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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低收入国家
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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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一些关键术语快览

学

经济学家和基金组织使用专门的语汇。以下是本出版物使用的一些术语及其所
在页码的快速查询。

习
行

贷款条件：各国在向基金组织借款时多数情况下必须达到的政策条件（见第
23页）。
蔓延：指金融危机从一国向另一国扩散（见第17页）。

话

贷款机制：可供成员国使用的基金组织各类贷款（见第25页）。
治理：包含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管理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管理框架和问责制
（见第19页）。
基金组织监督：字义为监督：根据《协定》，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国际货币体系
并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监督是基金组织的一项核心业务活动，即跟
踪全球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在事态偏离轨道或政策需要纠正时，告知决
策者（见第17页）。
宏观经济：“宏观”来自希腊文，含义为“大”。因此，宏观经济涉及一个经
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及总财富、货币、收入、失业、通货膨胀和汇率（货币
对其他货币的比价）等变量。相反，微观经济涉及各个经济单位（例如，住户和公
司）的行为以及相对价格的确定（见第16页）。
净现值：一种测算未来支付额的价值的方法，以今天的资本成本对未来的现金
流量进行折现而得到当前的价值（见第29页）。
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造的用于补充成员国现有官方储备的一种国
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根据份额比例向成员国分配。特别提款权还作为基金组织
的记账单位，其价值根据主要国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确定（见第14页）。
可持续性：基金组织推广旨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即，不被“大起大落”等
因素打断的持久增长）的政策。如果一国债务的本息能够得到偿还而不危害该经济
体的健康，该国的债务即是可持续的（见第17页）。
透明度：指一个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对公众开放。一个机构越是透明，就越让公
众了解其活动和运作方法（见第19页）。
如想进一步了解，请参见基金组织网站（ÜÜÜ°v°À}）上的金融术语词汇表。
封面：一位妇女在越南龙川的湄公河上划桨。越南在开放贸易体系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见第3页）。
（Steve Raymer/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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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和亚洲低收入国家

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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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繁忙的港口。

亚

太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和多样性的地区。该地
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包括全球12个最
大经济体中的4个，即日本、中国、印度和韩国，以

及一些增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然而，亚太地区仍包括世界上
最贫困的一些国家。该地区的低收入国家仍需得到帮助，以适
应全球化世界提出的新的要求。
在该地区，基金组织正与亚洲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密切合作。这组国家共有
17个，总人口超过3.5亿，其中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维生。
这组国家自身具有多样性，包括向市场体系转轨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和蒙
古），因市场规模有限而处于不利境况的太平洋经济体（如巴布亚新几内亚），
Ó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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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受自然灾害和其他外部冲击威胁的国家（如孟

时为其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有益的框架。东盟自由

加拉国）。

贸易区内的地区安排也成为越南贸易开放的重要支

尽管每个国家各自面对不同的挑战，其改革战

点，并促进了越南过去十年内贸易的迅速增长。

略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实施稳定的政策；加强体

然而，越南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取消剩余的非关

制和人力资源能力；建立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

税壁垒，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率（越南在亚洲仍是

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造就业和减轻贫困。在所

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以及继续放开贸易和投资

有这些领域，基金组织都在与有关国家合作，运用

体制。正在进行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为越南寻求

其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技术援助和资金

逐步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加入世贸组

支持。从以下对五个国家的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到

织不仅能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而且能促进法律和

基金组织正在开展的工作。

商业环境的改善，从而进一步增强越南对外国直接
投资的吸引力。

N

开放贸易：越南

基金组织支持越南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并提

越南已开放其经济，以求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

供补充性的建议和技术援助，帮助越南建立更开放

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自1986年以来，越南在开

和有效的外汇体系。2005年10月，越南取消了对经

放贸易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金组织赴越南

常性国际支付的其余限制，在外汇体系改革方面迈

代表团团长Lazaros Molho说：“取消贸易壁垒已成

出了重要一步。展望未来，基金组织将在其监督工

为越南改革政策的奠基石。基金组织支持这一战

作中继续向越南提供宏观经济管理和相关结构性改

略。”

革方面的政策建议，并在必要时提供技术援助，帮

1993至2004年间，越南的贸易开放度（以进

助当局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外汇

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衡量）提高了一倍以上，在

市场。

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增加了两倍多。在具有活力的出

N

口部门和不断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带动下，越
南显著改善了经济增长表现（1993-2005年间的年
均GDP增长率超过7¤%），并大幅减轻了贫困（贫
困率从1993年的58%下降到2004年的20%以下）。
Molho说，无论从地区还是全球角度来看，“这都是
令人瞩目的表现”。
越南自1993年以来实施的基金组织支持的改革
规划都包含一些贸易开放成份，包括简化进口许可
程序、取消配额和放开贸易权。近年改革举措中最
重要的一项是2001-05年的贸易政策指导方针，涉
及削减关税、取消数量限制以及其他旨在为加入世
贸组织奠定基础的措施。2001年与美国签订的双边
贸易协定进一步促使越南开放贸易和投资体制，同

2006年9月Ê

抵御冲击：孟加拉国
随着世贸组织《多种纤维协定》下的配额于

2004年底到期，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一些低收入亚
洲国家担心，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竞争）的加
剧将危及它们赖以取得外汇收入和维持就业的纺织
品和服装市场。
基于对这种风险的认识，基金组织于2004年
4月建立了贸易一体化机制，帮助成员国弥补国际
收支的暂时缺口。两个月后，基金组织在贸易一体
化机制下向作为主要成衣出口国的孟加拉国提供了
78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该国应对预期国际收
支压力。
基金组织赴孟加拉国代表团团长Thomas

Î

Rumbaugh说：“好消息是孟加拉国经受住了暴

处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正经历一个艰难的时

风雨，目前其纺织和服装业正在有效地参与竞

期（部分原因是治理问题），经济活动和商业信心

争。”成衣出口顶住压力的情况比预想的还好，并

急剧恶化。政府已承诺实施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改

且得益于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重新实行“保

革，以更好地加快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在基金组

护”配额。但孟加拉国今后仍面临重大挑战，其成

织的援助下，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着手解决一系列

衣出口前景将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解决基础设施瓶

问题，重点之一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以促进宏

颈、繁琐的海关管理程序、繁重的监管要求以及治

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并吸引更大规模和更稳定的国

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

际资本流入。

孟加拉国成功抵御冲击的另一个原因是汇率灵

为加强对银行的现场监管并制定有效的监管做
法，基金组织向巴布亚新

表团成员刘奥琳解释说，

几内亚中央银行提供了

通过提供更有效的价格

大量技术援助。在改革初

信号，汇率灵活性的增

期，基金组织协助当局

强“不仅有助于将经济体

起草重要的法律，包括

的资源分配到最有生产性

2000年新中央银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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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增强。基金组织代

的用途，而且，在审慎宏
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下，增
强了经济体抵御全球环境
迅速变化带来的外部冲击
的能力。”

孟加拉妇女在达卡的一家工厂里缝制服装。

2000年银行和金融机构法
和2000年养老金和人寿保
险法。这些法律极大地增
强了中央银行实施基金组
织若干建议的能力。这些
建议包括：设定对单个借

基金组织的政策建
议和技术援助帮助孟加拉国为向灵活汇率体系转

款人的贷款限额；建立更严格的内部审计和报告要

轨作好准备。技术援助使中央银行有更强的能力

求；采用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和符合巴塞尔标准

支持灵活的汇率，并建立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货币

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运用国际认可的框架对银行资

框架以控制通货膨胀。当局于2003年5月底取消

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管理、收益和流动性等做出

了塔卡对美元的官方交易浮动区间，从而放开

评估。

了塔卡的汇率。“自那时起，该体系运作得较
好。”Rumbaugh说，“对市场汇率的承诺将继续巩

中央银行根据国际最佳做法对银行、财务公司

固孟加拉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这对于出

和其他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监管。“这促进了对这些

口和汇款（孟加拉国政府增长和减贫战略的重要组

金融机构持有的存款人资金、养老基金缴款和人寿

成部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非常重要。基金组织为

保险保费的审慎管理。”基金组织驻巴布亚新几内

此将继续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建议。

亚代表Ebrima Faal说。他还补充说，应当更加重视良
好治理，重视在这些金融机构担任主管和经理的那

N

加强银行监管：巴布亚新几内亚
当基金组织2000年9月在莫尔兹比港设立办事

{Ê

些人的任职资格，这非常重要。
改革迄今为止很成功。中央银行工作人员经过

聚焦基金组织

技术援助专家的培训，目前已独立实施现场检查。

议，并提供技术援助以增强税收和海关管理。

一些指标显示，银行体系在财务上更加强健。例

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在过去几年中

如，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从2002年的7.3%下

也得到改善。支出方向有所调整，更多地转向重点

降到2005年的3.6%。资产收益率从2002年的负值上

领域，如农业、农村发展、医疗保健和教育，尽管

升到2005年的超过4.0%。

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仍落后于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

Faal指出：“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确保

国家的平均水平。虽已取得这些进展，柬埔寨仍面

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保持下去，并作为正在实

临艰巨的挑战，需将其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转变为能

施的审慎监管的基础。”基金组织当前的技术援助

够保证提供充分服务的体系。柬埔寨继续从基金组

正是侧重于这些领域。

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援助，为政府的重点项目提
供支持，以增强薄弱领域。

N

管理公共资金：柬埔寨

柬埔寨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起步，近期在总体

柬埔寨自1991年从灾难性的内战和国际隔绝状

宏观经济表现、减贫和公共支出管理方面取得了

态中走出来，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一直是提高公共

进展。这为基金组织2006年1月根据多边减债倡议

收入，满足国家重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要求，

（见第29页）100%免除柬埔寨所欠债务铺平了道

并加强公共财政管理，以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路。如基金组织驻柬埔寨代表John Nelmes指出的，

基金组织提供的技术援助与资金支持和政策建议一

柬埔寨的改革“将有助于确保多边减债倡议下腾出

道，有效地帮助柬埔寨政府迎接这一挑战。

的资金能够得到有效使用。”柬埔寨政府准备将省

当柬埔寨的重建过程开始时，公共收入不到

出的偿债资金（几年内共计约8200万美元）用于农

GDP的5%，公共支出是国家收入的两倍多，政府

村灌溉设施，这将提高农业生产率，并直接改善贫

处于经常预算赤字。1992年，政府开始实施财政

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改革。但直到1999年实行10%的增值税后，税收结
构的简化和税基的扩大才使得政府将收入提高到
GDP的10%。

N

筹划未来：蒙古
蒙古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

2001年，通过接受“技术合作行动计划”下的

时，其政策制定者就面临众多挑战。除了为鼓励私

技术援助，柬埔寨政府进一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人部门发展而制定法律和建立机构外，当局还须克

以改善税收和海关管理。“技术合作行动计划”由

服银行体系的重大薄弱环节，并应付重大外部冲

柬埔寨当局、基金组织和其他捐助方联合制定，目

击，包括长期干旱、连续几个天气极度恶劣的冬

的是增强主要机构的运作能力，以动员更多收入，

季，主要出口商品（铜、黄金和羊绒）的价格波

并改善支出项目的执行和现金管理。海关管理的改

动。

善使2001-02年政府收入提高到GDP的11%以上。然

在这一期间，基金组织通过其优惠贷款机制向

而，按国际标准衡量，柬埔寨的政府收入与GDP的

蒙古提供了优惠贷款，并在金融部门重组、银行监

比率非常低，仍无法满足重要基础设施、农村发展

管、税收政策和管理以及统计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技

和社会支出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基金组织继续就提

术援助，为当局的改革提供支持。政府的改革基本

高收入向柬埔寨提供政策和宏观经济框架方面的建

上是成功的，通货膨胀率从很高的水平降下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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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得到加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得以恢复。

