包括大型渔业和
矿业公司）人士数量空前，此外还有银行家，以
及对基金组织的全球和地区视角感兴趣的民间社
会成员。
在巴西经济大幅收缩和政治高度不稳定期间，常
驻代表费边 • 波恩赫斯加紧了对更广大受众的宣介
工作。巴西办事处日益频繁地接触地区政府、智
囊团、民间社会和媒体。除了提出基金组织对当
地和区域经济的看法以外，波恩赫斯还参加各种
研讨会，说明基金组织在提高财政透明度方面的
作用。
份额和治理

基金组织的份额
份额认缴是基金组织资金的核心。基金组织每个
成员国被分配一定的份额，份额大致基于成员国
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
其向基金组织出资的最高限额和投票权，并影响
其可从基金组织获得贷款的限额。
当一国加入基金组织时，它被分配一个初始份
额，该份额与经济规模和特征大致可比的现有成
员国的份额相当。基金组织利用份额公式评估一
个成员国的相对地位。
现行份额公式是以下变量的加权平均值，即GDP（
权重为50%）、开放度（30%）、经济波动性
（15%）和国际储备（5%）。这里的GDP是通过
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权重为60%）和基于购
买力平价汇率计算的GDP（权重为40%）的混合变
量计算的。公式还包括一个“压缩因子”，用来缩
小成员国计算份额的离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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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作为2018年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巴厘岛年会前“通向印尼之旅”宏大计划的一部
分，驻雅加达代表处与印度尼西亚当局合作组织
了若干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关于基金组织、年会
和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介绍，重点针对大学学生和
教师、学术圆桌会议、议员、民间社会组织和工
商界。2018财年计划举行更多活动。

份额以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计值。基
金组织最大的成员国是美国，目前（截至201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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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其份额为830亿特别提款权（约合1140亿
美元），最小的成员国是图瓦卢，目前其份额为
250万特别提款权（约合340万美元）。
2016年1月26日，满足了落实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
商定增资的各项条件。这样，基金组织189个成
员国的联合份额将从大约2385亿特别提款权（约
合3270亿美元）增加到4770亿特别提款权（约合
6540亿美元）。截至2017年4月30日，189个成员
国中有179个已经完成份额缴款，占总增加份额的
99%以上，至此基金组织的总份额达到4750亿特别
提款权（约合6520亿美元）。

2016年11月，执行董事会最终确定了一份工作计
划并建议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1）注意到执行董
事会的报告，并对无法实现完成第十五次检查的
时间表感到遗憾；（2）呼吁执行董事会根据其目
前的理解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供的指导，
迅速就第十五次检查开展工作；（3）请求执行
董事会每半年向理事会报告第十五次检查的进展
情况，第一次报告应在2017年年会之前；（4）敦
促尚未同意根据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增加份额的
其余成员国毫不拖延地予以同意，并敦促已同意
增加份额的成员国及时完成份额缴款。理事会于
2016年12月初通过了这项决议。

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

执行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

执行董事会于2016年9月向基金组织理事会提交了
一份关于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的进度报告。在报告
中，执行董事会承认，由于对第十五次总检查的许
多关键性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因此需要进一步
思考如何最好地推进这一工作。执行董事会承诺在
不久的将来向理事会报告这些讨论的成果。

执行董事会在2016年7月发布了其向理事会提交的
第一份关于执董会性别多样性的报告，并呼吁成
员国在任命执行董事候选人及其工作人员时考虑
性别多样性。执董会就2016年4月国际货币与金融
委员会重申执董会性别多样性之重要性的公报中
一份声明采取了后续行动。

2016年10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重
申其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以份额为基础和资
金充足的基金组织，以维护基金组织作为全球金融
安全网的核心地位。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表示，
它将致力于完成第十五次检查并商定新的份额公式
以作为调整份额比重的基础，以使富有活力的经济
体的份额比重提高到与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相一
致的水平，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作
为一个整体的份额比重可能上升，与此同时保护最
贫穷成员国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执行董事注意到，促进性别多样性将使基金组
织变得更加有效，同时指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
多元化董事会治理下的组织更为成功。执董们强
调，工作人员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能提高基金组织
工作和与成员国交往的质量。执董会支持成员国
在经济和性别包容性对可持续经济增长具有宏观
重要性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和性别包
容性。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表示支持根据上述目标重
新设定完成第十五次检查的时间表，在得到理事
会批准后，将完成检查的时间调整至2019年春季
会议之前、不晚于2019年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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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款权

