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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是开展国际货币合作的核心机
构，有187个成员国（截至2010年6月）。世界上
几乎所有国家在基金组织中同心协力，努力增进
共同福利。基金组织的主要宗旨是维护国际货币
体系（即汇率和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使各国
以及各国人民能通过这一体系相互进行货物和服
务交易。这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
平的关键。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讨
论各国经济政策对国家、地区和全球产生的影
响。本《年报》报告了执行董事会、基金组织管
理层和工作人员在2009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
日的财年期间的活动情况。
基金组织的主要活动有：
• 建议成员国实行有助于其防范或化解金融危
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加快经济增长和减
轻贫困的政策；

• 应成员国的请求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以协
助其建立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所需的专长和
机构。
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并且还
在世界各地设有代表处，体现了它的全球活动范
围和与成员国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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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成员国提供暂时融资，协助它们解决国际
收支问题，即解决它们向其他国家的付款超
过其外汇收入而造成的外汇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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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是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财务数据的美元换
算值是约数，是为了方便读者。2010年4月30日，特别提款权/美元汇
率是1美元=0.661762特别提款权，美元/特别提款权汇率是1特别提款权
=1.51112美元。一年前（2009年4月30日）的汇率是1美元=0.667632特别
提款权，1特别提款权=1.49783美元。
“billion”表示10亿，“trillion”表示万亿。分项数据与合计数据
之间的微小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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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国际惯例中所理解的国家领土实体。这里使用的国家一词还指一些单
独和独立列示统计数据的非国家领土实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年报

总裁兼执董会主席的致辞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
基金组织总裁兼执董会主席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危机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
的经济政策协调应当保持下去。各国走到一起，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面对共同的
问题，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或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的确，这是危机留下的
重要财富之一。
虽然危机还没有完全离我们远去，但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一些国家正在经历
强劲增长，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弹则较为疲弱，同时，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在最
近几个月再次上升。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单个国家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远
不仅限于该国本身。今后的挑战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重新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
衡的增长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众志一心，正是
这种精神在危机期间为世界各国领导人提供了指引。当然，合作并不意味着千篇
一律，必须以多元化的政策来应对多元化的挑战。
在危机期间，基金组织支持政策合作，力争有效地应对成员国所面临的严峻
挑战。我们承诺了2000多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还向系统注入了约合2830亿美元的
特别提款权。我们新设计的灵活信贷额度为具有良好记录的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
安全网。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将面向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承诺增加了
两倍，并减免利息至 2012年。同时，我们强调国家自主权，为此，我们改善了贷
款规划的灵活性、简化了政策条件，并对危机国家中最脆弱群体的需要作出积极
响应。
我相信，我们的努力帮助缓解了危机带来的冲击。在规划国家，产出损失较
过去危机要小一些，而过去曾经历的剧烈调整（汇率和利率的大幅波动）得到了
避免。具有灵活信贷额度安排的国家的利差缩小。在大多数国家（包括一些低收
入国家），财政政策是能够抑制经济下滑的。
展望未来，基金组织需要在解决成员国所面临的新挑战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和
有效。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要求我们在四大改革领域开展
工作：基金组织的职责、基金组织的融资作用、多边监督和机构治理。我们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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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一年里取得了许多进展。在监督方面，我们必须
实话实说，同时作为可信赖的政策顾问。我们需要把
重点放在系统性和跨国性问题上，充分利用我们真正
的附加值。在贷款方面，我们正在研究一些方案，以
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帮助预防危机和减轻系统性冲
击。这些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反映了我们正在不断努
力使我们的职责更加适应现代世界的实际。
最后，我们需要稳步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赋予
活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他
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
艰难而复杂的领域，但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年底之前
取得进一步进展。这些改革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具相
关性的基金组织，更具合法性的和真正体现代表性的
基金组织，以及（最重要的）更加有效的基金组织。
我对基金组织在过去一年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
豪，并期待着继续与我们的成员国合作，解决全球经
济所面临的各种未决的挑战。

基金组织执董会向基金组织理事会提交的《年
报》是基金组织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工具。执董会负责
指导基金组织业务，它由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任命
的24名执行董事组成，而理事会则是基金组织的最高
权力机构，其中每个成员国由一名高级官员代表。出
版《年报》代表执董会对基金组织理事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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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事会的送文函

2010年7月29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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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荣幸地向理事会呈交截至2010年4月30日之财年的《执行董事
会年报》。根据《附则》第20节的规定，执行董事会批准的截至2011年4月30日
之财年的基金组织行政和资本预算见第五章。附录六提供了经审计的截至2010
年4月30日之财年普通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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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光盘和www.imf.org/external/pubs/ft/
ar/2010/eng/index.htm。根据《附则》第20节 (c) 的规定，由Thomas O’Neill先生、
Ulrich Graf先生和Amelia Cabal女士组成的外部审计委员会监督了外部审计和财务
报告程序。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
总裁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第一章

