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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 

2017 年 10 月 13 日，华盛顿 

 

法科里主席，拉加德女士，各位理事，我亲爱的朋友吉姆和伊莲恩·沃尔芬森，各位部长，

朋友们， 

面对在座的各位讲话我深感荣幸，此次距离我在东京首次面对各位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 

年复一年，我们在年会上聚首，探讨影响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生活的最严峻的挑战。年复一

年，我们明确共同的努力方向，使发展惠及每个人，确保人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对于世界银行集团的工作，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好消息是，全球增长强劲，今年可达

2.7%。去年二季度达到 2010 年以来季度增长的最高水平。 

贸易正在回暖，但投资仍然乏力，我们担心保护主义上升、政策不确定性或可能出现的金

融市场波动等下行风险有可能颠覆脆弱的复苏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各国都须采取

行动推进必要的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在必然会更加复杂、要求更高和数字化的未来进

行竞争。 

我们也是再次在多重危机全面爆发或迫在眉睫的时刻开会： 

• 冲突、流行病、气候变化和饥荒正在影响着世界人民，导致被迫流离失所人口突破

历史记录； 

• 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些国家把目光转向国内事务； 

• 国际和本土的恐怖主义影响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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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令人感觉我们这个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实际上正在土崩瓦解，国家和人民相互疏远。

在这种动荡之中，像世界银行集团这样的机构必须挺身而出，帮助为人类的团结建立新的

基础。我们是 1945 年后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个世界秩序的前提是，影响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就可能对我们全体产生直接和长久的影响。人类团结的新基

础必须使我们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旧架构转向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发展新契约。 

2013 年，我们宣布了到 2030 年消除极端贫困和促进世界 40%最贫困人口共享繁荣的目

标。一年前，我阐述了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三条途径：加快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建

立抵御冲击与威胁的韧性；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抗击全球贫困十分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有更多空间来采取大胆行动

促进经济增长，保护各国防范多重严重危机，投资于人。 

在我举例说明这些战线取得的进展之前，我想感谢世界银行集团的全体敬业的员工，他们

为了实现我们雄心勃勃的目标而辛勤工作。我也想对我们的客户和股东们表示敬意，他们

在逆境中做出巨大努力来实现他们最高的期望。 

我们消除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第一个战略支柱是加快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官方发展援助不够满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满足全世界不断高涨的期望每年

所需要的 4 万亿美元。 

今年 4 月，在春季会议召开之前，我呼吁以一种新方式实现发展融资最大化，即，通过系

统地吸引私营部门投资，使其惠及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我们制定了吸引私营部门融资

的共同原则， 20 国集团今年夏天批准了这些原则。这是管理层与理事会密切合作的一个

杰出典范，推动了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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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融资最大化不是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适用于所有发展挑战的万应灵药，而是一个基

于证据的模式，籍此我们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为人民办

事所需要的资源达到最大化，同时又使公共债务负担最小化？ 

发展融资最大化意味着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既让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又让国家利用这

些资源达到发展目标。我们和世界银行集团各部门的团队一起将这一模式付诸实践，已经

初见成效。 

三年前，埃及的能源补贴达到 GDP 的 6.6%，超过政府在卫生、教育和社会保护上的支出

总和。当埃及表示要改革能源行业时，世界银行集团设计了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计划： 

• IBRD 提供技术援助和分析专家以及三年的 30 亿美元政策改革贷款； 

• IFC 向私营部门提供 6.45 亿美元贷款； 

• 由 MIGA 提供 2.1 亿美元风险担保，IFC 和 MIGA 联合动员 20 亿美元私营部门投

资投入埃及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入网计划。 

政策改革、私营部门初始投资和风险担保，帮助吸引了 15 家银行和 20 家投资方参与一

个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园区项目，其中很多投资方也要投资未来的项目。这一努力为埃及

的天然气行业吸引私营部门投资逾 150 亿美元。 

由于努力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和其他改革，埃及政府将财政空间扩大了约每年 140 亿美元，

使政府得以推出两项新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惠及 170 万埃及贫困人口；针对最贫困人

口的食品补贴提高了 300%；政府扩还大了校餐计划的规模。 

我们从埃及的这项努力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创

造市场，而不是坐等市场自行出现。而且我们证明，这种模式对于基础设施以外其他行业

的融资也是可行的，比如帮助土耳其卫生部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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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土耳其的婴儿死亡率远高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预期寿命则低于后者。因此政

府启动了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全面改革， IBRD 为此提供了咨询建议和贷款。 

土耳其在 2010 年启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IBRD 提供了 1.34 亿美元贷款和技术支持；