新的特别提款权篮子纳入了人民币
特别提款权（SDR）是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造的
国际储备资产，用于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特
别提款权账户的参与方（目前为全体成员国）可

财务、组织结构和和问责制

美元

0.58252

欧元

0.38671

人民币

1.0174

日元

11.900

英镑

0.085946

以将特别提款权兑换成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特别
提款权还是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根据由五种主要货币构成的
货币篮子确定。执行董事会每五年对篮子的构成
进行检查。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15年11月批
准，自2016年10月1日起，中国的人民币被认定为
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并作为除美元、欧元、日元
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人民币的加入反映了中国货币、外汇和金融体系
改革取得的进展，是对中国在放开和改善其金融
市场基础设施方面所取得成就的认可。这一里程
碑还反映了全球经济当前的发展变化。
货币篮子中每种货币的权重反映了该货币在世
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2015年11
月，执董会还决定每种货币的初始权重为：美
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
8.33%，英镑8.09%。
2016年9月30日，执董会决定，自2016年10月1日
起，特别提款权的价值为表3.4所列各货币量的价
值之和。
透明度

透明度有助于经济体更好地运行，提高抵御危机
的能力。成员国更加开放将鼓励更广泛的公众讨
论和分析政策，提高政策制定者的问责能力和政
策的公信力，并且将促进金融市场的高效有序运
转。基金组织政策以及向成员国提供的咨询更加
公开和更明确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基金组织自
身的作用及其运行，提高基金组织政策建议的影
响力，加强基金组织的问责制。外界监督也将支
持提高基金组织监督工作和基金组织支持规划的
质量。
基金组织在透明度上的方法基于以下总原则，即
力争及时披露文件和资料，除非有强有力和具体
的理由反对这种披露。该原则尊重在自愿基础上
公布与成员国有关的文件。文件公布在基金组织
的网站上，网址为www.imf.org。
为执董会考虑撰写的国别文件（执董会文件）
的公布通常是“自愿但推定的”，这意味着，虽
是自愿但鼓励公布这些文件。对于公布执董会文
件，按照无异议原则征求成员国的同意。政策文
件推定公布，但需经执董会批准，而公布多国文
件则要求执董会批准或所涉及成员国的批准，具
体取决于文件的类型。
基金组织在提高公众对其运作理解和与公众广泛
接触方面的工作基本围绕以下四个领域：（1）监
督和基金组织支持规划的透明度；（2）财务运
作的透明度；（3）外部和内部审查和评估；和
（4）对外沟通。基金组织的透明度政策每五年审
查一次：最近一次审查是2013年。另见关于“问
责制”和“对外宣介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往
来”部分。

财务和组织结构

表 3.4
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货币量

透明的经济政策以及获得可靠的经济和金融发展
数据对于明智的决策和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
要。基金组织已制定相应政策，确保实时向全球
观众提供关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其成员
国经济的有意义和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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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执行董事
（截至2017年4月30日）

后排（从左到右）：Hervé de Villeroché、Stephen

Field、Anthony De Lannoy、Alexandre Tombini、Daouda
Sembene、Carlo Cottarelli、Miroslaw Panek
中间排：Masaaki Kaizuka、Carlos Hurtado、Thomas Östros、Heenam Choi、Jafar Mojarrad、

Steffen Meyer、Jorge Estrella、Maxwell M. Mkwezalamba、Subir Gokarn
前排：Juda Agung、Sunil Sabharwal、Michaela Erbenova、Aleksei Mozhin、Hazem Beblawi、金中夏、Nancy

Horsman、Hesham Alog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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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从左到右）：

大卫 • 利普顿
第一副总裁

卡拉 • 格拉索
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

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
总裁

古泽满宏
副总裁

张涛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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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与副执行董事（截至2017年4月30日）