综述

第一章

综述
2010财年即将结束时，1全球经济似乎正在走出60多年来最严重
的衰退。但复苏仍然不均衡，一些经济体增长非常强劲，而其他一
些经济体的反弹则较为温和，下行风险在增加，这种情况延续到了
2011财年初。必须制定政策应对这些风险，为恢复强劲和可持续的
全球增长创造条件。
在这一年里，在国际社会努力使全球经济重返可持续增长道路
方面，基金组织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工作重点是向成员国提供政策
咨询以支持复苏、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加强国际金融体系。
增强基金组织的工作得到推进，其重点是审查基金组织的职责、改
进其监督工作、确保其拥有充足的资金，以及改革其治理结构。基
金组织在其他领域的工作有，继续推进预算收支方面的结构调整、
修改人力资源政策、增强透明度，以及扩大对外推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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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衰退

基金组织在支持持久复苏中的作用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

2010财年，基金组织在支持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方

创。信贷供应减少、贸易崩溃、资本流动枯竭、增长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倡导支持经济复苏、为持续增

下滑，失业率大幅攀升。虽然此次危机的中心位于若

长创造条件的政策应对措施（包括在20国集团会议中

干先进经济体（特别是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但危

发挥关键作用），并通过大型规划为各国提供支持

机很快就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

（包括预防性的灵活信贷额度）。它还推出了多项新

为应对危机，政策制定者们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

措施，并倡导加强若干领域的政策适应性：

作，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大胆而激进的货币、

·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基金组织在2010财年

财政和金融部门政策措施。这些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

扩充了其贷款资金，批准并实施了特别提款

成功遏制并扭转了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市场

权的普遍分配，为全球经济注入流动性。它

状况有所好转，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复苏迹

修改并扩大了融资机制，以确保其在危机期

象，到2010年初，经济增长形成势头。然而，复苏仍

间及危机之后能够始终满足成员国的需求。

然温和而不均衡，先进国家的增长相对疲弱，而新兴

为应对危机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所造成的特别

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则普遍强劲反弹。

严重的影响，基金组织提高了其优惠贷款能

虽然经济正在复苏，但前景依然面临巨大的风

力，并修订了开展此种贷款的框架。基金组

险。未来的一项关键任务是要减少主权脆弱性，由于

织执行董事会在本财年里批准了14个非优惠

公共债务水平大幅增加，它可能会威胁金融稳定和延

融资安排，共计722亿特别提款权，其中大部

长危机时间。取消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是必要的，而

分（522亿特别提款权）与灵活信贷额度有

且主要的新兴市场和一些先进经济体已经在这么做，

关。此外，基金组织在针对低收入国家的优

但在主要先进经济体可能需要晚些时候再进行，因为

惠机制下的贷款承诺大幅增加，达到22亿特

它们需要先实施财政调整以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紧急

别提款权。

支持。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一个具有宏观经济和社

·保持政策刺激措施直到私人需求明显出现持

会影响的核心政策挑战，它引发了关于临时性失业将

续恢复，同时根据成员国的具体国情制定、

转化成结构性失业的担忧。金融改革也必须成为政策

宣传和执行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基金

议程的重点，同时，这种改革的轮廓是清晰的：提高

组织的建议是，财政刺激应得到充分实施，

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并改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定一

但风险溢价大幅上升的国家除外，这些国家

个工具组合，总体解决系统性风险，尤其是“重要到

的形势更为急迫，现在就需要开始财政整

不能倒闭”的机构；以及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

顿。如果宏观经济的进展正如基金组织《世

促进跨境问题的解决。最后，为了恢复并维持全球经
济的强劲增长，需要重新平衡各国之间的需求。

界经济展望》的预测，那么多数先进经济体
应在2011年开始财政整顿。财政整顿计划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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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印度尼西亚Cikarang 一家工厂的工人正在生产天然气密封罐。右图：2009年10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
开的年会期间举行会议。

要尽可能以“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加以实
施，同时开展能够促进潜在增长的结构改
革。只要通货膨胀预期仍然得到较好的纾
缓，在财政整顿的推进过程中，可以继续保
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将需要引领紧
缩周期，因为它们比先进经济体复苏得更
快。展望未来，基金组织政策咨询的重心已
经从财政刺激转向财政整顿。
·加强全球金融体系改革。2010财年期间，由于
增长重新启动，金融市场出现反弹，基金组
织估计金融系统所遭受的损失有所下降，但
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压
力重重。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认为，修复资
产负债表和改革金融部门监管对于减少风险
和支持信贷增长至关重要，而后两者又是支
撑持久复苏的基础。
·重新平衡全球增长的政策。基金组织的政策建
议呼吁那些在危机前逆差过高的国家制定计
划整顿其公共财政，以维持投资者的信心，
同样地，整顿工作需要采用尽可能有利于增
长的方式。那些经常账户顺差过高的国家
有责任使其增长从出口驱动转向依靠国内需

求，从而推动全球需求增长。随着逆差过高国
家的货币出现贬值，顺差国家的货币就必须升
值。基金组织认为，顺差国家和逆差国家都应
当通过金融部门改革和适当的结构政策来支持
这一重新平衡过程。
·能力建设。这场危机提升了基金组织支持成员
国能力建设的技术援助工作对于制订和实施健
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基金组织对这一
领域日益增加的需要作出了紧急回应，尤其是
在处理危机的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为一些国家提
供了技术援助。