国外借入高成本的商业贷款。基金组织还鼓励蒙古

然而，2001年之前的10年里，蒙古的经济增长总

提高中央银行和其他公共部门机构的透明度，并继

体上仍然疲弱，预算赤字仍相当大，公共债务继

续实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Kronenberg指出，今年早

续积累。

些时候，基金组织与蒙古政府就可能实行的新的减

自2001年起，随着90年代的改革逐渐产生效
果，天气状况改善，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上
升，蒙古的经济表现显著改善。2002年以来的年
均实际GDP增长率达到6¤%，是此前八年平均增长

贫与增长贷款项目进行了讨论，今年秋季（当局届
时将开始制定2007年预算）将继续这一讨论。

N

不同的战略，相同的目标

率的两倍多。由于经济活动活跃，出口价格升至历

这些国家面对的不同挑战及其实施的不同战略

史高水平，预算和国际收支状况显著增强。相比

说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减贫的道路不止一条。鉴

90年代中期，预算收

此，基金组织在为这

入与GDP的比率上升

些国家提供支持的过

了13个百分点之多。

程中也采取了灵活的

预算赤字在90年代后

方法。政策建议是通

半期平均约为GDP的

过对各国健康状况的

9¤%，2005年首次转

定期检查而提供的，

为预算盈余（盈余高

这种检查称为监督。

经常账户自2004年以

资金援助是通过各种

-ICHAEL 2EYNOLDS%0!,ANDOV

达GDP的3%）。对外
来也处于顺差，国际
储备重新大量积累。
基金组织亚太部
顾 问 、 赴蒙古代表团

在蒙古鄂尔登特的一家国有铜矿里，工人走过铜板生产
车间。

不同的手段提供的。
技术援助对关键领域
宏观经济体制的发展
提供支持，这些领域

团长Roger Kronenberg提醒说，尽管取得了这些重要进

因各国情况不同而异，包括建立外汇市场、货币政

展，蒙古仍需应对一些重大挑战，以减轻对外部冲

策框架、银行监管、反洗钱、税收政策和管理、公

击的脆弱性，并持续减轻贫困。从长期着眼，决策

共财政管理、外债管理以及经济统计。上述所有国

者应防止经济受到资源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

家在减贫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正在努力实现

Kronenberg说：“尽管当前形势有利，不难看出债务

其他重要的千年发展目标（见第29页），包括降低

可持续性可能仍是一个问题。因此，为保证该战略

儿童死亡率、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等。

的成功，所采取的政策应坚实地植根于可信的中期
预算框架”。

然而，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基金组织随时准
备继续提供协助。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建议，蒙古应将商品价格超
常高涨带来的额外收入中的大部分节约下来，警惕
信贷迅速增长再度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并避免从
ÈÊ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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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的中期战略

制定新的航线

为

帮助应对184个成员国面临的最新挑
战，特别是在这些成员国为利用21世
纪的全球化而努力进行调整的过程
中，基金组织制定了中期战略。战略
涵盖基金组织的主要工作领域，包括

对全球、地区和各国经济的监督，危机防范和贷
款，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本机构的治理
3TEPHEN *AFFE)-&

（包括成员国的发言权和代表权）。
2004年6月来到基金组织后，总裁罗德里戈·拉
托发起了一项战略审查，研究如何最好地确保基金

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

组织有效分配资源并主动迎接新的挑战。2005年9月
公布了一份初步报告，在基金组织内部以及公众当

的实体，如欧洲联盟）同时处理有关问题。

中引起了对基金组织应发挥什么作用的活跃的讨论。

新兴市场：基金组织计划扩大其贷款工具，向

2006年4月就如何实施新方法公布了一份报告，得到

具有强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持续的债务、透明的

负责决策的理事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欢迎。所

报告制度、但仍面临潜在脆弱性的国家提供高额应

建议的基金组织工作的主要改革包括以下方面：

急流动性支持。基金组织还准备为地区性和其他储

经济监督：在全球层面上，加强基金组织监督
意味着开展更多工作识别经济稳定面临的风险，并

备集合安排提供支持，所采取的方式包括就健全的
政策发出信号。

促进有效地应对这些风险，包括扩大汇率评估的范

低收入国家：基金组织将帮助各国管理实现千

围。在国家层面上，也将通过更深入地分析金融体

年发展目标的宏观经济挑战，特别是与援助的增加

系、采用更强的全球视角、更充分地考虑地区背景

以及在最近一轮债务减免后对债务进行管理有关的

以及更积极地宣传以寻求共识（包括在地区层面

部分。为此，基金将更加侧重于其核心专长领域，

上）来加强监督。

同时继续参与这些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基金组织

在其作用发生重大演变的过程中，基金组织

将认真研究，在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帮助的过程

还实行了新的多边磋商程序。多边磋商将为分析

中，如何与其他发展伙伴（特别是世界银行）开展

和寻求共识提供重要手段，使基金组织及其成员

合作。

国能够采取行动克服对单个成员国和全球金融体

各国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另一个重点问题是调

系产生影响的脆弱性。目前正在与中国、欧元

整成员国的份额及在基金组织治理中的代表权，以

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进行首次多边磋

反映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这将

商。新的磋商对基金组织现有的对单个国家的磋

增强成员国对基金组织的掌控感和参与程度，并在

商安排起到补充作用，使基金组织能够与具有系

所有成员国眼里维护基金组织作为合作性机构的合

统重要性的成员国（有时还包括各组成员国构成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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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塑造基金组织的10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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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为建立新的、更加稳定的
国际经济体系，避免前几十年代价高昂的错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基金组织”）应运而生。

60多年来，它不断变化和调整。自成立以来，它就受到历史
的影响，并深深印上了时代的经济理念和政治思潮的烙印。
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团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会
议，商量成立机构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关系。当时，他们决意
防止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覆辙。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有助于恢
复经济活动，而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有助于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和多边贸
易。对于英国代表团团长、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代表团基金
组织章程主要起草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来说，设立基金组织的动因不仅仅
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萧条，而是通过设立这样一个机构，防止重新陷入闭关
自守和保护主义，从而促成战后经济增长。
本文回望对基金组织产生最大影响的20世纪一些重要事件，并就历史对现
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得出几点一般结论。
n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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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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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8年的巴黎和会的确探讨了美国总统伍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改革国际体系提供了动力和

罗·威尔逊在14点方案中勾勒的恢复繁荣和世界和

背景。美国于1941年12月珍珠港遇袭后参战时，

平的蓝图。但6个月后，在代表们商定被称为《凡尔

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指定怀特负责国际经济和

赛和约》的条款时，这一蓝图的关键内容被弃置一

金融政策，并请他制订一项战后改革国际体系的计

旁。十年内，繁荣消逝。又过了十年，和平也不复

划。怀特恰好此前草拟了关于国际稳定基金的一份

存在。最著名的败绩是，威尔逊未能说服美国参议

大致计划，所以，他在几个月后就拿出第一稿。在

院批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而最灾难性的失败，则

大西洋的另一边，凯恩斯正在起草一项关于国际清

可能是没能为世界各大贸易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

算联盟的计划，拟由英国和美国作为“创始国”共

基础。

同管理该联盟。虽然凯恩斯计划表面上不如怀特计
划那样具有多边性，并且，它以英国的透支制度而

2. 大萧条

不是怀特的相当复杂的货币互换建议为基础，但在

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扩大了凡尔赛的负面后

本质上，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类似。经过随后两

果。随着国际贸易剧减以及国内政策失误，世界各

年的讨论和谈判，两项计划合二为一，成为基金组

地的产出和价格缩减。大萧条严峻考验着分析家和

织章程的一个草案。

选民对自由市场效力的信心，加深了人们对公共部

战争的一个主要后果是，美国实际控制了世界

门在经济生活中积极发挥作用的信念。因此，从具

经济。于是，基金组织的财务结构以美元，而不是

有实质权力的政府间机构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甚

以自创的国际货币为基础。基金组织缺乏中央银行

至对国际金融体系必不可少这一假设出发来讨论二

的大多数权力，贷款权力有限。其总部不在伦敦，

战后的框架，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自然。

甚至也不在纽约，而是在美国财政部可以施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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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华盛顿。随后三十年，基金组织本质上

有着较多的联系。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

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机构，美国提供基金组织可贷

民统治之下。1957年，情况开始变化，当时新独立

资金的大部分，并有效控制了基金组织的大多数

的加纳和苏丹成为基金组织成员国。随后，加入申

贷款决策。

请纷至沓来。到1969年，在基金组织的115个成员
国中，44个来自非洲。到1990年，非洲的53个国家

4. 冷战

全都加入了基金组织。它们占成员国近三分之一，
1944年，哈里·德克斯特·怀

但因一般规模较小并且通常收入较低，其控制的投

特曾力劝苏联加入基金组织，他认

票权不到9%，并且，仅占有执董会22个席位中的

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战

3个席位。

后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前往布雷顿

非洲作为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大陆出现，对基金

森林的苏联代表团签署了有待批

组织的规模和多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此需要大

准的《基金组织协定》，但约瑟夫·斯大林最终拒

幅加强基金组织在借款国的参与和监督。当时，这

绝批准该协定。显然，斯大林担心基金组织的政策

些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人均收入

会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控制，这一担忧并非没有理

很低，属于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目前依

由。当紧张局势发展为冷战时，怀特关于各国普遍

然如此。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更多地是结构问

参与基金组织的设想破灭了。1950年，波兰退出基

题，而不是宏观经济问题；须改进教育、医疗保

金组织。4年后，捷克斯洛伐克被迫退出。在1959年

健、基础设施和治理，而不是满足融资需要；与其

掌权后不久，菲德尔·卡斯特罗令古巴退出。在毛

他地区相比，其经济问题根深蒂固，且旷日持久。

泽东领导中国的三十多年里，美国政府阻挠中华人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优惠贷款和广泛的技术专长。因

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基金组织执董会的努

此，基金组织的作用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它与世界

力。在苏联或中国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大多数国家完

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的密切协作势在必行。

全置身于外。直到80年代，这种趋势才得以扭转，
中国获得了席位，波兰恢复了成员国资格。

6. 多个经济中心的崛起

冷战对基金组织的明显影响是成员国的这种局

随着世界经济（以及世界贸

限性。借用那时的术语，基金组织包括第一世界的

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恢

所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但第二世界缺席。

复，美国的经济霸权渐趋式微。首

基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帮助稳定市场经济

先从废墟中复苏的是西欧。在国内

的资本主义俱乐部。

努力、（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世界银行和后来基金组织的）国际

5. 非洲独立

£äÊ

支持以及体现了本地多边主义的共同市场和欧洲支
在基金组织最初的40个成员国

付联盟的共同作用下，50年代后期欧洲大部分地区

中，只有3个来自非洲：埃及、埃

迅速增长，在多边贸易和货币兑换领域日益开放。

塞俄比亚和南非。其中，一个与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52年加入基金组织并迅速成

东有着较紧密的联系，还有一个受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亚洲接踵而至。日本也于

少数民族控制并且在文化上与欧洲

1952年加入基金组织，到60年代，日本已快与美国
聚焦基金组织

和德国并驾齐驱，即将步入一流经济强国的行列。

8. 金融市场全球化

随后，在70年代，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其他石油输出

在基金组织成立时，私人部门

国的经济实力跃升。在30年里，美国占世界出口的

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重要性有限。贸

比重从22%降到12%，占官方国际储备的比重下降得

易流动主要由贸易信贷融资。大多

甚至更多，从1948年的54%降到1978年的12%。

数经济学家认为，跨境证券流动虽

随着经济和金融力量变得更加分散，越来越多
的货币在经常账户甚至资本交易中完全可以兑换。
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不一，并实行了不同的金融政
策。固定汇率以及黄金和美元有限供给所面临的压
力越发频仍，且日益加剧。1969年基金组织做出反
应，修订了《协定》，并创造特别提款权以补充现
有储备资产，但这一举措过于有限，无法解决根本
性问题，未能化解各种压力。结果，甚至在1973年
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最初的汇率固定但可调整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无法维继。