98

空缺
Sunil Sabharwal

美国

Masaaki Kaizuka
Tetsuya Hiroshima

日本

金中夏
孙平

中国

Anthony De Lannoy
Richard Doornbosch
Vladyslav Rashkovan

亚美尼亚、比利时、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格鲁吉亚、以色列、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摩尔多瓦、黑山、荷兰、罗马尼亚、乌克兰

Steffen Meyer
Klaus Gebhard Merk

德国

Carlos Hurtado
Jorge Dajani Gonzalez
José Alejandro Rojas Ramirez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墨西哥、西班牙、委内瑞拉

Marzunisham Omar
Thomas Benjamin Marcelo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斐济、印度尼西亚、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汤加、越南

Carlo Cottarelli
Michail Psalidopoulos

阿尔巴尼亚、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圣马力诺

Hervé de Villeroché
Schwan Badirou Gafari

法国

Stephen Field
Vicky White

英国

Heenam Choi
Christine Barron
Grant Johnston

澳大利亚、基里巴斯、韩国、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 、
蒙古、瑙鲁、新西兰、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
塞舌尔、所罗门群岛、图瓦卢、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

Nancy Horsman
Michael J. McGrath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加拿大、
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爱尔兰、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Thomas Östros
Kimmo Virolainen

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

Michaela Erbenova
Christian Just
Ta kin Temiz

奥地利、白俄罗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科索沃、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土耳其

Alexandre Tombini
Bruno Saraiva
Pedro Fachada

巴西、佛得角、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圭亚那、海地、
尼加拉瓜、巴拿马、苏里南、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Subir Gokarn
Rupasingha Gunaratne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斯里兰卡

Maxwell M. Mkwezalamba
Dumisani H. Mahlinza
Fundi Tshazibana

安哥拉、博茨瓦纳、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
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南苏丹共和国、苏丹、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Hazem Beblawi
Sami Geadah

巴林、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
阿曼、卡塔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共和国

Miroslaw Panek
Paul Inderbinen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波兰、塞尔维亚、
瑞士、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Aleksei Mozhin
Lev Palei

俄罗斯联邦

Jafar Mojarrad
Mohammed Daïri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加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摩洛哥、巴基斯坦、突尼斯

Hesham Alogeel
Ryadh M. Alkhareif

沙特阿拉伯

Daouda Sembene
Mohamed-Lemine Raghani
Herimandimby A.
Razafindramanana

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吉布提、赤道几内亚、
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多哥

Jorge Estrella
Gabriel Lopetegui

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秘鲁、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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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官员（截至2017年4月30日）
地区部门

Abebe Selassie

非洲部主任

Chang Yong Rhee

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

Poul Thomsen

欧洲部主任

Jihad Azour

中东和中亚部主任

Alejandro Werner

西半球部主任

职能部门

100

Gerard T. Rice

信息交流部主任

Andrew J. Tweedie

财务部主任

Vitor Gaspar

财政事务部主任

Sharmini A. Coorey

能力建设学院院长

Sean Hagan

法律部总顾问、主任

Tobias Adrian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金融顾问、主任

Maurice Obstfeld

研究部经济顾问、主任

Louis Marc Ducharme

统计部主任

Siddharth Tiwari

战略、政策与检查部主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务、组织结构和和问责制

信息与外联部门

Chikahisa Sumi

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

Christopher Lane

驻联合国特派代表

Jeffrey Franks

欧洲办事处主任/驻欧盟特派代表

辅助服务部门

Chris Hemus

机构服务和设施部主任

Kalpana Kochhar

人力资源部主任

Susan Swart

信息技术部首席信息官、主任

林建海

秘书部秘书长

Clare Brady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主任

Daniel A. Citrin

预算与计划办公室主任

Derek Bills

投资办公室主任

Charles Collyns

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
财务和组织结构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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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概述
总裁的全球政策议程：
2017年4月：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7/04/18/md-spring-global-policy-agenda-a-moreinclusive-and-resilient-global-economy
2016年10月：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imf/
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np/pp/eng/2016/_100616.ashx