加强基金组织，应对未来挑战
2010财年结束时，复苏仍然面临重大风险，并且
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在2010财年越来越
重视加强基金组织，以使其胜任在全球经济中不断演
进的角色。在2009年10月举行的伊斯坦布尔年会上，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确定了加强基金组
织的主要重点工作：
·重新评估基金组织的职责，使其涵盖所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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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稳定构成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部
门政策；
·继续增强融资能力，帮助成员国处理国际收支
问题（包括金融波动），纾缓对过度积累外汇
储备的需要；
·改善多边监督工作，使其更好地与双边监督融
合，并进一步加强跨国、地区和多边监督工作；
·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提高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审查基金组织的职责
在2009年10月的年会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呼吁基金组织“重新评估其职责，使其涵盖所有对全
球稳定构成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部门政策”，
并在2010年年会前向委员会报告。监督、融资和国际
货币体系稳定（基金组织职责工作的基本重点领域）
成为2010财年最后几个月工作人员文章和执董会讨论
的重点，并继续成为本财年的重点。

为21世纪提供融资
基金组织资金
确保基金组织有充足的资金以满足潜在需求是执

行董事会在2010财年的一个主要工作重点。根据20国
集团领导人于2009年４月确定、后来由国际货币与金
融委员会批准的目标，基金组织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
动，对其现有的资金进行了评估，确保其能够继续满
足成员国的需求。2009年上半年，基金组织开始与一
些成员国就可能的额外双边借款协议进行协商， 2在
2010财年里，新签署并生效了15 项协议。根据执董
会在这一年批准的、向成员国及其中央银行发行债券
的框架，签署并生效了三项购买基金组织债券的双边
协议。2009年７月，基金组织首次使用了根据各种协
议所提供的借入资金。
为满足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融资需求，作为额外资
金的快速来源，双边借款协议得到了运用，同时，
基金组织还着手增加其较长期的贷款资金。2009年11
月，基金组织新借款安排 3的现有和潜在参与方就扩
大新借款安排和提高其灵活性达成一致。执董会随后
发布了一项决定，将新借款安排扩大至3675 亿特别
提款权（根据2010财年年末汇率计算，约合5500亿美
元），并新增13 个参与方，其中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
家。在随后的关于基金组织贷款资金充足性和构成的
讨论中，执董们强调，尽管新的新借款安排使可用资
金大幅增加，但基金组织现在是，并且将来也应该继

11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年报

续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同时，大多数执董
认为非常有必要大幅度增加基金组织份额，以确保充
足的份额资金能满足成员国在大部分情况下的需要。  

为成员国提供融资
在努力确保其资金充足的同时，基金组织在这一
年里还大力改进其贷款工具组合，以满足其成员国
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的需求。2009财年底，执董会
批准对基金组织的非优惠贷款框架进行全面改革，在

贷款－外生冲击贷款（PRGF-ESF）信托。通过一套
新的贷款工具，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的资金援助
增加了一倍多。预计其优惠贷款能力到2014年将增至
170亿美元，其中最初两年最多将达80亿美元。

改进基金组织监督工作
全球危机突出表明，需要改进基金组织的监督工
作，以确保在监督评估中能够充分捕捉到一国经济发

2010财年，执董会讨论了进一步改进的初步意见，其

展和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以及金融部门在影响

中包括 （1）改进灵活信贷额度，延长其期限，增加

经济产出方面的核心作用。执董会讨论了这方面的一

资格的可预测性，并取消对贷款限额的非正式上限；

些提议，其中包括

（2）设立预防性信贷额度，其服务对象为那些不满

·更加侧重于那些其政策或情况对全球系统整体

足灵活信贷额度资格要求但政策稳健的国家；以及

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国家的外向溢出效应，从而

（3）建立一种机制，基金组织可通过该机制为可能

有助于把多边角度与双边角度联系起来；

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国家提供流动性额度。还计划开展
进一步的工作，加强与地区融资安排的联系。
作为对2009财年开始的非优惠融资改革工作的扩
展，执董会在 2010财年批准了对基金组织面向低收
入国家的优惠融资机制的结构、贷款条件和金融条件
进行改革。设立了新的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
于2010年1月生效，以取代并扩大现有的减贫与增长

·视需要而开展新的多边磋商，在一些不与现行
机制（例如20国集团的相互评估过程）重叠的
具体专题方面促进合作和集体行动，并与现有
国家集团进行更多的互动；
·查明跨国界和跨部门的相互关联性以及宏观金
融不稳定的传输渠道，弥补金融部门数据中的
缺陷，并同参与金融稳定工作的主要实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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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马拉维Cape Maclear半岛的渔夫正在晒鱼。右图：2010年4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基金组织总部召开的春季会议
期间举行会议。