是投资资本的潜在来源，但同样也
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50年代，欧洲国家逐渐恢复可兑换性，资本流
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开始增加。后来，随着欧洲美元
和其他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70年代资本流动的范
围和重要性首次大幅增加。70年代石油输出国积累
了“石油美元”，且这些资产通过大型国际银行再
循环到输入石油的借款国，起了进一步推动作用。
到90年代，跨境流动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工业国和新
兴市场经济体重要的融资来源，国际金融市场的结
构变得十分复杂，人们不再能够衡量这些市场的规

7. 越战

模，更不要说控制了。
除了对越南成员国资格的直接
影响外，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越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影响是，对于许多潜在借款
者来说，基金组织的融资量降到次要地位。在基金

来越深地卷入越战本身原不会对基

组织成立初期，在国际收支中面临融资缺口的国家

金组织产生大幅影响。在1975年

往往只能通过向基金组织借款来弥补缺口。到80年

4月南越政府即将倒台时，南越官

代，它们的目标则往往是从基金组织借入较少资金

员不顾一切地试图从基金组织借到尽可能多的资

用以支持商定的政策改革方案并由此希望说服其他

金。基金组织拒绝了其要求，几个月后，基金组

债权人相信该国的良好前景，从而“催化”其他资

织承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继任政府。然而，越

本流入。关键是改革的质量，而不是资金的数量。

战对美国经济及其对外支付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

因此，全球化根本改变了基金组织与借款成员国以

对外军事开支上升，加上根据林登·约翰逊总统

及基金组织与其他官方和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的“伟大社会”计划国内支出大幅增加，逐渐加剧

另一个影响是削弱了基金组织的会员制“信用

了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币值的高估。在

社”特征，因为到80年代，较发达的经济体能够通

一系列震荡下，该制度于1968-1973年间崩溃。由于

过私人流动为其对外支付融资，而不需从基金组织

美元不再可以兑换成黄金，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

借款。基金组织的多数成员国分为长期的债权国和

不再能发挥核心职能，甚至不能发挥有用的职能。

长期的债务国。

越战决不是这一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肯定起了很
大的催化作用。
2006年9月Ê

金融全球化的第三个影响是，设有新兴金融
市场的国家依赖私人资本流入，而一旦全球或本
££

地区经济状况恶化，私人资本流入就会出现大幅波

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规模增加了将近30%，执董会从

动，所以难以依靠。在90年代后半期，随着私人资

22个席位扩大到24个席位，增设了俄罗斯和瑞士的

本流入急剧逆转，有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墨西哥于

执董席位，一些现有执董的选区增加了几个国家。

1995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于1997年；俄罗
斯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向基金组织求助，其
资金援助请求的规模远远超过基金组织此前提供的
援助水平。

结论
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60年期间，世界经济
和基金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基金组织大量贷款变
为受危机驱动，为此基金组织相应加强了对危机防

9. 国际债务危机

范和解决的参与。基金组织一半以上的成员国仍稳
1982年8月，国际债务市场状

居债权国或债务国行列，变换行列的可能性不大，

况历经两年的逐渐恶化后，急转

许多国家往往自视为债权国集团或债务国集团的成

直下，陷入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和

员，而不是全球社会的成员。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也

金融危机。1981年和1982年上半

大幅增加，更加多样化，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已加

年，匈牙利、摩洛哥、波兰和南

入，所以，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责任相

斯拉夫等国遭其银行债权人抛弃。当银行突然从墨

应增加。基金组织参与成员国（特别是借款国）决

西哥撤出时，触发了一场系统性危机。几个月后，

策的广度大幅扩大。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也纷纷陷入困境，危机继续扩

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这些变化推动了基金组

散。直到1990年，当世界利率平稳下来，债务最沉

织的演变并使这种演化势在必行。如果这里记载的

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债务由布雷迪债券取代时，

事件没有对基金组织产生这些影响，基金组织早就

危机才结束。债务危机深刻改变了基金组织，把它

会被边缘化，甚至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金组织面

推向国际危机管理者的角色。在90年代期间爆发上

临的挑战一直是坚持其关键核心（即原有的促进有

文所述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时，基金组织吸取了以前

序的支付调整和全球金融稳定这一狭窄使命），同

的经验教训，并被迫寻找新的办法，以处理有关国

时调整其业务活动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理念。为

家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以及随着危机在世界各地扩散

了应付这项挑战，基金组织利用2004年庆祝布雷

而产生的更迅速和更广泛蔓延的问题。

顿森林会议60周年的契机，发起了战略审查（见下

10.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
联解体使基金组织终于能够成为一
个几乎全球性的机构。在3年里，
成员国从152个增加到172个，这是
60年代非洲成员国涌入以来最快的
增速（基金组织目前有184个成员
国）。许多新成员国需要从基金组织借款，它们几
乎全都需要技术援助和定期磋商。结果，在6年里基

£ÓÊ

页），力求使基金组织能灵活应付今后几十年世界
经济的进一步变化。
凯恩斯和怀特创建基金组织的起因是，他们认
为世界需要一个官方机构来促进多边合作以替代闭
关自守的经济政策，并弥补私人市场的固有局限。
虽然世界和基金组织已发生变化，但这些目标仍是
基金组织作用的理论基础之核心。
>iÃÊ Õ} Ì是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与检查部的
助理主任和基金组织官方历史学家。

聚焦基金组织

组织与财务

管理基金组织

基

金组织虽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
机构并参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理事会，但它独立运作，有着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任命执董。另

自己的章程、治理结构、规定

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位执董。选区由利益相似并

和资金来源。
基金组织目前有184个成员国，比联合国少

有3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有足够
的份额选举自己的执董。其他176个国家分为16个
通常来自相同地区的国家组成，例如，非洲法语国
家（见第15页表格）。

7个。这7个国家是：古巴、朝鲜和5个很小的国家

基金组织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大约2700名工

（欧洲的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以及太平洋

作人员，他们大多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基金组织总

岛国瑙鲁和图瓦卢）。古巴是基金组织最初的成员

部工作。少数工作人员在全球各地的地区或当地办

国，但于1964年退出；其他6个国家都没有申请加

事处工作。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主要分布在负有区域

入。要成为一个成员国，一国必须提出申请并得到

（地区）、职能、信息与联络以及辅助职责的各个

大多数现有成员国的接受。对基金组织进行政治监

部门。部门主任向管理层汇报工作。工作人员跟踪

督主要是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责任，该委员会

全球、地区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对经济发展

的24位成员是在执董会派有代表的那些国家和选区

情况和政策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构成基金组织政策

的财政部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见第33页的组织结

建议、贷款和技术援助等业务工作的基础。

构图）。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并就主要政策方向对基金组织提供咨询。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是理事
会的成员，每个成员国在理事会都有一位理事。理
事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并就主要机构决策（例如，
是否增加基金组织的资金或是否接纳新成员国）投
票。与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一样，发展委员会也
有24位部长级成员，它就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向
基金组织理事会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提供咨询。发展
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基金组织从哪里得到资金？
基金组织是一个金融合作机构，在某些方面类
似信用社。在加入时，每个成员国存入一笔认缴
款，称为 “份额”。一国的份额主要由其相对于其
他成员国的经济地位决定，考虑成员国国内生产总
值、经常账户交易和官方储备的规模。份额决定成
员国向基金组织认缴的股本金以及它们可以借款的
限额。份额还帮助决定成员国的投票权。
基金组织成员国认缴的股本金汇合成一个资金

基金组织的负责人是总裁，由执董会（总裁担

库，基金组织用它向遇到金融困难的国家提供暂时

任执董会主席）遴选，任期5年。总裁一直都是欧

帮助。这些资金使基金组织可以提供国际收支融资

洲人。三位副总裁协助总裁工作，包括第一副总

以支持成员国实行经济调整和改革规划。

裁（一直都是美国人）和其他两位副总裁（来自其

基金组织执董会按不超过5年的固定时间间隔

他国家）。执董会制定政策并负责大多数决策，由

检查成员国的份额，并根据全球经济发展情况和成

24位执董组成。在基金组织的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

员国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决定是否

2006年9月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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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理事会建议调整其份额。为增强所有成员国的公

其“基本投票权”和以份额为基础的投票权之和。基

平发言权和代表权，基金组织正在对份额格局进行

金组织每个成员国都有250张基本票（《协定》规定

审查，以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

所有国家相同），每10万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再增加

化。总裁正与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和执董会一起

一票。

制定具体的建议，以期在2006年新加坡年会上达成
一致。
各国以储备资产支付其认缴份额的25%，储备资
产定义为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见第
33页）或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或英镑）；
如需要，基金组织可以要求成员国用本币支付剩余部
分以供贷款使用。基金组织的全部份额为2135亿特
别提款权（约324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投票权是

如有必要，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借款补充其份额
资金。基金组织具有在必要时向成员国借款的两套
常备安排，以便应付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任何威
胁。在这两项安排下，基金组织总共可以借入不超
过340亿特别提款权（约490亿美元）。
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和债务减免来自基金
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区别何在?

基金组织的费用来源
与其他金融机构一样，基金组织从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人们构想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帮助建立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全球经济的机构。
虽然这些目标仍是两机构的核心，但它们的使命和职能不同，其工作
根据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挑战而逐渐演化。

贷款利息和收费中获得收入，并用这些
收入弥补融资成本、支付行政开支和
积累预防性资金。2006财年，从借款

基金组织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并向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临时贷款

国收到的利息和收费以及其他收入总

和技术援助，从而使成员国能够实现并保持金融稳定和对外生存力，

计25亿美元，对成员国认缴份额中用

并建立和维持强劲的经济。基金组织提供贷款，为旨在解决国际收支
问题(即一国无法以能够负担的条件获得充分的融资来履行国际支付义
务的情况)的政策规划提供支持。基金组织的一些贷款期限较短(约1年

于基金组织业务的部分支付的利息为
12亿美元。行政开支（包括工作人员

内拨付，3-5年内偿还)，并由成员国提供的份额缴款提供资金。基金组

的工资和养老金、差旅以及办公用品）

织的其他贷款期限较长(最长3年内拨付，7-10年内偿还)，包括在贴息

总计10亿美元。剩余的3亿美元加入基

基础上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的优惠贷款，贴息资金来源于基金组织过

金组织储备金。

去出售黄金的收入和成员国的捐款。基金组织在低收入国家工作中主
要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怎样才能为可持续增长和减贫奠定
基础。基金组织的大多数专业工作人员是经济学家。

现行的收入框架高度依赖贷款收
入。基金组织今后的重点是建立一个

世界银行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包括帮助各国改革特定部门或

能从其他渠道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长期收

实施具体项目，如修建学校和医疗中心、供水和供电、防治疾病和保

入的新的框架。作为最初的一步，基金

护环境)，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和减贫。世界银行的资金援助一般是长期
的，由成员国缴款和发行债券提供融资。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相比，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技能包括更广泛的学科。

组织执董会批准设立了87亿美元的投资
账户，以期在中期内增加基金组织的收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多个领域进行协作，特别是在支持低收入

入。另外，基金组织于2006年5月任命

国家的政府实施减贫战略、向最贫困国家提供债务减免以及评估各国

了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外部委员

的金融部门方面。两机构每年举行两次联合会议。

会，对基金组织弥补营运成本的资金来
源做出独立评估。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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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金组织