聚焦点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http://www.g20chn.com/
xwzxEnglish/sum_ann/201609/t20160906_3397.html
“让贸易成为所有国家增长的引擎：以贸易和政策来加快
调整的原因”：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8/making-trade-an-engine-of-growthfor-all
情况简介——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http://www.imf.org/
external/np/exr/facts/imfwto.htm
情况简介——综合监督决定：http://www.imf.org/external/np/
exr/facts/isd.htm
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第35次会议公报：http://www.imf.org/
en/news/articles/2017/04/22/sm2017-communique-of-the-thirtyﬁfth-meeting-of-the-imfc
情况简介——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http://www.imf.org/
external/np/exr/facts/groups.htm#IC
《世界经济展望》：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
IMF/imported-ﬂagship-issues/external/pubs/ft/weo/2016/02/
pdf/_c2pdf.ashx
“随逆风而逝：全球生产率”：https://www.imf.org/~/media/
Files/Publications/SDN/2017/sdn1704.ashx
“原地踏步”：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
fandd/2017/03/adler.htm
“为何生产率增长在老龄化的欧洲和日本出现衰退”：
https://blog-imfdirect.imf.org/2016/12/09/why-productivitygrowth-is-faltering-in-aging-europe-and-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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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增长：硬币的两面？”：http://www.
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1/sdn1108.pdf
“财政政策和收入不平等”：http://www.imf.org/external/np/
pp/eng/2014/012314.pdf
“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http://www.imf.org/external/
pubs/ft/sdn/2014/sdn1402.pdf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结构性政策和收入不平等”：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SDN/2017/
sdn1701.ashx
“财政整顿的分配效应”：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
ft/wp/2013/wp13151.pdf
“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体制”： https://www.imf.org/external/
pubs/ft/sdn/2015/sdn1514.pdf
“开放和不平等：资本账户放开的分配效应”：https://
blog-imfdirect.imf.org/2015/11/24/openness-and-inequalitydistributional-impacts-of-capital-account-liberalization/
2015年第四条磋商——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和执
董对玻利维亚的声明：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
scr/2015/cr15334.pdf
2016年第四条磋商——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和执
董对玻利维亚的声明：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
scr/2016/cr16387.pdf
“保持玻利维亚在减贫和不平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http://www.imf.org/external/np/blog/dialogo/011316.pdf
“分析玻利维亚的减贫和不平等状况”：http://www.imf.org/
external/pubs/ft/wp/2015/wp15265.pdf
2016年第四条磋商——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和执董
对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声明：http://www.imf.org/~/
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
scr/2016/_cr16322.ashx
马拉维：部分问题：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
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scr/2015/_cr15346.
ashx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宣布对女性的经济赋权采
取具体行动：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09/22/

pr16420-lagarde-announces-speciﬁc-actions-on-womenseconomic-empowerment
约旦申请中期信贷下的中期安排——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
报告和执董对约旦的声明：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
cat/longres.aspx?sk=44267.0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申请中期信贷下的中期安排——新闻发
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和执董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声明：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7/01/18/ArabRepublic-of-Egypt-Request-for-Extended-Arrangement-Underthe-Extended-Fund-Facility-44534
尼日尔：2016年第四条磋商和申请中期信贷下的三年期安
排——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和执董对尼日尔的声明：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7/02/24/Niger2016-Article-IV-Consultation-and-Request-for-a-Three-YearArrangement-Under-the-44704
“七国集团国家的性别预算”：http://www.imf.org/en/
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5/12/pp041917genderbudgeting-in-g7-countries

“中国和非洲的再平衡行动：中国经济再平衡对撒
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增长的影响”：http://www.imf.
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
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基金组织在线学习：http://www.imf.org/external/np/ins/
english/learning.htm
基金组织数据：http://data.imf.org/?sk=388DFA60-1D264ADE-B505-A05A558D9A42
新闻发布稿：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对阿尔巴尼亚
3.309亿欧元的中期安排 ：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5/09/14/01/49/pr1481
“阿拉伯国家实施能源价格改革正当其时”：http://www.
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6/13/if-notnow-when-energy-price-reform-in-arab-countries
“中东和北非的冲突和难民危机的经济影响”：http://www.
imf.org/~/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
pubs/ft/sdn/2016/_sdn1608.ashx