合作，以加强金融部门监督。

在监督和政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

在这一年里，执董会还检查了金融部门评估规

委员会携手合作，在2010财年与20国集团各国和其他

划（FSAP），并以一系列方式增强了该规划。执董会

国际组织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官方使用者进行了广泛

一致认为，扩大国家范围并增强评估的重点和频率将

磋商，之后就危机暴露的重要信息缺陷问题提出了建

提高该规划的效用。

议。通过发起一个公开部分成员国金融稳健指标的网

作为旨在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这是总裁

站，基金组织朝着增强对这些指标的国际报告的方向

确定的一个优先领域）的更广泛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迈出了一步，这也是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研究

2010财年，基金组织在与其监督活动相关的领域加大

的建议之一。

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努力。2009年9月，基金组
织受邀在20国集团的相互评估过程中发挥作用，该过

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程强调，协调的经济政策有潜力促进可持续和平衡的

截至2010财年底，基金组织最近的份额改革（理

全球增长。20国集团要求基金组织分析集团的各个国

事会于 2008年４月批准）仍然不够批准所需要的票

家和地区政策框架如何相互衔接 ，并审查集团单个

数。除其他外，改革的一个目标是增加具有活力的新

成员国奉行的政策是否整体上与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

兴市场的投票权比重和提高低收入国家发言权。在

经济发展道路相一致。基金组织还与金融稳定委员会

2010年４月的公报中，国际货币金融与委员会敦促各

（FSB）合作开发了半年一次的早期预警演习，以提

成员国立即同意改革。在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计划

高评估一些事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风险（尽管发生

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的背景之下，2010财年开始

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一旦发生，将产生严重

了进一步的份额改革工作。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
其2009年10月的公报中表示，支持以当前的份额公式
作为工作基础，将至少5%的份额比重从代表性过高
的国家转向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向具有活力的新兴

的影响）以及找到减轻这些风险的办法的能力。
这场危机突显了数据收集不足如何阻碍了对脆弱
性的识别和评估，提高了对健全数据和有力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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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致力于保护基金组织最贫困
成员国的投票权比重。
作为对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关于就基金组织
治理提交报告的呼吁的回应，执行董事会于2009年
7月举行会议，对若干报告中的以及与民间社会磋
商得出的主要问题和改革方案进行初步讨论。执行
董事会在2009年10月的年会之前提交了其《提交国
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报告：基金组织的治理改
革》。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年会上强调了治理
改革在提高基金组织合法性和有效性方面的重要
性。随后，执董会就基金组织规模（与第十四次份
额总检查有关）、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程序改
革、执董会完全由选举产生的情形，以及管理层遴
选程序进行了讨论。

位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人力资源方面，2008年的重组工作导致自愿离
职人数大于预期，而同时危机有关的工作产生了对临
时额外工作人员的需求。在初步的内部调动阶段之
后，开始了一轮积极的外部征聘工作，一直延续到
2010财年。侧重于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征聘工作（是基
金组织目前正在执行的增强多元化行动的一部分）取
得了令人鼓舞但参差不齐的效果。基金组织发起了
“多元化记分卡”作为一种透明地记录其在实现多元
化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方式。基金组织还实施了
改革，以维持一种积极的业绩文化，提供奖励业绩出
色工作人员的机制，并提供职业发展的途径。
2010财年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的重要改革延续了
基金组织十年来在提高其活动的开放性方面的进展。
所作的一系列改变包括，执董会支持将按照无异议程

财务、组织结构和问责制

序公布成员国国别文件和有关的政策意向文件，并缩
短公开存档文件的等待时间。

在2010财年，基金组织继续执行由执董会于2008
年批准的一个旨在调整基金组织收入和支出的内部改
革方案。在收入方面，改革的一个内容是定量出售基
金组织黄金，目的在于使基金组织能够转到一个新的
收入模式，并对其优惠贷款资金进行补充。经执董会
于2009年9月批准，2009年10月至11月，向三个国家
的央行出售了黄金，并于2010年2月开始通过市场出
售黄金。在支出方面，永久性减少支出和工作人员职