各国在基金组织执董会的代表和投票权（2006年6月16日）
执董会由24位执董组成，他们代表各个或各组国家。每位执董的名字以黑体字显示，副执董的名字以斜体字显示。括号中为
每个国家的投票权。每个选区的总票数和投票权列于国名清单之下。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相加之和有出入。resentation and votes on IMF Executive Board (as of May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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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ä¯®
ä°äÇ¯®
£°{Ó¯®
£°Ó{¯®
{°ÓÇ¯®

阿尔巴尼亚
希腊
意大利
马耳他
葡萄牙
圣马力诺
东帝汶
ä]Èn票

ä°äÎ¯®
ä°Î¯®
Î°ÓÈ¯®
ä°äÈ¯®
ä°{£¯®
ä°äÓ¯®
ä°äÓ¯®
{°£n¯®

" / Ê, （加拿大）
*iÌiÀÊ >ÀiÌ（爱尔兰）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加拿大
多米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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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ä]ÈÎÈ票

ä°äÓ¯®
ä°äÇ¯®
ä°ä{¯®
ä°äÓ¯®
Ó°x¯®
ä°äÓ¯®
ä°äÓ¯®
ä°{ä¯®
ä°£{¯®
ä°äÓ¯®
ä°äÓ¯®
ä°äÓ¯®
Î°Ç£¯®

/1"-Ê-,  "（芬兰）
Ê/ ÀÛ>À`ÕÀÊ-}ÕÀ}iÀÃÃ（冰岛）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冰岛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挪威
瑞典
ÇÈ]ÓÇÈ票

ä°ÇÇ¯®
ä°ä{¯®
ä°x¯®
ä°äÇ¯®
ä°äÇ¯®
ä°än¯®
ä°Çn¯®
£°£Ó¯®
Î°x£¯®

" Ê Ê"（韩国）
,V >À`ÊÕÀÀ>Þ（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基里巴斯
韩国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新西兰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萨摩亚
塞舌尔
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ÇÓ]{ÓÎ票

£°xä¯®
ä°ä£¯®
ä°ÇÈ¯®
ä°ä£¯®
ä°ä£¯®
ä°ä{¯®
ä°{Ó¯®
ä°ä£¯®
ä°äÇ¯®
ä°{Ó¯®
ä°äÓ¯®
ä°äÓ¯®
ä°äÓ¯®
ä°äÓ¯®
Î°ÎÎ¯®

°Ê-"1,Ê- （埃及）
->ÀÊ  ÕÀ（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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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共和国
Çä]nxÓ票

ä°äÇ¯®
ä°{x¯®
ä°xÈ¯®
ä°ä¯®
ä°Èx¯®
ä°££¯®
ä°xÎ¯®
ä°äÓ¯®
ä°£ä¯®
ä°£Î¯®
ä°£x¯®
ä°Ó¯®
ä°£Ó¯®
Î°ÓÈ¯®

-1 Ê°Ê/1,
L`>> Ê-°Ê>ââ>â
沙特阿拉伯
Çä]£äx票

Î°ÓÓ¯®

""Ê Ê* （马来西亚）
>`iÊ-Õ>`>（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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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泰国
汤加
越南
È]ä£票

ä°££¯®
ä°äx¯®
ä°ä{¯®
ä°Ç¯®
ä°ä{¯®
ä°Çä¯®
ä°£Î¯®
ä°ä{¯®
ä°{£¯®
ä°x£¯®
ä°ä£¯®
ä°£È¯®
ÊÎ°£Ç¯®

* / ,Ê°Ê 1 11（坦桑尼亚）
*iÌiÀÊ>ÕÕ（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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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维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
南非
苏丹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Èx]ÓÓ£票

ä°£{¯®
ä°ä{¯®
ä°äx¯®
ä°äÓ¯®
ä°äÇ¯®
ä°äÎ¯®
ä°£{¯®
ä°äÎ¯)
ä°ä{¯®
ä°äÈ¯®
ä°äÇ¯®
ä°nÓ¯®
ä°äÈ¯®
ä°nÇ¯®
ä°ä¯®
ä°äÎ¯®
ä°£ä¯®
ä°ä¯)
ä°Ó{¯®
Î°ää¯®

王小奕
葛华勇
中国
ÈÎ]{Ó票

Ó°{¯®

/"-Ê"- ,（瑞士）
`ÀâiÊ,>Vâ（波兰）
阿塞拜疆
吉尔吉斯共和国
波兰
塞尔维亚和黑山
瑞士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È£]nÓÇ票

ä°ä¯®
ä°äx¯®
ä°È{¯®
ä°ÓÎ¯®
£°È£¯®
ä°äx¯®
ä°äx¯®
ä°£{¯®
Ó°n{¯®

 - Ê6°Ê"<
`ÀiÊÕÃ 
俄罗斯联邦
x]Çä{票

Ó°Ç{¯®

 -Ê,",（伊朗）
 >i`Ê >À（摩洛哥）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加纳
伊朗
摩洛哥
巴基斯坦
突尼斯
xÎ]ÈÈÓ票

ä°ä¯®
ä°x¯®
ä°£n¯®
ä°Çä¯®
ä°Ón¯®
ä°{¯®
ä°£{¯®
Ó°{Ç¯®

1, "Ê OY"（巴西）
,LiÀÌÊ-ÌiiÀ（哥伦比亚）

巴西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圭亚那
海地
巴拿马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xÎ]ÈÎ{票

£°{£¯®
ä°ÎÇ¯®
ä°££¯®
ä°£x¯®
ä°äx¯®
ä°äx¯®
ä°££¯®
ä°äx¯®
ä°£Ç¯®
Ó°{È¯®

°*°Ê-,（印度）
>Ê1Ì ÕÊiÀ>Ì（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斯里兰卡
xÓ]££Ó票

ä°ÓÈ¯®
ä°ä£¯®
£°Î¯®
ä°Óä¯®
Ó°Î¯®

 /",Ê,°Ê/",, -（阿根廷）
>ÛiÀÊ-Û>,ÕiÌi（秘鲁）
阿根廷
玻利维亚
智利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Î]Îx票

ä°¯®
ä°ä¯®
ä°{£¯®
ä°äÈ¯®
ä°Î£¯®
ä°£x¯®
£°¯®

 Ê" "Ê! （赤道几内亚）
>ÕÀi>Ê7°Ê,ÕÌ>ÞÃÀi（卢旺达）

贝宁
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佛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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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ä]Ç{票

ä°ä{¯®
ä°ä{¯®
ä°£ä¯®
ä°äÓ¯®
ä°ä{¯®
ä°ä{¯®
ä°äÓ¯®
ä°ÓÈ¯®
ä°äx¯®
ä°£È¯®
ä°äÓ¯®
ä°äÎ¯®
ä°än¯®
ä°äÈ¯®
ä°äÓ¯®
ä°äÇ¯®
ä°äx¯®
ä°ä{¯®
ä°äÈ¯®
ä°ä{¯®
ä°äx¯®
ä°ä£¯®
ä°ä¯®
ä°äx¯®
£°{£¯®

不包括利比里亚、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的票数，这些国家因对基金组织长期拖欠而被暂停投票权。

2006年9月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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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与危机防范

促进健康
的经济

基

金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国
际货币合作，促进成员国和
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以
此作为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

础。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减
轻贫困至关重要。促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经济和金融危机，因为经
济和金融危机可能破坏就业、降低收入并给
人们造成巨大的困苦。但促进宏观经济和金
融稳定还包括，避免经济活动大起大落、高
通货膨胀以及汇率和金融市场过度波动。任
何此类不稳定都可能增加不确定性，阻碍投
资，妨碍经济增长，降低生活水平。
动态的市场经济必然涉及某种程度的不
稳定以及渐进的结构变化。决策者面临的挑
战是尽量减少不稳定，而不妨碍经济体系通
过提高生产率和效率以及创造就业来提高生
活水平的能力。
经验表明，增长率和就业率最强劲、经
济不稳定性最小的国家采用以下做法：奉行
稳健的宏观经济（财政、货币和汇率）政
策；允许市场发挥作用，具有适当的监管、
"ERND *ONKMANNS)AIF!URORA  1UANTA 0RODUCTIONS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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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社会安全网政策；对国际贸易开放;建
立健全的经济决策和管理制度；鼓励发展强
健的金融体系；收集、监测并公布高质量的
像安得拉邦这样的新购物中心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印
度涌现。

聚焦基金组织

数据；实行良好治理。
基金组织通过履行以下三项主要职能促进国际
金融体系稳定：
监督。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并监
督每个成员国是否履行以下义务：实施有利于有序

提供资金协助。
金融全球化还在传统的贸易联系之外带来了新
渠道，一国的问题可能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其他国
家，甚至在全球经济体系扩散，从而增大了蔓延的
风险。

增长和价格稳定的政策，协助促进稳定的汇兑安排

目前的趋势表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将继续加

和避免汇率操纵，以及向基金组织提供本国经济数

强。今后几十年，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可能

据。基金组织通过跟踪世界各地的经济和金融情况

增加。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巨人印度和中国尤其具

并从国际和国内的角度检查成员国的政策是否适

有系统重要性。工业国家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国际

当，行使其监督职能。它警告成员国注意即将来临

上的储蓄-投资平衡，也可能引致更大规模的跨境资

的危险，使政府能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本流动。

贷款。基金组织向存在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贷

为密切监督这些动态，基金组织通过开展更有

款。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贷款的主要目标是经济

针对性的监督，通过更深入地审查汇率问题，以及

增长和减贫。

通过对金融部门、债务可持续性、区域和全球外溢

技术援助和培训。基金组织帮助成员国政府发
展健全的决策制度和经济政策工具。

效应进行更好的分析，不断加强其分析和建议。为
增强其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基金组织采取了若干
措施(见第18页专栏)，包括将这些领域的工作集中

正在进行的监督

于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将成为基金组织在金融、

由于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几乎遍布全球，成员国

资本市场和货币领域所有工作的权威核心部门。更

可以在基金组织这一国际论坛上讨论其各自经济以

加重视金融部门工作，并加强金融部门工作与基金

及全球经济的发展情况。最近几十年，国际资本市

组织宏观分析之间的密切融合，这是总裁中期战略

场的规模扩大和复杂性增加是金融稳定面临的主要

(见第7页)的基础所在。

挑战。大量国家获得了进入这些市场的渠道。在许
多方面，金融全球化是令人欢迎的。它提供机会，

监督的种类

引导私人资本流向可以最有效利用资本的国家，为

国别监督。基金组织通常每年一次与每个成员

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增长提供资金。另外，资本市场

国就其经济政策举行磋商。(这被称为“第四条磋

一体化原则上使各国能在不必依赖官方资金的情况

商”，因为它们是《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要求进

下针对外部冲击进行调整。

行的。)磋商侧重于成员国的汇率、财政和货币政

但是，正如过去十年的情况所示，资本流动

策，国际收支和外债状况，该国的政策对其对外账

也是波动的潜在来源，特别是在许多新兴市场国

户的影响，其政策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并识别潜在

家。出现了由资本突然外流导致的新型危机，它

的脆弱性。

比基金组织传统上在其贷款活动中处理的经常账

随着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更加一体化，基金组

户失衡更难驾驭。阻止资本外流要求采取措施恢

织的监督日益侧重于资本账户、金融和银行部门问

复投资者信心，例如，在一些情况下由国际机构

题。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在成员国从

2006年9月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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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制度问题(例