性别预算和性别平等指数：http://www.imf.org/external/
datamapper/datasets/GD
《女性、就业和经济增长：创造公平的环境》：https://
www.bookstore.imf.org/books/title/women-work-and-economicgrowth

第二章：我们做什么（“三大工作”）
经济监督

财政政策和性别平等会议：http://www.imf.org/en/news/
events/conference-on-ﬁscal-policies-gender-equality

双边监督

性别和宏观经济学会议：http://www.imf.org/en/news/events/
gender-and-macroeconomics

“第四条报告中宏观金融监督的方法”：http://www.imf.
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PP/pp020217approaches-tomacroﬁnancial-surveillance-in-article-iv-reports.ashx

《女性、就业和经济：性别平等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好处》：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cat/longres.aspx?sk=40915.0

地区重要事件
《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重启增长引擎》：http://
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AFR/2017/May/
pdf/sreo0517.ashx

三年期监督检查相关文件：http://www.imf.org/en/
Publications/SPROLLs/Triennial-Surveillance-Reviews
2014年三年期监督检查——总裁加强监督的行动计
划：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6/12/31/2014-triennial-surveillance-review-managingdirectors-action-plan-for-strengthening-pp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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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监督
情况简介——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早期预警演习：
http://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6/29/
imf-fsb-early-warning-exercise
《世界经济展望》：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
gfsr
《财政监测报告》：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fm
金融稳定理事会：http://www.fsb.org/
基金组织对外部门报告：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
SPROLLs/External-Sector-Reports
2016年对外部门报告：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
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np/pp/eng/2016/_072716.
ashx
2016年对外部门报告——单个经济体评估：http://www.imf.
org/external/np/pp/eng/2016/072716a.pdf
“2016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前景”：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PP/PP5086Macroeconomic-Developments-and-Prospects-in-Low-IncomeDeveloping-Countries-2016.ashx
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前景和
挑战：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7/01/11/pr1707imf-executive-board-discusses-macroeconomic-prospects-andchallenges-in-lidcs
“为发展融资：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网——进一步考
虑”：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6/102416.pdf
基金组织执董会为加强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网提供进一步指
导：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11/29/pr16530imf-provides-further-guidance-to-enhance-the-ﬁnancial-safetynet-for-developing-countries
与出售黄金所得的剩余17.5亿特别提款权的意外收获有关的
减贫和增长信托（PRGT）承诺：http://www.imf.org/external/
np/ﬁn/prgt/second.htm
“评估财政空间：初步一致的考虑”：http://www.imf.org/
external/np/pp/eng/2016/1118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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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发挥更大作用”：http://www.imf.org/~/media/
Files/Publications/ﬁscal-monitor/2017/April/pdf/fmc1.
ashx?la=en
“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要素：国际经验借鉴”：http://www.
imf.org/external/np/g20/pdf/2016/083116.pdf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提交给二十国集团的进度报
告”：http://www.fsb.org/2011/10/r_111027b/
《世界经济展望》：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
IMF/imported-ﬂagship-issues/external/pubs/ft/weo/2016/01/
pdf/_c3pdf.ashx
黎巴嫩：2016年第四条磋商——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
和执董对黎巴嫩的声明：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
CR/Issues/2017/01/24/Lebanon-2016-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Statement-by-the-44572
黎巴嫩：部分问题：http://www.imf.org/~/media/ﬁles/
publications/cr/2017/cr1720.ashx
“移民及其对东欧的经济影响”：http://www.imf.org/~/
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
sdn/2016/_sdn1607.ashx
“中东和北非的冲突和难民危机的经济影响”：http://www.
imf.org/~/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
pubs/ft/sdn/2016/_sdn1608.ashx
溢出效应说明：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
Spillover-Notes
“移民对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影响”：http://www.imf.
org/~/media/ﬁles/publications/spillovernotes/spillovernote8.ashx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形态和溢出效应”：http://www.
imf.org/~/media/ﬁles/publications/spillovernotes/spillovernote9.
ashx
“欧洲的难民潮：经济挑战”：http://www.imf.org/en/
Publications/Staff-Discussion-Notes/Issues/2016/12/31/TheRefugee-Surge-in-Europe-Economic-Challenges-43609
在“移民会对欧洲所有人有利吗？”会议上就移民的
经济影响讨论所作的发言： 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7/01/09/fdmd_europen_migration_keynote_speech_
bruegel