像基金组织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其对外推介工
作作为对全球危机的回应得到了扩大和加强。执行董
事们和管理层团队的成员加强了对成员国（包括大
量低收入国家）的访问。在2009 年伊斯坦布尔年会
上，面向世界各地经济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的对外推介
活动包括一个“民间社会政策论坛”，它汇集了世界
银行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民间社会代表、政府官员
和其他人员，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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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就像过山车一样。42008年9月雷曼
兄弟公司破产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2009年的全球产出下降了0.5%。先进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
响最为严重，不得不应对严重的信用紧缩、破损的资产负债表，以
及上升的失业率等问题。这些国家2009年的产出下降了3.25%。通过
贸易萎缩、资本流动枯竭和汇款减少等途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
速传播。尘埃落定之后，很明显，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在此次6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中遭受了沉重打击。
为应对危机，政策制定者们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在此基
础上实施了一系列大胆而激进的措施。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将
利率降至接近于零，并开始实施非常规措施。中央银行在协调降
息和互换额度方面开展合作。在财政政策方面，各国采取了反周
期的立场，适应衰退造成的赤字增加，并辅之以财政刺激措施。
总之，2009年，主要先进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实施了相当于GDP2%
的财政刺激措施，大部分成果正是来自协调行动。各国还制定了
支持金融体系的措施，包括资产收购、资本注入，以及提供各种
类型的担保。
这些措施取得了成效。2009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开始出现，并
在2010年初形成势头，不过，2010年5月金融市场动荡的加剧再次引
发对复苏持久性的一些质疑。预计2010年和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将
分别为4.5%和4.25%，但是复苏速度不尽相同（许多先进经济体比较
温和，其他一些国家则较为强劲）。先进经济体中，美国的增长速
度快于欧洲和日本。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中，新兴亚洲走在最前
面，而许多新兴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经济体则落在后边。2010年
和2011年，先进经济体将增长2.5%。相比之下，继2009年经历了温
和的2.5%的增长之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10年和2011年
的增长率预计将分别为6.75%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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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可能会继续下去。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反弹反映了其起点更为良好。
许多经济体拥有健康的金融部门，实施审慎的财政政
策，从而在经济下滑期间有余力对经济活动提供支
持。相反，由于金融部门和住户资产负债表受到永久
损害，许多先进经济体的增长较为缓慢。在这些经济
体，经济复苏将比以往更为缓慢。
在经过深度封冻之后，全球金融市场的坚冰开始
逐渐融化。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已大大减少，但
稳定尚无保证。基金组织对2010年之前银行体系资产
减记的估计数从2.8万亿美元下调至2.3万亿美元。但
是，虽然总体形势向好，但仍然存在问题领域，银行
仍面临巨大挑战：未来几年将有大笔短期资金需求需
要融资，需要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资本，同时，并非所
有损失均已体现在资产减记上。在此背景下，由于信
贷需求减弱，信贷供应受限，私人部门信贷的复苏必
然是疲弱的。受到信贷紧缩冲击的可能将主要是中小
型企业。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复苏，但前景充满了很大
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先进经济体的财政脆弱性问题
正在凸现。下行风险已明显增加。主权风险可能会威
胁到金融稳定并延长危机的时间。由于一些国家面临
重大的财政整顿挑战，市场越来越不稳定。信心的丧
失已经造成严重影响，风险蔓延的威胁给复苏蒙上了
一层阴影，在欧洲尤其如此。许多先进经济体的政策
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有限，一些经济体已没有任何余
地，致使脆弱的复苏面临新的冲击。
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减少主权脆弱性。财政
政策适当地缓冲了私人需求的急剧下降，并且避免了
陷入更深的经济衰退，但公共债务水平却大幅升高。
先进经济体2014年的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预计将超
过100%，比危机前水平高出35个百分点。大部分债务
增加是由经济活动低迷所致，而相机抉择的刺激措施
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小。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和那些身
处金融市场压力之下的国家应当开始收紧银根。大多
数先进经济体在2010年不需要实行紧缩政策，而应当

致力于实施可信的调整计划。如果经济复苏取得预期
进展，他们应按照基金组织关于从财政刺激转向财政
整顿的政策建议，逐步调整政策重心，在2011年开始
实施财政整顿。鉴于先进经济体正在出现的人口压力
增加了中期财政挑战，福利改革应当成为一个优先事
项。
财政调整必须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同时实施。
在许多先进经济体，促进经济活动、提高劳动力市场
效率以及提高生产率的结构性政策十分重要。
还需要取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主要先进经济
体，特别是考虑到通胀预期仍保持低位，产能利用率
依然较低，应以财政调整和退出对金融部门的紧急支
持为主，货币政策收紧为辅。但是，在主要新兴市场
和一些经济复苏较快的先进经济体，中央银行已经着
手降低货币政策的宽松度。在一些新兴市场，部分行
业产能过剩和信贷质量恶化意味着必须收紧信贷。
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正在使政策环境复杂化，
在恢复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方面，不同国家和不
同地区面临不同的障碍。一个关键问题是，复苏更快
的国家已经在收紧政策，而先进经济体的利率则需要
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这种不同步性会导致一
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其中之一是大量资本流入新兴
市场。这些资本流动体现了走出危机的良好复苏，反
映了这些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前景。然而，政策制定者
必须意识到，资本流入的激增可能会导致汇率过度调
整、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不稳定。到目前为止，尚
没有全系统的证据表明存在泡沫，但存在一些过热现
象，风险可能会积聚。
在经常账户顺差过高的新兴市场，由于过度需求
压力的增加，货币政策收紧和名义汇率升值同步进行
是合理的。但在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政策收紧可能较
为复杂，因为这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除了导致
汇率升值和削弱竞争力，这还可能会引发资产泡沫积
聚，破坏金融稳定。各国可以运用一些工具来解决资
本流入过多的问题，比如财政紧缩、积累储备、采取
宏观审慎措施，必要的话，在某些情况下可对资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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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实行管制。
失业率居高不下仍是一个核心的政策挑战。在许
多国家的许多人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很难宣布危
机已经结束。在先进经济体，直至2011年，失业率预
计都将维持在9%左右，然后才会缓慢下降。失业情
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除了宏观经济影响，
高失业率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主要担忧是
暂时失业会转变成结构性失业。持续高企的失业率还
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具体的劳动力市场政
策可有助于控制损失（充足的失业救济金是支撑住户
信心、维持住户收入和避免贫困大量增加的关键）。
教育和培训计划可帮助失业者重返工作，并提高其人
力资本。