执董会还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频繁、非正式的讨

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金融部门监管、公司治理

论。基金组织管理层和高层工作人员还参加各种集

以及政策透明度和问责制)对于基金组织的监督也变

团和论坛的讨论(例如，由主要工业国组成的8国集

得日益重要。

团，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4国集团，以及金融稳定

地区监督。为了补充国别磋商，基金组织还检
查根据地区安排实行的政策，例如在中非货币与经
济联盟、东加勒比货币联盟、欧元区和西非经济与
货币联盟实行的政策。另外，基金组织目前更为关

论坛)，与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或其副手以
及其他官员共商经济前景和政策。

尽早采取行动

注某些地区的国家(如中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预警即将来临的危机并不足以防止危机，还有

或太平洋岛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讨论工作人员

必要采取迅捷的防范措施。此外，由于经济金融日

就这些专题编写的报告，不仅能审议在地区层面上

趋一体化及存在危机蔓延和外溢的风险，监督必须

制定的政策，而且能对地区内各国的情况和政策进

不仅侧重于易出现危机的国家，而且侧重于整个体

行比较分析，并对冲击在地区内的传播进行分析。

系。基金组织代表国际社会发表公正意见，在强调

过去几年里，基金组织还开始在一年两期的《地区

世界必须解决的主要经济挑战方面发挥特别重要的

经济展望》报告中公布其地区监督的主要结果。

作用。正是认识到这种独特的作用，国际货币与

全球监督。除了国别监督和地区监督外，基金

金融委员会2006年春季会议要求基金组织采取进一

组织还监督全球经济状况、国家政策的全球背景以

步措施(包括多边磋商)，鼓励采取行动纠正全球失

及国际资本市场动态。在监督工作中，基金组织还

衡。基金组织总裁说，这意味着基金组织将提供一

评估石油市场和贸易等领域中重大的经济和金融动

个框架，使各国政府参与到积极的磋商过程中来，

态产生的全球性影响。它在一年两
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
融稳定报告》中阐述其全球监督的

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

主要结果。这两份报告供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促进成员国金融体系稳健的主要手段是持续实施多边和双边
监督、制定贷款规划以及提供技术援助。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5年9月公
布的《金融部门评估手册》为金融部门当局提供了金融体系评估和政策措
施制定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稳健做法方面的信息。
基金组织通过深化对金融体系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促进实施金融部门
评估规划而改善监督过程。这是为了更好地识别金融体系的稳健之处和薄
弱环节，从而减少金融体系发生问题的次数，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
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通常包含加强成员国金融体系的措施。除了提供
资金支持外，基金组织还协助成员国识别和分析金融体系的问题，制定系
统性改革和银行重组战略，并确保这些战略符合适当的宏观经济和其他结
构政策并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
基金组织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帮助成员国实施有助于增强其金融基础
设施的特定措施。这种援助可包括以下方面的咨询和培训：改善货币和财
政管理；发展外汇和资本市场；设计支付系统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银行
业法律框架及培养审慎监管能力；制定系统性银行重组战略。

与金融委员会讨论。
2006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对全球经济继续强劲扩张表示欢
迎，指出这种扩张超出预期且具有
更广泛的基础。2006年4月的《全
球金融稳定报告》则称，全球金融
体系抗风险的能力增强，但同时强
调，全球失衡的扩大以及债务水平
的提高(特别是在住户部门)带来持
续的风险。
除了这些半年一次的检查外，

£nÊ

聚焦基金组织

商讨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的后果。

括改进公共部门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问责制。

从90年代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提早促使基金组织

UÊ 基金组织更为注意与贸易相关的脆弱性。对

采取重要措施，将监督重点放在危机防范上。这些

于执行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的最贫困国家而言，这

措施包括加强地区和全球监督，并建议成员国在其

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应付多边

政策中更多地运用“减震机制”，例如，在经济境

贸易自由化对其国际收支产生的短期影响，基金组

况好时整顿财政政策以便为困难时期的放松提供余

织推出了贸易一体化机制，使其能够在现有贷款机

地，维持充足的储备水平，建立高效和多样化的金

制下更可预见地将资金提供给合格成员国。

融体系，保持汇率灵活性，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社
会安全网。为减轻各国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基金
组织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措施:
UÊ 1999年，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亚洲危机，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对各国
的金融部门进行全面评估。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报告
帮助各国确定其金融体系的实力、风险和脆弱性并

UÊ 为 了 向 那 些 不 愿 或 无 需 从 基 金 组 织 获得
资金援助的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基金组织于
2005年10月推出了政策支持工具。政策支持工具
帮助成员国制定有效的经济规划，并使成员国能
向国内公众或向国际债权人和捐助方展示其实行
稳健政策的决心。

制定适当的对策。基金组织还对离岸金融中心进行

UÊ 另外，为了应对新兴市场成员国面临的新挑

评估。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在全球资金流量中占相当

战和需求，基金组织正在考虑采用一项新的工具，

大的比重，对全球金融稳定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向那些具有强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持续的债务和

此外，基金组织还参与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

透明的报告制度、但仍可能遭受冲击的国家提供高

国际努力。

额度应急融资。

UÊ 基金组织制定并积极推广经济决策中良好
做法的标准和准则。在数据标准领域，基金组织制

基金组织的透明度

定了有关措施，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关于成员国的可

基金组织还重视加强其自身的问责制，于

靠、及时、全面的统计数据，协助市场参与者在充

2001年设立了独立评估办公室(见第32页)，并在过

分了解情况后作出投资决定，减少出现可能会引发

去十年间提高了其业务和决策的透明度。基金组织

危机的冲击。

已成为一个更开放和更负责的机构以及普通大众和

UÊ 基金组织改善用于判断各国对危机脆弱性的
分析框架，包括评估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债务可持

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同时保持了作为
成员国机密顾问的作用。

续性和流动性管理，以及监测金融稳健指标。这些

基金组织目前公布为执董会撰写的大部分政策

分析的目的是，加强基金组织对成员国如何增强本

文件，并在其网站上刊登财务和业务信息。另外，

国经济抗冲击能力的政策建议，并帮助各国判断随

基金组织还公布关于对成员国的政策和它们所执行

着时间的推移能否在不对收支做出不现实的大幅调

的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进行监督的更多信息。尽管

整的情况下偿还其外债和公共债务。

公布与成员国有关的文件需要征得有关国家的同

UÊ 基金组织加大力度促进良好治理。良好治理
对于强劲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特别强调的领域包
2006年9月Ê

意，但多数情况下采取推定公布的方式，大多数的
工作人员报告都被公布。
£

解决危机

在出现问题时
伸出援手

无

论基金组织的监督
工作和政府实行的
经济政策有多好，

期望危机永不发生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动态的市场经济往往不
时面临危机，而基金组织的作用
是通过政策建议和资金支持，帮
助减轻危机的影响，缩短危机
的持续时间。控制危机有时需
要基金组织承诺大量资金。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投资取得
了成效。例如，按任何标准衡
量，1997年12月基金组织对韩
国的210亿美元贷款额都很大。
这有助于该国在1998年初恢复
金融稳定并在下一年恢复强劲
增长。韩国提前偿还了基金组织
的贷款。这是适时地成功提供大
规模支持的一个范例。基金组织
1998年在巴西和2001年在土耳
-AURICIO ,IMA!&0'ETTY )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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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挥了类似作用。
巴西圣保罗期货和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

聚焦基金组织

经济危机为何发生？

该国当局和基金组织必须商定适当的经济政策规划
（见贷款和贷款条件，第22页）。如果没有基金组

运气不佳、政策不良或两者结合可能给一国带

织的融资，调整过程会更加困难。例如，如果投资

来国际收支困难，使该国无法按可以负担的条件获

者不再想购买一国政府的债券，则政府别无选择，

得充分的融资来履行净国际支付义务。在最坏的情

只能通过增收节支来减少融资额，或者通过印制钞

况下，这些困难可能演变成危机。该国货币的贬值

票为赤字融资。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基金组

速度可能损害人们对币值的信心，给国内经济带来

织的贷款，就需进一步“勒紧腰带”。在第二种情

破坏性后果，并且，问题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

况下，将会引发通货膨胀，使穷人深受其害。基金

这些困难的原因往往不同，并且十分复杂。但

组织的融资便于进行更加渐进和深思熟虑的调整。

主要原因不外乎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大量和持续
的财政赤字、高额外债、维持在不当水平的固定汇
率、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等。

解决外债危机
一些国际收支困难是由国家积聚不可持续的债

其中一些因素可能直接影响一国的贸易账户，

务引起的。不可持续是指在任何一套可行的政策

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其他因素可能会减少国际交

下，债务都无法偿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一国

易融资，例如使投资者对在一国投资失去信心，导
致大规模的资产出售和资本突然撤到海外（即“资
本外逃”）。

及其债权人找到重组债务的办法。这可能需要放宽
偿还条件，例如，延长期限和/或减少债务的面值。
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一道，力求在强化的重债
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见第29页）下，将重债

基金组织的贷款如何提供帮助？
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目的是，在各国实行调整
和改革政策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恢复强劲经济增
长所需条件时，为其提供喘息的余地。这些政策因

穷国的债务负担降到可持续的水平，并继续推进旨
在有序解决国家与其私人债权人之间债务危机的机
制。基金组织还鼓励主权债发行国在所有市场发行
的国际债券中纳入集体行动条款，该条款有助于防
止极少数债权人阻拦绝大多数债权人同意的重组交

各国情况（特别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同而异。例

易。结果，在根据纽约法发行的国际主权债券中，

如，面临关键出口品价格突然下跌的国家可能仅需

集体行动条款现已十分寻常。自2004年初以来，新

要资金援助，以便在价格恢复前克服困难并帮助缓

兴市场国家发行的附有集体行动条款的债券大幅增

和因突然和急剧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遇到资本外

加。

逃问题的国家需要解决导致投资者失去信心的那些

除基金组织的工作外，其他领域，如“新兴市

问题：可能是利率过低，汇率高估，政府预算大量

场稳定的资本流动和公正的债务重组原则”的监控

赤字，债务存量增长过快，或国内银行体系效率低

过程也取得了进展。这些原则由私人部门发起，确

下并且监管不善。

定了主权债务人和其私人债权人在预防和解决金融

无论成员国是否面临危机，在取得贷款之前，
2006年9月Ê

危机方面的行为和责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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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和贷款条件

回到正轨

基

金组织向存在国
际收支问题的成
员国提供资金援

助以支持调整和改革政策，
其中包括向低收入国家提供
优惠援助。融资是为了提供
一般性国际收支支持，而不
是象开发银行提供的融资
那样，为了具体的目的或项
目。基金组织的所有资金援
助都经执董会批准。
基金组织贷款量波动很大。21世
纪第一个10年之初，面临资本账户危
机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基金组织
借入超常数额的资金，使基金组织贷
款量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随后，在有
利的国际环境下，借款大国向基金组
织还款，基金组织的总信贷余额大幅
下降。
多年来，基金组织开发了一系列
适合处理不同成员国具体情况的贷款
工具，或称“贷款机制”。非优惠贷
款通过4种主要贷款机制提供：备用
$INKA 3PIROVKA"LOOMBERG .EWS,ANDOV

ÓÓÊ

保加利亚索非亚的行人。保加利亚的结构改革
目的在于改善商业气候。

聚焦基金组织

安排、中期贷款、补充储备贷款和补偿融资贷款
（见第25页）。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减贫与增长
贷款按优惠利率借款，如果遭受不可控的冲击，则
可以通过外生冲击贷款借入资金。外生冲击贷款是
向没有减贫与增长贷款项目或具有政策支持工具项

信贷余额的不同趋势
基金组织近些年非优惠贷款的信贷余额减少……
（单位：10亿特别提款权）




策支持工具为一国遭受冲击时迅速通过外生冲击贷



款借入资金提供了基础，尽管这种贷款并不是自动



提供的。基金组织还向遇到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刚
结束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如果是低收入国家，则
可按优惠利率提供援助。