2011年三年期监督检查：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r/
triennial/2011/

imf-board-to-strengthen-the-ﬁnancial-stability-in-countries-withislamic-banking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一体化”：http://www.imf.org/~/
media/Files/Publications/CR/2017/cr1766.ashx

“确保伊斯兰银行国家的金融稳定”：http://www.imf.org/
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2/21/pp-ensuringﬁnancial-stability-in-countries-with-islamic-banking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一体化”：http://www.imf.org/
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7/03/10/Cluster-Report-TradeIntegration-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44735

政策建议

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17：伊斯兰金融监管（银行部
分）的核心原则：http://www.ifsb.org/standard/IFSB17-%20
Core%20Principles%20for%20Islamic%20Finance%20
Regulation%20(Banking%20Segment)-April%202015_ﬁnal.pdf

“小国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能力——基金组织的作
用”：http://www.imf.org/external/pp/longres.aspx?id=5079

标准和守则：基金组织的作用：http://www.imf.org/en/about/
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6/25/standards-and-codes

“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加强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
宏观经济能力”：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
issues/2016/12/31/enhancing-macroeconomic-resilience-tonatural-disasters-and-climate-change-in-the-small-43010

公共信息通告：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资本流动放开
和管理——机构观点： 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5/09/28/04/53/pn12137

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小国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
能力以及基金组织的作用：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6/12/12/pr16550-imf-discusses-small-statesresilience-to-natural-disasters-and-climate-change-and-imf-role
情况简介——基金组织快速信贷：http://www.imf.org/en/
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2/21/08/rapid-credit-facility
情况简介——基金组织快速融资工具（RFI）： http://www.
imf.org/external/np/exr/facts/rﬁ.htm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在结束对中非共
和国访问后所作的声明：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7/01/25/PR1722-Central-African-RepublicStatement-by-IMF-Lagarde-at-the-Conclusion-of-a-Visit
“与中非共和国站在一起”：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7/01/25/SP012517-Standing-with-Central-AfricanRepublic

资本流动——以机构观点检查相关经验：https://www.imf.
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1/13/PP5081Capital-Flows-Review-of-Experience-with-the-InstitutionalView
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以机构观点检查资本流动放开和管理的
相关经验：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12/20/
PR16573-Review-of-Experience-with-the-Institutional-View-onCapital-Flows
“管理政府补助和就业——制度、政策和改革挑战”：
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
external/np/pp/eng/2016/_040816a.ashx
“政府补助和就业管理的案例研究——制度、政策和改革
挑战”：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6/12/31/case-studies-on-managing-governmentcompensation-and-employment-institutions-policies-and-pp5043

情况简介——基金组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http://www.imf.
org/external/np/exr/facts/sdg.htm

“二十国集团国家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重点工作”：
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np/pp/eng/2016/_072216a.ashx

基金组织执董会通过加强伊斯兰银行国家的金融稳定的决
定：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7/02/21/pr1753-

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加强主权债重组的合同框架：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4/pr14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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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国际主权债合同中纳入强化的合作条款的第二份进
度报告”：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7/01/13/pp5085-inclusion-of-enhanced-contractualprovisions-in-intl-sovereign-bond-contracts
“代理银行关系的近期趋势：进一步考虑”：http://www.
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21/
recent-trends-in-correspondent-banking-relationships-furtherconsiderations
“撤消代理银行关系：政策行动的理由”：http://www.imf.
org/~/media/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
sdn/2016/_sdn1606.ashx
“阿拉伯地区撤消代理银行关系：近期趋势和政策讨论
思考”：http://www.imf.org/~/media/ﬁles/miscellaneous/
amﬁmfwbreport090516.ashx?la=ar
“太平洋小型国家代理银行面临的挑战”：http://www.imf.
org/~/media/ﬁles/publications/wp/2017/wp1790.ashx
加勒比经济形势面临的全球和地区挑战——2016年有关“浪
潮转移的挑战和机会”加勒比高层次论坛：http://www.imf.
org/en/news/articles/2016/11/02/sp110216-global-and-regionalchallenges-to-caribbean-economic-development
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 http://www.imf.org/external/
np/fsap/fssa.aspx
“政策空间受限时的宏观经济管理：一个全面、一致和协
调的经济政策方法”：http://www.imf.org/~/media/Websites/
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sdn/2016/_sdn1609.
ashx