质量，并改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定一个工具组合，
总体解决系统性风险，并特别处理“重要到不能倒
闭”的机构；以及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促进跨
境问题的解决。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寻求金融体系安全
和保持金融体系的创新性和有效性之间取得平衡。不
采取行动可能会损害经济复苏、纵容道德风险，并增
加各国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不寻求通过合作解决问
题的风险。由于执行与监管规则本身一样重要，因此
需要加强监督工作，使其更具主动性。如果监管改革
的同时不加强监督，改革是不会奏效的。
为了恢复并维持全球经济强劲增长，需要重新平

鉴于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和监管失败在这场危机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改革也必须提到政策议程的优
先位置。为支持金融稳定，当务之急是要对无生存能
力的金融机构实施迅速破产，对具有盈利前景的金融
机构进行重组。“重要到不能倒闭”机构的继续存在
是一种风险，因为这些机构会利用其资金优势，进一
步巩固其地位。
监管改革的轮廓是清晰的：要提高资本的数量和

而那些经常账户顺差过高的国家将有责任促进全球需
求。逆差国家由于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而增加储
蓄，顺差国家将需要从出口驱动的增长转为依靠国内
需求。他们可以通过社会安全网支出和改善基础设施
促进国内需求。随着逆差过高经济体货币的贬值，顺
差经济体的货币必须相应地升值。顺差国家和逆差国
家的重新平衡都应辅以金融部门改革和适当的结构性
政策。

衡全球需求。危机前对外逆差过高的国家需要整顿其
公共财政，同时尽量减少对潜在增长和需求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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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动荡，伴随着
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贸易崩溃。基金组织在帮助成
员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紧迫挑战并着手塑造一个新的、更强健的全球
金融体系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2010财年，基金组织采取行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扩充
贷款资金，并批准普遍分配特别提款权以向全球经济注入亟需的
流动性。基金组织的贷款承诺达到175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其
中，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大幅增加。基金组织还改革和扩大
了贷款机制，使其尽可能满足成员国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的需
要。基金组织注意到危机给低收入国家带来的特别负担，并注意
到危机可能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出现倒退，因此采取措施
提高优惠贷款能力，并全面改革了提供优惠贷款的框架，包括优
惠贷款资格标准（见专栏4.2和4.4）。基金组织加强了对全球经济
的监测，定期评估为恢复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已经采取和仍需采
取的行动以及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以使其对危机带来的问题作
出更灵敏的反应。基金组织还调整了监督活动的重点，目的是提
高其有效性、坦诚性、独立性和公平性。
在关注为应对危机和减轻其对成员国的影响而应采取哪些必要
措施的同时，基金组织还着手对危机最终消退后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进行彻底、集中的评估，包括重新评价本机构在全球经济和防范未
来危机方面发挥的作用。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委员会联合开展了早
期预警演习，并对其予以改进，另外还努力将跨国分析和金融部门
监测更多地纳入监督活动。基金组织还在一些对危机回应和经济复
苏至关重要的领域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并通过识别和解决危机暴露
的严重数据缺陷来加强信息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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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复苏提供资金支持
各方面很早就认识到，为确保充分满足成员国的
潜在需要，需大幅度增加基金组织的贷款资金。为应
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20国集团在2009年4月举行的
伦敦峰会上商定实施一项广泛的计划，该计划得到国
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批准。该项计划的内容之一是
将基金组织的贷款资金增加到7500亿美元。实现资金
扩大的方式是成员国立即提供2500亿美元的融资，这
些资金随后将被纳入经扩大的、更加灵活的新借款安
排中，该安排的资金总额将增加5000亿美元。基金组
织通过与多个成员国签订双边贷款和债券购买协议，
充实了立即可获得的资金。同时，执董会于2010年4月
批准扩大新借款安排（见第四章中的“确保基金组织
工作所需资金的充足”）。在拟议扩大的新借款安排
下承诺的补充资金约为3675亿特别提款权（按2010年4
月底的特别提款权/美元汇率，约合5500亿美元），因
此大大超过了5000亿美元的目标。基金组织向低收入
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的能力也翻了一番，从黄金出售中
可能获得的多余利润将用于这一目的。

非优惠融资
2010财年，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14项安排，
总额为722亿特别提款权。这些贷款承诺中的大多数
（522亿特别提款权）是对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
的灵活信贷额度。两项安排是中期贷款（塞舌尔和摩
尔多瓦）， 5另外两项安排是具有特殊贷款限额的备
用安排（罗马尼亚和斯里兰卡），还有一项安排是具
有正常贷款限额的预防性安排（萨尔瓦多）。扩大过
去批准的安排使2010财年承诺总额提高到776亿特别
提款权。截至2010年4月底，普通资金账户的购买额
总计达211亿特别提款权，回购额为2.75亿特别提款
权。希腊在2010财年后期发生经济危机，基金组织向
其提供了264亿特别提款权（300亿欧元）的备用安排
（见专栏3.1）。该项备用安排是在新财年之初批准
的，因此不包括在2010财年融资统计中。