IFC 投资 2.41 亿美元，调动了 5.4 亿美元私人投资；MIGA 提供了政治风险担保。 

其中一个旗舰项目是“Elazig 综合健康校园”项目，建设一座 4 亿欧元、1000 个床位的

医院资金来自土耳其 PPP 计划发售的首笔项目债券。MIGA 和 EBRD 同土耳其建筑集团

Rönesans Holding 和法国基础设施投资公司 Meridiam 合作，开发了一种创新型信用增

级应用，使项目能够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获得的穆迪投资评级比土耳其主权债券还高两级。 

这些投资虽然不多，但是土耳其医疗卫生行业宏大改革计划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显著增

加了就医机会，改善了公众健康。2002 年土耳其人口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不到 2/3，能够

经常就医的人口刚刚超过半数。医疗卫生转型计划达到了近乎普及——可负担的医疗保

险覆盖了土耳其人口 98%。 

这个计划也带来土耳其全国医疗卫生行业的显著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一半，预期寿命从

71 岁提高到 74 岁，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 55%。 

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两个， 籍此说明我们在世界各地推广和传播的事情。吸引私营部门

投资正当其时，目前有 10 多万亿美元投资在负利率的债券里； 24 万亿美元投资在低息

政府债券里；5 万亿美元现金闲置一旁，等待回报更高、更好的投资机会。 

去年在达沃斯，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说，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

避不了的。他说：“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

的。”发展融资最大化，是我们使全球市场体系惠及每个人的最佳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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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接受一个理念，即，我们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创造机会均等化。发展融资最大化模

式给予各国修建桥梁、太阳能园区和医院的资源，为学校、就业培训和社会安全网腾出资

金，创造双赢解决方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让人人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

实现他们的最高愿望。 

我们的第二个战略支柱是建立抵御多重冲击和危机的韧性，其中最关键的是气候变化。 

谈到气候变化，我们的时间不多了，2016 年再次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过去三年

每年都破纪录。全世界每年有 2600 万人因极端的自然灾害致贫。 

我们必须减少碳足迹，帮助各国适应自然灾害，像最近加勒比海的飓风和南亚的洪灾。 

去年，世界银行集团为气候投资项目提供贷款 128 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 22%。我们现

在是发展中国家气候相关投资项目的最大资金来源，我们正在稳步推进到 2020 年贷款总

额中 28%带来气候效益的目标。 

我们也利用我们的召集力，联合政府和私营部门，扩大气候行动规模。仅 21 个新型经济

体的巴黎承诺就有 23 万亿美元的潜在投资，包括绿色建筑、可持续交通、可再生能源和

能效。 

我们需要数万亿而不是数十亿美元的气候智慧型投资。在未来 15 年将有 90 万亿美元投

入基础设施，仅仅是为了更换发达经济体的老旧基础设施和满足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增长。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最多每年 3.4 万亿美元左右，但需求却接近每年 6 万亿美元。所有这

些都必须是气候智慧型、低碳、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 

我们同联合国和法国一起主办今年 12 月 12 日的巴黎气候峰会，帮助投资者与气候智慧

型投资机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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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气候变化一道，我们必须做更多事情来帮助难民，帮助那些接收难民为世界做公益的国

家和人民。 

一年前，在难民危机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特别基金，给约旦和黎巴嫩提供了 2 亿美元赠款

和逾 10 亿美元优惠资金。黎巴嫩接收了 150 多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人均难民比例世

界最高。约旦接收了 130 万叙利亚难民。在这两个国家，81%的叙利亚难民在 35 岁以下，

70%是穷人。 

这个工具现在叫“全球优惠融资基金“（GCFF），正在发挥出显著影响。在约旦，GCFF

帮助给叙利亚难民提供了 5 万个正式工作许可。在黎巴嫩，这一基金资助修路和就业计划，

创造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逾百万人日，还收容流浪儿童上学读书，防止发生失去的一代的

悲剧。 

今年，我们还采取重大措施打破围绕流行病的恐慌与疏忽恶性循环。我们往往在传染病成

为全球威胁之前对其爆发疏忽大意，在威胁消退之后又很快置之脑后。有了流行病应急融

资基金，我们首次有了实际上的流行病保险，4.5 亿美元保险可在流行病达到关键阶段时

向最贫困国家自动拨付资金。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与金融市场共同承担低收入国家的流行病风险。对于饥荒或者

其他人道危机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我相信我们能做，而且我们目前正在努力。 

我们的第三个战略支柱是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努力为世界一些最贫困地区罹患可怕疾病的人提供照顾。

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我的同事和我一直在倡导增加对人的投资。 

我们通常提出一个道义上的论据，即，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实现其最高愿望。提供医疗、教

育和社会保护，是给人机会的最强大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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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清楚，投资于人是件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我们认识到，从经济上来说，这可能也

是件最明智的事。 

在过去一年，我们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发现对人的投资，特别是对人的健康、教育和社会

保护的投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远比我们认为的强大得多。 

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些经济学家同克里斯·穆雷及其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合作，这个华盛