数据
基金组织发布2016年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一个提高
金融包容性的主要工具：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6/10/03/pr16441-imf-releases-the-2016-ﬁnancialaccess-survey
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可得性：http://data.imf.
org/?sk=E5DCAB7E-A5CA-4892-A6EA-598B5463A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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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简介——标准和准则：基金组织的作用：http://www.
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c.htm
财政透明度：http://www.imf.org/external/np/fad/trans/index.
htm
财政透明度守则：http://blog-pfm.imf.org/ﬁles/ft-code.pdf
危地马拉：财政透明度评估：http://www.imf.org/~/media/
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scr/2016/_
cr16372.ashx
肯尼亚：财政透明度评估：http://www.imf.org/~/media/
websites/imf/imported-full-text-pdf/external/pubs/ft/scr/2016/_
cr16221.ashx
基金组织发布对突尼斯的财政透明度评估：http://www.imf.
org/en/news/articles/2016/11/08/pr16495-tunisia-imf-publishesﬁscal-transparency-evaluation
英国：财政透明度评估：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
cr/issues/2016/12/31/united-kingdom-ﬁscal-transparencyevaluation-44395

贷款
非优惠融资活动
“加强规划后监测框架”：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
eng/2016/060616.pdf
加强规划后监测框架，新闻发布稿第16/354号：
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07/22/16/30/pr16354strengthening-the-framework-for-post-program-monitoring
基金组织总裁批准对索马里的工作人员监测规划：
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5/09/14/01/49/pr16248

能力建设
“二十国集团与非洲的契约：非洲开发银行、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联合报告”：http://www.bundesﬁnanzministerium.
de/Content/EN/Standardartikel/Topics/Featured/

G20/2017-03-30-g20-compact-with-africa-report.pdf?__
blob=publicationFile&v=2

“基金组织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政策和做法”：https://www.
imf.org/external/np/pp/eng/2014/082614.pdf

收入调动信托基金：http://www.imf.org/external/np/ins/
english/rmtf.htm

2018年基金组织能力建设战略的五年期检查——概念说明：
http://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PP/pp2018-reviewof-the-funds-cd-strategy-concept-note.ashx

反洗钱/反恐融资（AML/CFT）：https://www.imf.org/
external/np/leg/amlcft/eng
管理自然资源财富信托基金：http://www.imf.org/en/
Capacity%20Development/trust-fund/MNRW-TTF
财务管理贷款（DMF）：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
debt/brief/debt-management-facility
加强金融部门改革倡议 (FIRST) ：https://www.ﬁrstinitiative.
org
税收管理诊断性评估工具（TADAT）：http://www.tadat.org

2018年基金组织能力建设战略的五年期检查——概念
说明：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7/03/21/2018-quinquennial-review-of-the-fundscapacity-development-strategy-concept-note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https://www.sarttac.org/
content/sarttac/en1.html
“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共同评估新框架”：http://www.imf.org/
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27/pp040717newcommon-evaluatioin-framework-for-imf-capacity-developement

非洲培训学院：http://www.imfati.org
非洲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afritaccentre.org
东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www.eastafritac.org
南部非洲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www.southafritac.org
西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www.afritacouest.org
西非第二个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www.afritacwest2.org
加勒比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cartac.org
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http://www.captac-dr.org
联合维也纳学院：http://www.jvi.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东经济与金融中心：http://cef.imf.org
中东地区技术援助中心：http://www.imfmetac.org
太平洋地区金融技术援助中心：https://www.pftac.org
基金组织与新加坡地区培训学院：http://www.imfsti.org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https://www.sarttac.org

第三章—财务、组织结构和问责制
收入模式、收费、酬金、负担分摊和净收入
“投资账户条例和规则”：http://www.imf.org/en/
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6/12/31/rules-andregulations-for-the-investment-account-pp4734