表3.1提供了关于基金组织贷款机制的总体信
息，表3.2和图3.1详细列出了该年批准的各项安排，
图3.2提供了有关过去10年贷款余额的信息。

支持新兴市场
在全球经济危机初期，基金组织开始改革向缺少
外币流动性的国家提供资金的方式，目标是创造不
同类型的贷款，用来满足187个成员国截然不同的需
要。灵活信贷额度于2009财年设立，目的是满足那些
具有十分强健的政策框架和稳健的经济表现的国家在
防范和化解危机方面的融资需求。灵活信贷额度确保
有资格的国家能够从基金组织获得大规模先期贷款，
不受硬性规定的上限或事后贷款条件的约束。获得灵
活信贷额度的国家能够灵活使用资金，可以将信贷额
度视为预防性的，也可以在安排期内的任何时候提取
资金。如果一国决定提用信贷额度，回购在3年零3个
月至5年的期间内进行。在灵活信贷额度下的借款成
本与基金组织传统的备用安排相同，因数额和期限不
同而异。 6（关于基金组织贷款的收费率和期限等偿
还条件见表3.1）。
墨西哥是第一个被批准使用灵活信贷额度的国
家，它于2009财年后期获得批准；2009年10月进行的
六个月检查再次确认了该国使用信贷额度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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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基金组织的贷款机制
目的

条件

分阶段和监测1

备用安排（1952年）

向面临短期国际收支困难的
国家提供中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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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信贷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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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贷款安排的整个期间内，可以先期提
用批准的限额，但一年期安排需完成中
期检查。

中期贷款（1974年）
（中期安排）

提供较长期的援助，以支持
成员国为克服长期性的国际
收支困难而实施的结构改
革。

实行为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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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机制（设立年份）
信贷档和中期贷款3

特别贷款
紧急援助

针对下列原因引起的国际收
支困难而提供的援助：

不分阶段，但冲突后援助可分两次或更
多次购买。

（1）自然灾害（1962年）

自然灾害。

采取合理的努力克服国际收支困
难。

（2）冲突后（1995年）

内乱、政治动荡或国际武装
冲突造成的后果。

侧重于制度能力和行政能力建
设，以便为高信贷档安排或减贫
与增长贷款铺平道路。

在减贫与增长信托下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贷款
中期信贷（ECF）
（2010年）5

为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国
际收支问题而提供的较长期
援助；目标是实现持久减贫
的经济增长。

实行为期三年的中期信贷安
排。中期信贷支持的规划以受援
国在参与性过程中制定的减贫战
略文件为基础，该文件将宏观经
济政策、结构性政策和减贫政策
结合起来。

备用信贷（SCF）
（2010年）

“类似备用安排”的贷款，
目的是解决短期国际收支困
难和满足预防性需要。

实行12-24个月的备用信贷安
排。替代外生冲击贷款的高限额
贷款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提供支
持。

快速信贷（RCF）
（2010年）

对外生冲击、自然灾害导致
的紧急国际收支需要提供迅
速援助，在这些情况下，高
信贷档规划要么不必要，要
么不可行。

不需要基于检查的规划或事后贷
款条件。替代外生冲击贷款的快
速贷款部分（RAC）以及自然
灾害紧急援助/冲突后紧急援助
的补贴部分。

视遵守绩效标准的情况和审查结果，每
半年（或偶尔每季度）拨款一次。

通常一次性拨付。

1 除减贫与增长信托外，基金组织用于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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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专栏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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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组织购买外币资产。借款国通过用外币从基金组织购回本币而偿还贷款。中期信贷、快速信贷和备用信贷下的优惠贷款是由单独的减贫与增长贷款信托
提供的。
2 从普通资金账户拨付的资金的基本费率设定在比每周的特别提款权利率高一定幅度。该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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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个月灵活信贷额度按比例收取）或中期安排在每个（年度）期间可能提取的金额，收取预支承付费（对不超过份额200%的承诺额收
取25个基点，对超过份额200%但不超过1000%的部分收取30个基点，对超过份额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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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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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偿还）条件
1

2

贷款限额

收费

还款期限（年）

分期还款

年度：份额的200%；累计：
份额的600%。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300%的数额收取200个
基点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300%三年以上的数额收取
300个基点的附加费）。4

3¼-5

每季度

没有预先规定的限额。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300%的数额收取200个
基点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300%三年以上的数额收取
300个基点的附加费）。4