顿大学的研究机构也同盖茨基金会密切合作，我们请他们利用其强大的分析工具研究经济

增长与人力资本改善之间的关系。 

我使用这个词“人力资本“，因为我想对今天在座的各位财长们说明的一点是：当你们投

资于人的时候，你们是在投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 

我们常常听到领导人说，“首先我们要发展经济，然后再投资于人。“对人的投资就是对

经济增长的投资。 

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 

如果对比一下人力资本存量改善最大的前 25%的国家和人力资本存量改善最小的后 25%

的国家，差别是巨大的。 

我们研究了 1991 年至 2016 年的 25 年，这些国家在这 25 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差别是年均

GDP 的 1.25%。我们但需要做更多研究，但这说明回顾历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产生了巨大影响。 

展望未来，可以肯定，对人的投资在未来日益数字化的经济中将会变得愈发重要。有些研

究估计，今天的小学生里 65%将从事目前还不存在的工作或领域。 

我们知道，各国必须对如何使用稀缺的公共资金做出艰难的抉择。但我们相信，而且证据

也表明，越是更多、更有效地投资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经济就会搞得越好。 



8 

这种理念的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但有了更好的数据，分享数据更透明，有了新的更强大的

分析方法，我们现在认识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 

我们很快将会发布一个文件，叫做《国富论的变迁》（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我们首次将人力资本看成是国家整体财富的组成部分，研究结果是它占世界

各国财富的 65%以上。 

在富国，人力资本在整体财富中占比要大得多；在低收入国家占比则小得多，所以发展中

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现在亟需投资，因为我们面临若干人力资本危机： 

• 全球有 1.55 亿儿童发育迟缓； 

• 全球有 4 亿儿童缺少获得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 

• 每年有 1 亿人因高额医疗费致贫； 

• 世界贫困人口仅有 1/3 享有社会安全网。 

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行动，到 2030 年仍会有 1.67 亿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投资建立人力资本的方式。上周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宣布了

“人力资本项目“，这是为加快帮助各国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做出的努力。 

 “人力资本项目“将包括三方面的努力： 

• 我们将加快创新型和基于结果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融资； 

• 我们将继续挖掘将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数据，我们将寻找新模式和新答

案； 

• 我们将形成一个广泛的联盟，包括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国

际金融机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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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项目将包括排名：一个是聚焦人力资本存量，另一个是衡量投入——即国家目前

为建立人力资本所做的投资。 

我们试图创造条件，使得各国首脑和财长难以抗拒对人的投资。我们试图创造一个环境，

使得投资于人不仅仅是一件符合道义的事，而且事实上也是他们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是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刻不容缓的事。 

这会引起争议，但我们负有道义责任来向股东们揭示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准备帮助每个国家加快人力资本投资的质与量的提升。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以你们期望的规模来满足各国的需求——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 

多年来，我们已证明我们不同寻常的物超所值——总计 190 亿美元实收资本已产生： 

o 9000 多亿美元融资； 

o 500 亿美元储备； 

o 280 亿美元转移给 IDA 和其他计划。   

面对巨额发展需要和高涨的期望，需求是巨大的。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IBRD 的贷

款组合几乎翻了一番，IFC 的贷款组合扩大了三倍，在过去 10 年股权投资组合扩大了五

倍。 

如果我们不增加财力，IBRD 就不得不将年度贷款承诺额大幅缩减 1/3，IFC 也不得不减少

在 IDA 借款国和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投资以及股权投资，使其无法具有在世界最艰

难的环境中创造市场的能力。 

我们同在座各位一起开展了很多好的工作。很多国家实现发展，取得进步，上升到新的更

高一级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同在座的各位公开对话，以使世界

银行集团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能够对实现我们两大目标发挥最大效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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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资本，我们才能履行承诺，建立一个财力雄厚、有能力提供满足借款国愿望的世界

银行集团。 

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不仅仅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巨大的需要。 

人们的愿望在高涨。而愿望与机遇联系起来，能够产生动力和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实现愿望，失望不断上升，就可能导致国家走向脆弱、冲突、暴力、

极端主义，最终导致移民。 

我们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寻找双赢解决方案，实现发展融资最大化，为资本所有者创造获

取更高回报的机会。 

我们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利用我们的各种金融工具，保护国家防范多重危机。 

我们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各国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担任世界银行集团行长五年来，尽管世界上麻烦不断，但我从未如此乐观地坚信，我们能

够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我们能够建立人类团结的新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正如伟人马丁路德金所说：“以此时此刻的强烈紧迫性，”他很

清楚这一点，他又说：“有这样一件事，就是太晚了。” 

如果我们致力于这三大战略支柱； 

如果我们投入适当的资源； 

如果我们以当今时代所要求的强烈的紧迫感行动起来， 

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成为有史以来在地球上消除贫困的第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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