人力资源政策和组织结构
“关于基金组织多样性的年报”：http://www.imf.org/
external/np/div/index.asp

问责制
主席的总结发言——基金组织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
危机——独立评估办公室的评估，执董会会议16/69，2016
年7月19日：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6/12/31/the-chairmans-summing-up-the-imf-and-thecrises-in-greece-ireland-and-portugal-an-pp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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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危机”：http://www.
ieo-imf.org/ieo/pages/EvaluationImages267.aspx
独立评估办公室：http://www.ieo-imf.org
“基金组织数据的幕后情况”：http://www.ieo-imf.org/ieo/
ﬁles/completedevaluations/Statistics%20-%20Full%20Report.
pdf
针对执董会通过的独立评估办公室评估报告建议的实施计
划——基金组织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危机：http://www.
ieo-imf.org/ieo/ﬁles/whatsnew/ppmipieoimf-and-the-crises-ingreece-ireland-and-portugal.pdf
“有关针对执董会通过的独立评估办公室建议的实施计划
状态的第八次定期监测报告”：http://www.imf.org/~/media/
Files/Publications/PP/pp121616implementation-plans-ieorecommendation.ashx

份额和治理
“执董会提交给理事会的有关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的进度
报告”：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6/12/31/report-of-the-executive-board-to-the-board-ofgovernors-on-progress-on-the-ﬁfteenth-pp5066

“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执董会提交给理事会的报
告”：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
issues/2016/12/31/ﬁfteenth-general-review-of-quotas-report-ofthe-executive-board-to-the-board-of-governors-pp5072
基金组织执董会提交给理事会的关于执董会性别
多样性的第一份报告：http://www.imf.org/en/News/
Articles/2016/07/12/19/40/PR16335-IMF-Executive-BoardsFirst-Report-to-the-Board-of-Governors-on-Gender-Diversity
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第33次会议公报，由墨西哥央行行
长奥古斯丁 • 卡斯滕斯主持：http://www.imf.org/external/np/
cm/2016/041616a.htm

特别提款权
基金组织执董会完成特别提款权篮子的检查，货币篮子纳入
人民币：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5/09/14/01/49/
pr15540
基金组织启动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新货币篮子，并决定
新的货币量：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09/30/
am16-pr16440-imf-launches-new-sdr-basket-including-chineserenminbi

透明度
“2013年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检查”：http://www.imf.org/
external/np/pp/eng/2013/0514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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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略语

AML/CFT

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IMFC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CCRT

控灾减灾信托

LIDC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EAC

外部审计委员会

OIA

内部审计和监察办公室

ECF

中期信贷

PLL

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

EFF

中期贷款

PPM

规划后监测

e-GDDS

增强版数据公布通用标准

PRGT

减贫和增长信托

EU

欧洲联盟

PSI

政策支持工具

FATF

金融行动工作组

RCF

快速信贷

FCL

灵活信贷额度

REO

《地区经济展望》

FM

《财政监测报告》

RFI

快速融资工具

FSI

金融稳健指标

SARTTAC

南亚地区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

FY

财年

SBA

备用安排

G20

二十国集团

SCF

备用信贷

GDP

国内生产总值

SDDS

数据公布特殊标准

GFSR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GPA

全球政策议程

SDR

特别提款权

GRA

普通资金账户

SMP

工作人员监测规划

HIPC

重债穷国

UN

联合国

ICD

能力建设学院

WEO

《世界经济展望》

IEO

独立评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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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事会送文函

2017年8月1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

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二条第7款（a）和《基金组织附则》第
10节的规定，我荣幸地向理事会呈交截至2017年4月30日之财年的《执行董
事会年报》。执行董事会根据《附则》第20节的规定批准的截至2018年4月
30日之财年的基金组织行政和资本预算见第三章。附录六提供了经审计的
截至2017年4月30日之财年的普通账户、特别提款权账户和基金组织管理的
账户的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公司的报告，该附录见于《年报》光盘和网页
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17/eng。由Barth女士（主席）、Vikamsey先
生和Hodge女士组成的外部审计委员会依据《附则》第20节（c）的规定监督
了外部审计和财务报告程序。

此致
敬礼！

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
总裁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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