非优惠贷款



目（见第19页）的国家提供的：处于正常轨道的政
































如果一国没有面临紧迫的国际收支需求，那么
它可将基金组织的安排视为预防性的，这种安排使
它有权在需要时提款，前提是它实施了特定的政
策。

而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增加。




近年来，减贫与增长贷款发放的笔数最多，而



最大数额的贷款是通过备用安排提供的。在2006年



春季会议上，基金组织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国际货



币与金融委员会通过了基金组织的中期战略（见第
7页）。根据这一战略，基金组织正在进一步考虑设
立一项新的工具，向具有强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可
持续的债务、透明的报告制度，但仍可能遭受冲击
的国家提供高额应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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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财年末（4月30日）的数据。2006财年的下降是由于
1月6日和4月28日实施多边减债。
1. 减贫与增长贷款。
数据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基金组织对非优惠贷款收取与市场有关的利
率，称为“基本收费率”。基本收费率以特别提款
权利率为基础，特别提款权利率每周修改，以反映
主要国际货币市场上短期利率的变化。大规模的贷
款带有利率加价，称为“附加费”。

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
当一国向基金组织借款时，政府做出加强经济
和金融政策的承诺。这一要求称为贷款条件。贷款

一国可以从基金组织借到的数额因贷款类别的

条件确保基金组织的贷款将用于解决借款国的经济

不同而有差别，以该国在基金组织份额的一定倍数

困难，并保证该国将能够迅速偿还，使资金可供其

表示。为满足超常的国际收支需求，基金组织还可

他需要的成员国使用。

以超限额贷款。基金组织鼓励提前偿还贷款。虽然

近年来，基金组织简化了贷款附加条件。

基金组织有标准的还款义务时间表，但是，基金组

2002年9月，基金组织执董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指导

织期望成员国在可能时根据更快的时间表还款。

准则，强调需要将贷款条件的重点放在主要宏观经

2006年9月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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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划监测依靠以下几项不同的工具：
UÊ 提前采取的行动是一国同意在基金组织执
董会批准贷款或完成审查（见下述）之前采取的措
施。这些措施确保为规划的成功奠定必要基础，并
确保在偏离议定政策后回到正轨上。提前采取的行
动可以包括：将汇率调整到可持续的水平，取消价
格管制，或正式批准符合规划的财政框架的政府预
算等。
$AVID "UTOW2EDUX2EDUX 0ICTURES

在阿富汗喀布尔郊区，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济目标和政策工具上，并需要增强各国对政策规划

UÊ 绩效标准是为了使商定数额的贷款得到拨付
而必须达到的具体条件。有两类绩效标准：定量标
准和结构标准。定量标准通常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变
量，如国际储备、货币和信贷总量、财政差额以及
对外借款等。例如，规划可能列入净国际储备的最
低水平、中央银行国内净资产的最大规模或政府借

的掌控感。最近的一项审查结果表明，贷款条件的

款的最大规模。结构标准用于对经济规划的成功至

针对性有所提高，夭折的规划数目已减少。

关重要的结构性措施，这些标准在各个规划中有很

基金组织借款国所需采取的政策不仅要解决眼
前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要通过实现更广泛的经济

大差别，但可以包括改进金融部门操作、改革社会
保障制度或重组能源等关键部门的具体措施。

稳定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例如抑制通货

UÊ 可以用说明性目标补充定量标准。通常设

膨胀、减少公共债务或加强金融体系的措施。还可

定规划的最后几个月要达到这些目标，然后，随着

采取政策克服健康增长所面临的结构障碍，如放开

经济趋势走强，在对其作适当修改后，作为绩效标

价格和贸易、改善治理等。

准。

这些政策共同构成成员国的“政策规划”，成

UÊ 结构基准用于那些无法足够明确地监测，因

员国在请求获得基金组织贷款所附的意向书或经济

而不能成为绩效标准的措施，或关键改革进程中的

与金融政策备忘录中陈述其政策规划。规划的具体

小步骤。违背这些基准本身不会导致基金组织贷款

目标和采取的政策取决于该国的情况。然而，在所

的中断。

有情况下中心目标都是恢复或保持国际收支生存力

UÊ 另一个重要监测工具是规划审查，它是执董

和宏观经济稳定，并为持续和高质量的增长创造条

会对在实现规划目标方面进展情况进行广泛评估的

件。

如何评估遵守情况？
基金组织的大多数贷款分阶段拨付。这使基金
组织可以在核实一国继续履行承诺后拨付随后的款
Ó{Ê

一个机会。执董会利用审查的机会，讨论各项政策
并根据新的发展情况对规划进行可能必要的调整。
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在一国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对偏
离加以纠正时），该国可要求对违背绩效标准的情
况予以豁免。
聚焦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如何贷款：金融贷款机制的条件
备用安排和中期贷款
UÊÊÊÊ备用安排（1952年）

而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短
期援助。仅作为常规安排的补充。

旨在解决短期国际收支困难；通常为
期12-18个月，法定最长为3年。

贷款限额：无；只有在相应的常规
安排下的贷款会超出年度或累计限额
时，才可使用这种贷款机制。

正常贷款限额：年度：份额的100%；
累计：所使用的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
户资金总计不超过份额的300%。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
2-2¤年/2¤-3年。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
2¥-4年/3¥-5年。
收费：基本收费率+以规模为基础的
附加费（对超过份额200%的数额收
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
300%的数额收取200个基点的附加
费）。
条件：成员国采取政策使人们相信其
国际收支困难将在合理的期间内得到
解决。
累计使用：若超过份额的25%，则受
制于更加严格的条件（称为高信贷分
档贷款条件）。
分阶段和监测：视遵守绩效标准和其
他条件的情况，每季度拨款一次。
UÊÊÊ中
Ê 期贷款（1974年）
提供较长期的援助，为旨在解决较长
期的国际收支困难的结构改革提供支
持。
正常贷款限额：年度：份额的100%；
累计：所使用的基金组织普通资金账
户资金总计不超过份额的300%。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
4¤-7年/4¤-10年。
收费：基本收费率+以规模为基础的
附加费（对超过份额200%的数额收
取100个基点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
300%的数额收取200个基点的附加
费）。

收费：基本收费率+300基点（2¤年后
上升到500基点的最高限）。
条件：在相应安排下实施规划，采取
强化的政策解决市场信心丧失问题。
分阶段和监测：贷款在1年内可供使
用；前倾性贷款，有两次或两次以上
拨款。
UÊÊÊ补偿融资贷款（1963年）
用于克服暂时的、因不在成员国控制
之内的事件造成的成员国出口收益和
服务收入不足或谷物进口成本过高问
题。
贷款限额：因出口不足或谷物进口成
本过高分别获得的贷款最高为份额的
45%，两者综合限额为份额的55%。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
2¥-4年/3¥-5年。
收费：基本收费率；无附加费。

条件：做出合理的努力克服国际收支
困难并侧重于制度和管理能力培养，
以便为高信贷分档安排或减贫与增长
贷款下的安排铺平道路。紧急战乱后
援助的条件还包括，基金组织的支持
是解决战乱后果的国际协调努力的一
部分。
分阶段和监测：通常没有。

对低收入成员国的贷款
UÊÊÊ减贫与增长贷款（1999年）
为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国际收支困难
提供较长期的援助，目的是实现持续
的、能减轻贫困的增长。
贷款限额：份额的140%；特殊最高限
额为185%。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无
提前还款预期/5¤-10年。
收费：优惠利率：每年0.5%；无附加
费。
条件：以有关国家在参与性过程中制
定的结合宏观经济、结构和减贫政策
的减贫战略文件为基础。
分阶段和监测：视遵守绩效标准和完
成检查的情况，每半年（或有时每季
度）拨款一次。

条件：通常只有在成员国已经具有备
用安排，或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除
出口不足或进口过高外在其他方面令 UÊÊÊ外
Ê 生冲击贷款（2005年）
人满意时，才可使用。
已批准但尚未获得充分融资。为面临
分阶段和监测：通常在最少为6个月
外生冲击（如商品价格变化、自然灾
的期间内根据有关安排的分阶段条款
害和邻国事件导致的贸易混乱）的低
拨付。
收入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
UÊÊ紧急援助
适用于符合减贫与增长贷款条件但没
有减贫与增长贷款规划的国家。外生
自然灾害（1962年）：向由于自然
冲击贷款规划为期一至两年。
灾害而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
迅速提供中期援助。
贷款限额：份额的25%；累计限额为
份额的50%。

条件：成员国采取附有结构议程的3年
期规划，并每年就今后12个月的政策
提供详细说明。

战乱后（1995年）：为克服与内乱
或国际武装冲突的后果有关的国际
收支困难提供迅速的中期援助。

分阶段和监测：视遵守绩效标准和其
他条件的情况，每季度或每半年拨款
一次。

贷款限额：份额的25%，但在特殊情
况下可增加贷款额。

收费：每年0.5%；无附加费。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无
提前还款预期/3¥-5年。

条件：必须具有减贫战略，并且必须
制定综合的经济规划。

收费：基本收费率；无附加费；如
有资金，可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利息补
贴。

分阶段和监测：视遵守绩效标准的情
况（多数情况下还要视完成检查的情
况），每半年或每季度拨款一次。

特别贷款
UÊÊÊ补
Ê 充储备贷款（1997年）
向由于市场信心突然和破坏性地丧失

2006年9月Ê

期限（预期偿还）/（义务偿还）：无
提前还款预期 / 5¤-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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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和培训

传递技能

基

金组织提供技术建议和培

90年代初期到中期，随着基金组织成员国扩
大到包括一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

训，协助成员国加强宏观
经济和金融部门政策的设

计和实施，并提高政府机构的能力。稳
健的经济决策和执行需要技能和有效的

家，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迅速增加。最近，由于基
金组织努力加强全球金融体系，以减少危机的风险
和改进对那些确实发生的危机的管理和解决，想采
用金融、财政和统计管理的国际标准和准则的国家
产生了对技术援助的新需求。这方面的技术援助大
多是根据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以及标准与准则遵守情
况报告中的有关建议提供的。基金组织最近就离岸

政府机构。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帮

金融中心以及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问题开展的
工作也要求额外的技术援助。

助来积累经济管理专长，并需要获得有
关建议，了解已在其他地方运作良好的

此外，在与其他双边和多边技术援助提供者的
协调下，基金组织开展大量工作，向刚刚结束武装
冲突的国家提供迅速的政策建议和业务援助。同

适当政策、改革和制度安排。基金组织
重视通过援助工作补充和增强基金组织
的其他关键活动（监督与贷款）。

时，低收入国家在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和减债规划管
分享技能
基金组织各部门在多种经济专业领域提供援助
（2006财年）

通过从总部派出的工作人员代表团、提供短
期专家、常驻顾问、区域技术援助中心以及在实
地或基金组织总部或区域培训学院的培训，基金
组织在其核心专长领域提供技术援助（见图）。
这些领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货
币政策；中央银行业务；金融体系；外汇市场和
政策；公共财政和财政管理；宏观经济、对外部
门、财政和金融统计。这些援助作为基金组织成
员国的一项好处免费提供（有能力返还基金组织
费用的国家除外）。基金组织总共约有三分之一
的技术援助由外部供资。

ÓÈ

聚焦基金组织

理以及设计和执行旨在提高增长和加速减贫的规划
改革非洲的地区支付系统

方面继续需要帮助。基金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
次上组织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捐助方协助下，基金

作为金融部门改革战略的一部分，博茨瓦纳、加

组织管理5个区域性技术援助中心：非洲两个（第三

纳、纳米比亚、塞拉利昂和斯威士兰正在对其支付和

个正在筹备），加勒比、中东和太平洋各一个。

结算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基
金组织的货币与金融体系部在博茨瓦纳派驻了一名地

执董会在审查了独立评估办公室最近就基金

区支付系统顾问，为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提供协助。

组织技术援助规划提交的一份报告后，强调了基

基金组织顾问已在下述领域与有关国家当局合作：

金组织技术援助在满足成员国尤其在政策设计和

UÊ 制定法律以支持新的支付系统。

实施以及能力建设领域的各种需求方面越来越重

UÊ 运
Ê 行电子清算所、电子转帐、实时全额结算系
统以及其他电子资金转移机制和系统。

要的作用。执董会认为，有效提供技术援助的关

UÊ 制
Ê 定与支付系统各项服务有关的标准、准则、

键是，必须能迅速做出反应，根据成员国的具体

规定和程序。

情况提供建议，并开展高质量的分析。根据这份

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重于南部非洲发展共

报告的各项建议，基金组织正改进技术援助的重

同体和西非货币区有关金融部门项目的融合。总体目

点，确保当局积极参与设计和后续阶段的工作，

标是整合各国的支付系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性

并更好地监督结果。

跨境网络。为实现这一目标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例
如，实施该项目后，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已运行新的

培训

实时全额结算系统。

基金组织高度重视通过培训协助成员国掌握技
术专长。基金学院负责由基金组织提供的多数培
的申请。

训。它通过在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以及金融部门、财
政和对外部门政策这些核心领域的课程和研讨会，

除在总部提供培训外，基金组织还通过区域学

培训成员国官员。培训由基金学院和基金组织其他

院和项目提供课程和研讨会。现有4个区域培训中

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有时得到外部学术界和专家

心：拉丁美洲联合区域培训中心（巴西）、联合非

的帮助。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官员提出

洲学院（突尼斯）、基金组织/新加坡区域培训学院
和联合维也纳学院。此外，基金组织还与中国和阿
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协作建立了培训项目。
2006财年，基金学院在基金组织其他部门的
帮助下，提供了143个课程，共有近4600名官员参
加。很多培训通过各区域培训中心提供。在位于华
盛顿的基金组织总部的培训（包括通过较长期的课
程）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占学员周的大约三分之
'REGG .EWTON FOR )-&

在巴西利亚基金学院进行的培训。

2006年9月Ê

一。其余培训在基金组织区域网络以外的地点进
行，主要由基金学院与国家或区域培训项目协作开
展，有的以远程教学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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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和减债

努力改善生活

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
界经济稳步增长，带来广
泛的繁荣，使无数人口脱
离贫困，特别是在亚洲。

然而，仍存在严峻挑战。特别是在
非洲，最近几十年减贫进展有限，
一些国家出现倒退。展望未来，在
今后25年，世界人口预计增加约
20亿，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
没有低收入国家自身和国际社会的
协同努力，其中许多人将注定生活
窘困。
协调发展援助
基金组织在低收入国家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其工作核心目标是，协助推动经济
稳定和增长，以此实现深入和持久的减贫。
在这项工作中，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密切合
作。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减贫机构。两机构
一道通过政策建议、技术援助、贷款、债务
减免和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帮助这些国家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见下页专栏）方面取
得进展。
#HRISTA ,ACHENMAIER)AIF!URORA  1UANTA 0RODUCTIONS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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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压力
促使基金组织进一步将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各
安哥拉松贝的母子俩。

聚焦基金组织

国在宏观经济稳定前提下加强自身政策努力并获取

1999年出台了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向低收

更多外部资金支持上。为此，基金组织鼓励各国建

入国家提供更快、更深和更广的债务减免，特别是

立和分析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不同框架，并以此支

通过实行社会政策，加强债务减免与减贫之间的联

持其减贫战略。基金组织还就如何处理援助资金对

系。各国继续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实行结构

经济的影响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建议。考虑到主要捐

和社会政策改革，包括增加对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

助国2005年表示它们将在未来10年内大幅增加对发

等社会部门项目的支出。这是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

展中国家的外部援助，这一点特别重要。关于捐助

的核心。

方，基金组织正与多边发展伙伴进行合作，努力提

迄今为止，29个国家已达到强化的重债穷国倡

高援助资金流量的可预测性，并增强发展伙伴的政

议下的决策点，国际社会已向它们承诺590亿美元的

策和管理的连贯性。

名义债务减免。重债穷国倡议下的援助将使这些国

1999年以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加强对低
收入国家的资金支持实行了三项计划：

家债务的净现值减少三分之二。19个重债穷国也已
达到完成点，在这点上所有债权人将不可撤销地提

UÊ 由每个借款国撰写减贫战略文件，阐明本国

供债务减免。按2004年底的数据，另有11个国家最

制定的政策战略，作为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优惠

近被确定为达到了该倡议的收入和负债标准，可能

贷款的基础；

希望申请获得重债穷国倡议下的援助。

UÊ 重债穷国倡议于1996年发起，1999年得到加

多边减债倡议对重债穷国倡议下的援助起到补

强。在该倡议下，债权人通过协调的方式提供债务
减免以恢复债务可持续性。
UÊ 根据多边减债倡议，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
国际开发协会和非洲开发基金100%免除对某些国家
的债权，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减贫战略文件是全面的国家减贫战略。其目的
是在低收入国家、捐助方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需
的发展政策之间建立至关重要的联系。减贫战略文
件是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以及重债穷国
倡议下的债务减免的操作依据。基金组织通过减贫
与增长贷款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
低收入国家在国内利益方和外部发展伙伴的参
与下制定战略。减贫战略文件定期更新（至少每5年
一次），并需编写年度进展情况报告。减贫战略文
件陈述国家计划实行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政
策，并说明将如何为实施这些政策提供资金。一旦
一国制定了减贫战略文件，它就有资格从减贫与增
长贷款信托中获得贷款，并有资格获得重债穷国债

千年发展目标
2000年9月，189个国家的首脑签署了《千年宣
言》，确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共有8项，
内容包括减轻收入贫困、解决导致人类困苦的其他因
素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明确目标。这8项千年发展目标
力求在2015年前：
（1）使极端贫困和饥饿人口比1990年减半：
（2）普及初等教育；
（3）促进两性平等；
（4）降低儿童死亡率；
（5）改善产妇保健；
（6）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8）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2002年3月，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后
续会议上达成了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需的广泛发展
战略和政策的共识。“蒙特雷共识”是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的一项新契约，其中强调了它们在努力
实现发展目标方面的共同责任。它呼吁发展中国家改
进政策和治理，呼吁发达国家增加支持，特别是通过
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援助以及更加开放市场。

务减免。
2006年9月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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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部免除有关国家的合格债务（2004年底之前拨
付、获得多边减债资格时仍未偿还的债务），以腾
出更多的资源，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重债穷国倡议要求所有债权人采取协调行动。多边
减债倡议则不同，不要求官方双边债权人、私人债
权人或除基金组织、国际开发协会和非洲开发基金
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任何相应的债务减免。
要想充分利用债务减免的益处，关键是应协助
各国今后避免过多举债。各国一方面需要加大支出
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另一方面需要防止再次陷入
*àROGEN %FFNERDPA,ANDOV

沉重债务。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04年联合建立
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可以帮助债权人和
债务人评估债务不可持续积累的风险。债务可持续

卢萨卡SOS儿童村的学生。2006年初，赞比亚在多边减债倡议下
获得了5.81亿美元的债务减免。

性框架根据特定的债务临界值（与债务国的政策和

充作用。在基金组织，这项倡议于2006年1月5日正

及这些指标在面临冲击时的变动情况。债务可持续

式生效。有资格从基金组织获得多边减债倡议下的

性框架已成为指导基金组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政策

债务减免的国家包括所有达到重债穷国倡议完成点

建议的重要工具。

机构的质量相关）跟踪主要债务指标的变化路径以

（即能够获得全部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的那一点）的
国家，以及人均收入等于或低于380美元的非重债
穷国。
迄今为止，已向21个国家提供了37亿美元的
债务减免。这些国家包括19个已达到完成点的国家
（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
比亚、加纳、圭亚那、洪都拉斯、马达加斯加、马
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
卢旺达、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
以及2个非重债穷国（柬埔寨和塔吉克斯坦）。在
2006年里，更多国家可能有资格获得多边减债倡议
下的债务减免。马拉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
利昂将于2006年达到重债穷国倡议下的完成点，从
而有资格获得多边减债倡议下的债务减免。
重债穷国倡议旨在恢复那些深陷债务的低收入
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而多边减债倡议更进一步，
ÎäÊ

进一步措施
正在实施或曾经实施减贫与增长贷款安排的国
家很显著地改善了宏观经济状况，但大多数低收入
国家尚远未达到在2015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
需的持续高增长。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第三期跟
踪各国进展的全球监测年度报告中指出，所取得的
进展是不平衡的。好消息是，根据该报告，10个被
调查的发展中国家中有9个儿童死亡人数下降，并
且，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高发国家（如海地、乌干
达和津巴布韦），感染率首次出现下降。小学入学
率也大幅上升。然而，很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
拉丁美洲）在减贫方面尚未取得显著成效，南亚国
家在人类发展指标上进展不大。2006年公布的该报
告强调指出，经济增长、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援助、
贸易改革以及更好的治理结构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关键。
聚焦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继续考虑它在开展低收入国家工作方

议，全球增长将减缓，世界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可

面的手段是否充分。尽管减贫与增长贷款仍是帮助

能会下降。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基金组织希望看

这些成员国的主要手段，对于那些近期在经济稳定

到多哈回合在减贫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以充分实现

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再需要基金组织资金支

其发展承诺。这种成果特别包括高收入国家对农业

持的国家，基金组织于2005年10月推出了“政策

贸易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在2006年春季会议上，基

支持工具”。政策支持工具使基金组织能够通过帮

金组织呼吁成员国努力促成协议，使贫困国家能够

助这些低收入国家制定有效的经济规划而向其提供

通过大步的贸易自由化充分利用全球一体化带来的

支持。一经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这些规划将向捐

机会。基金组织呼吁在2006年底前结束多哈回合。

助方、多边开发银行和市场发出信号，表明基金组

基金组织为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发挥了作

织认可该国的政策。这种政策支持以及就一国业绩

用。在2005财年，基金组织启动了贸易一体化机

和前景发出的“信号”有助于外部各方的决策，并

制，以帮助各国应付因其他国家实施多哈回合协议

可能影响外部援助（包括债务减免和其他援助）的

或非歧视性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国际收支缺口。启

流量。

用这一机制后，基金组织成员国可在现有贷款机制

2005年12月，基金组织还设立了外生冲击贷
款，向面临不可控冲击的低收入国家提供政策支持

下要求获得资金援助，以满足与贸易有关的临时性
国际收支需求。

和优惠资金援助（见第23页）。对于那些面临自然

例如，在世贸组织的《纺织品和服装协定》

灾害或多边贸易改革引起的国际收支困难，或刚刚

于2004年底到期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此机制下

走出战乱的国家，基金组织启动了以优惠条件提供
支持的机制，即有补贴的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贸易
一体化机制和战乱后紧急援助。
根据2006年春季会议上各成员国通过的基金组织
中期战略（见第7页），基金组织将进一步改善其在低
收入国家中的作用。首先，基金组织将侧重于对每个国
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的问题，简化与世界银
行之间的分工，并提供更为灵活的贷款条件。其次，基
金组织将评估预期援助资金流量是否符合宏观经济稳
定和实现该国发展目标的预计成本，并且将加强与捐助
方的合作。第三，基金组织将协助确保债务减免的受益
国不再积累过多债务。

获得援助，成为自孟加拉国2004年获得援助以
来的另一个受益国。目前正与其他成员国进行讨
论。在此机制下提供援助将有助于减轻一些发展
中国家对多哈回合硕大成果可能会为其带来过大
调整压力的忧虑。
为协助确保成员国能够充分利用多边贸易自由
化的机会，基金组织已开展下述工作：
UÊ 在海关改革、税收和关税改革以及数据改进
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
UÊ 作为世界银行主持开展的、各有关机构参与
的联合框架的一部分，协助对欠发达国家贸易一体
化面临的障碍进行分析；

贸易问题与多哈回合
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繁荣方面，贸易可能比援助
重要得多。基金组织继续强调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
合贸易谈判的全球重要性。如果多哈回合达不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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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Ê 找出潜在风险并帮助各国了解国际一体化的
好处；
UÊ 评估贸易改革对各国的影响，例如，减少农
业补贴、减少优惠和逐渐取消纺织品配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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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估办公室

加强基金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了得到对基金组织业绩客观和独立的反
馈，执董会于2001年7月设立了独立评估
办公室。独立评估办公室随后撰写了一
系列详细报告。这些报告用于评估基金
组织的工作做得如何，并帮助确定对政策和做法的可
取调整。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独立于基金组织的管
理层和工作人员，并与执董会保持一定距离。独立评估
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包括一位主任（Thomas A. Bernes）、
12名其他工作人员（大多从基金组织以外招聘）以及咨
询顾问。

为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网站（ÜÜÜ°v°À}Éi）提供
关于独立评估办公室职责范围、迄今所做的工作、正
在进行的项目的进展情况、评估报告以及研讨会和对
外宣传活动的详细信息。该网站还为感兴趣的利益方
（各国当局、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他
成员）提供机会，在制定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计
划、确定各项研究的职责范围和对这些研究提出实质
意见方面与独立评估办公室进行交流。
独立评估办公室在内部讨论和广泛外部协商的基
础上制定工作计划。所有评估的问题文件草案都刊登
在独立评估办公室的网站上，对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
研究公开征求意见。
在制定未来的工作计划时，独立评估办公室确定
了可在中期内开展的广泛的评估题目，体现了来自外
部利益方以及基金组织执董、管理层和工作人员提出
的许多建议。

已完成的评估
UÊÊÊ延期使用基金组织资金
UÊÊÊÊ基
Ê 金组织在最近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资本账
户危机中的作用
UÊÊÊÊ按照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进行的财政调整
UÊÊÊÊ基金组织1991-2001年期间在阿根廷发挥的作用
UÊÊÊ减贫战略文件过程和减贫与增长贷款的有效性
UÊÊÊ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
UÊÊÊ基金组织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采取的方法
UÊÊÊ金融部门评估规划
UÊÊÊ基金组织对约旦的援助
UÊÊÊ基金组织的多边监督

正在进行的评估
UÊÊ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贷款条件
UÊÊÊ基
Ê 金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外部资金封套的决
定中所起的作用
UÊÊ基金组织关于汇率政策的建议

2006年，独立评估办公室自身得到了一个独立外
部小组的评估。根据该小组的报告，执董会认为，独
立评估办公室已很好地服务于基金组织并从广泛的利
益方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该小组还提出应在哪些领
域加强独立评估办公室。正在针对这些建议开展后续
工作。执董们还认为，基金组织继续需要独立评估办
公室促进本机构的学习文化，并促进执董会的监督和
治理。

加强监督：独立评估办公室近期评估的启示
独立评估办公室最近完成了两项与基金组织核心业
务即监督有关的重要评估。评估内容涉及金融部门评估
规划和多边监督。报告列出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包括多
边监督报告的分析质量较高，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使基金
组织实施金融部门监督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独立评
估办公室指出，对于监督工作整体而言，有几个重要领
域需要改善。
对于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主要挑战涉及：
UÊÊÊ确
Ê 保今后涵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
UÊÊÊ处
Ê 理跨境问题（此前基本被忽视）；
UÊÊÊ采
Ê 取步骤，改进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与总体双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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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在这方面存在问题）。
对于多边监督，评估的结论是，基金组织的工作没有
充分发挥潜力。建议进行如下改革：
UÊÊÊ更
Ê 好地将金融与宏观经济、双边与多边分析和政策
建议结合起来；
UÊÊÊ通
Ê 过提供精简的、更有针对性的产品，传达更简
短、更明确的信息，并加强沟通战略，使基金组织
的工作更加“以用户为重”；
UÊÊÊ增
Ê 强执董会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多边监督中
的影响，并更加主动地开展基金组织所参与的较小
范围国家的讨论。

聚焦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一瞥
基金组织的关键指标（截至2006年4月30日，除非另有说明）1
成员国
总部
执董会
工作人员总数
总份额

184个国家
华盛顿特区
24位成员
约2700名
3100亿美元（2135亿特别提款权）

份额
最大
最小

美国（占总份额的17.4%）
帕劳（占总份额的0.001%）

贷款资金
未承诺可使用资金2
未来一年承诺能力3

2166亿美元（1472亿特别提款权）
1766亿美元（1201亿特别提款权）

信贷额度4
在借款安排下可以
得到的信贷
储备
预防性余额5
其他资产
持有的黄金
在基金组织账面
上的价值
市场价值
信贷余额
全部信贷
向低收入国家提
供的优惠信贷
向其他成员国提
供的信贷

目前的贷款安排
备用安排
中期贷款
减贫与增长贷款及
外生冲击贷款

27

最大借款国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乌拉圭
乌克兰
塞尔维亚和黑山

131亿美元（89亿特别提款权）
76亿美元（52亿特别提款权）
19亿美元（13亿特别提款权）
11亿美元（7.34亿特别提款权）
9.65亿美元（6.56亿特别提款权）

10
1

对重债穷国的债务减免，截至2006年4月底
已达到所有标准并达到完成点
19个国家
已达到决策点，但需达到更多
标准才能达到完成点
10个国家
达到2004年底的收入和债务标准，
并希望考虑得到债务减免
11个国家
已达到决策点的29个重债穷国的
总减债成本
413亿美元（2005年底净现值）
基金组织向已达到决策点的29个
重债穷国提供减债的成本
31亿美元（2005年底净现值）

500亿美元（340亿特别提款权）
112亿美元（76亿特别提款权）
1.034亿金衡盎司
86亿美元（58.5亿特别提款权）
666亿美元（按每盎司644美元的价格）

多边减债倡议下的援助
多边减债倡议援助的受益国
涉及普通资金账户信贷余额的援助
涉及减贫与增长贷款—外生冲击贷
款信贷余额的援助
总计

341亿美元（231亿特别提款权）
58亿美元（39亿特别提款权）
283亿美元（192亿特别提款权）

注释：
1. 美元数额按2006年4月28日1特别提款权=1.47106美元的汇率计
算，并经四舍五入。
2. 可使用资金减去现有贷款安排下未提用的贷款总额。
3. 衡量今后一年内可用于新的贷款承诺的资金，等于未承诺可用资
金加上今后一年内的回购，再减去审慎性余额（2006财年底定为503亿
美元或342亿特别提款权）。

20个国家
1.362亿美元（0.898亿特别提款权）
37亿美元（24亿特别提款权）
38亿美元（25亿特别提款权）

4. 基金组织有两个信贷额度，如果基金组织需要更多的流动性，它可以使用这
些信贷额度。它们被称为借款总安排和新借款安排。上一次启用这些信贷额度
是在1998年。
5. 基金组织积累审慎性余额。审慎性余额由储备和特别应急账户构成，目的是
为自身及债权成员国提供保护，在出现不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使它们免于损失。
数据：基金组织财务部。

基金组织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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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董事会

独立评估办公室

总裁
副总裁
投资办公室/
工作人员
退休计划

地区部门

职能和特殊服务部门

非洲部

财务部

亚洲及太平洋部

财政事务部

欧洲部

基金学院

驻欧洲各办事处
中东和中亚部

信息和联络部门

法律部

货币与金融体系部

对外关系部

2

政策制定与检查部

联合非洲学院

预算与计划
办公室

技术援助管理
办公室

辅助服务部门
人力资源部

亚太地区办事处

基金组织驻
联合国办事处

内部审计与
监察办公室

3

3

秘书部

技术与综合服务部

研究部

联合维也纳学院
统计部

西半球部

新加坡培训学院

国际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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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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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在对这些部门的业务进行合并。
3. 隶属总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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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 -ACROECONOMIC -ANAGEMENT
OF &OREIGN !ID /PPORTUNITIES AND 0ITFALLS
%DITORS 0ETER )SARD ,ESLIE ,IPSCHITZ !LEX -OURMOURAS
AND "ORIANA 9ONTCHEVA

4HIS NEW VOLUME EMPHASIZES THAT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FOREIGN AID WILL BE NECESSARY BUT NOT SUFlCIENT TO MEET THE
-ILLENNIUM $EVELOPMENT 'OALS 3OUN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BY RECIPIENTS OF FOREIGN AID AND SUPPORTIVE
EFFORTS BY DONORS WILL ALSO BE CRUCIAL )SSUES ADDRESSED IN
THE PAPERS AND OVERVIEW CHAPTER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POTENTIAL FOR
SIZABLE INCREASES IN AID TO ADVERSELY AFFECT COMPETITIVENESS
AND HOW TO AVOID THIS AND THE EFFECT OF AID ON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RECIPIEN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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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RLD
%CONOMIC
/UTLOOK

4HE 7ORLD
%CONOMIC
/UTLOOK IS
THE PRODUCT
OF A UNIQUE
INTERNATIONAL
EXERCISE IN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ANALYSIS
PERFORMED BY )-& STAFF TO GUIDE KEY
INITIATIVES AND TO SERVE )-& MEMBER
COUNTRIES 0UBLISHED AT LEAST TWICE A
YEAR IN %NGLISH &RENCH 3PANISH AND
!RABIC THE 7ORLD %CONOMIC /UTLOOK
OFFERS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7ITH ITS ANALYSES
BACKED BY THE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OF OVER   )-& ECONOMISTS THE 7ORLD
%CONOMIC /UTLOOK IS THE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IN ITS l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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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UBLIC
0RIVATE
0ARTNERSHIPS
'OVERNMENT
'UARANTEES
AND &ISCAL
2ISK
)-& 3TAFF 4EAM
,ED BY 2ICHARD
(EMMING
0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000S REFER
TO ARRANGEMENTS UNDER WHICH THE PRIVATE
SECTOR SUPPLIES INFRASTRUCTURE ASSETS AND
INFRASTRUCTURE BASED SERVICES THAT TRADI
TIONALLY HAVE BEEN PROVIDED BY THE GOVERN
MENT 4HIS 3PECIAL )SSUE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SE 000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IR lSCAL CONSEQUENCES )T ALSO LOOKS AT
GOVERNMENT GUARANTEES WHICH ARE USED
FAIRLY WIDELY TO SHIELD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RISK AND ARE A COMMON FEATURE OF
000S 4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LIST OF
MEASURES THAT CAN MAXIMIZE THE BENElTS
AND MINIMIZE THE lS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0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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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AL
&INANCIAL
3TABILITY
2EPORT
!PRIL 
4HIS SEMI
ANNUAL
PUBLICATION
FROM THE
)-& PROVIDES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MATURE AND
EMERGING lNANCIAL MARKETS AND SEEKS TO
IDENTIFY POTENTIAL FAULT LINES IN THE GLOBAL
lNANCIAL SYSTEM THAT COULD LEAD TO CRISES
)T IS DESIGNED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CAPITAL mOWS WHICH PLAY A
CRITICAL ROLE AS AN ENGIN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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