3¼-5

每季度

年度：份额的200%；累计：
份额的600%。

基本费率加附加费（对超过份额300%的数额收取200个
基点的附加费；对超过份额300%三年以上的数额收取
300个基点的附加费）。4

4½-10

每半年

一般不超过份额的25%，但在
例外情况下可提供最高为份
额50%的更大金额。

基本费率；但在有资金的情况下，费率可补贴至每年
0.5%的水平。

3¼-5

每季度

年度：份额的100%；累计：
份额的300%。

0%
（2010年1月7日至2011年年底）

5½-10

每半年

年度：份额的100%；累计：
份额的300%。

0%
（2010年1月7日至2011年年底）

4-8

每半年

年度：份额的25%（最高为份
额的50%）；累计：份额的
75%（最高为份额的100%）。

0%
（2010年1月7日至2011年年底）

5½-10

一次性拨付（在任何12
个月期间内最多两次拨
付）

3 信贷档是指以相对于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份额的比例表示的购买（拨付）规模。例如，成员国份额的25%以内的贷款拨付是第一信贷档拨付，它需要
成员国证明自己正在采取合理的努力来克服国际收支困难。超过份额25%的贷款拨付请求称为高信贷档提款；这些分档的资金以借款国达到一定的实绩目标
为条件分期拨付。此类贷款拨付通常结合备用安排或中期安排进行。不根据任何安排获得基金组织资金的情况很罕见，并且今后预计仍将如此。
4 2000年11月引入了附加费。新的附加费体系（见表格所列）于2009年8月1日生效，替代了过去的费率：对超过份额200%的信贷余额，在基本费率基
础上加收100个基点，对超过份额300%的信贷余额，以基本费率基础上加收200个基点。2009年8月1日在信贷档或中期贷款下具有未偿信贷或具有该日期之
前批准的有效安排的成员国，可以选择使用新的或老的附加费体系。
5 中期信贷（ECF）过去称为减贫与增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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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1
对希腊的资金援助
2010年5月，执董会批准了对希腊的三年期数
额为264亿特别提款权（300亿欧元）的备用安排，
以支持其经济调整和改革规划。1根据这项规划，希
腊能够立即从基金组织获得48亿特别提款权（约55
亿欧元），这是基金组织与欧盟联合提供的融资的
一部分，目前可以立即使用的联合资金数额合计为
200亿欧元。2010年，基金组织的融资总额将达约
100亿欧元，将与欧盟承诺的约300亿欧元一起向希
腊提供。这项备用安排是与欧盟合作提供的三年期
数额为1100亿欧元（约1450亿美元）一揽子融资的
一部分，该安排以特别方式提供基金组织资金，融
资数额为希腊份额的3200%以上，并且是在基金组
织的快速通道紧急融资机制程序下得到批准的。2
为了克服本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希腊政府设计
了雄心勃勃的多年期计划，这项计划基于两大支柱
（一是纠正希腊的严重财政失衡，二是提高希腊经
济的竞争力），需要在前期做出大量努力，最终目

2010年3月，执董会批准了墨西哥对一年期后继安排
的申请。 72010财年初，波兰和哥伦比亚的灵活信贷
额度申请也得到批准；2009年秋季对两个国家进行的
六个月检查也再次确认了它们使用信贷额度的资格。8
在2011财年的头几个月里，执董会批准了哥伦比亚和
波兰的一年期灵活信贷额度后继安排的申请。迄今为
止，已获准使用灵活信贷额度的国家都未提用资金，
所有国家的当局都表示它们打算将信贷额度视为预防
性的。
2009年9月末公布的一份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
对基金组织在危机中支持新兴市场的情况进行了初步
检查。 9这份报告评估了15个国家实施的基金组织支
持的规划，10分析了为什么这次危机基本上避免了以
往危机（包括货币过度调整、经常账户急剧收缩和系
统性银行危机）对经济和金融造成的典型影响。报告
所确定的关键因素包括：针对那些面临最严重融资约

标是恢复增长和就业。国际社会提供的特别资金援
助将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当局的工作，使希腊能
够有时间建立政策实施记录，以恢复市场信心、促
进增长和减轻财政失衡。
基金组织还表示，它随时准备应其他欧洲成员
国的要求，通过设计和监控经济措施以及资金援
助，支持这些国家的调整和复苏计划。这种援助将
与欧元区成员国新建立的欧洲稳定机制联合提供。
基金组织将通过其可利用的各种工具，根据各国具
体情况确定出资。预计资金援助规模将与其他近期
制定的欧洲安排大体成比例。

1 见新闻发布稿10-187号，“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对希腊的300亿欧元
备用安排”（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187.htm）。
2 在极少的情况下（这些情况是指，某个成员国的对外账户已经出现
或有可能出现危机，从而需要基金组织立刻采取对策），基金组织能够通
过紧急融资机制快速批准对成员国的贷款。见《基金组织2009年年报：抗击
全球危机》，专栏3.1，“基金组织的紧急融资机制”（www.imf.org/external/
pubs/ft/ar/2009/eng/ ）。

束的部门，基金组织迅速提供大规模的前倾性融资；
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保护金融部门，使其
免受流动性收缩带来的损害；实行更加有所侧重的贷
款条件；提高成员国的认同感。这项研究指出，如果
考虑到经常账户逆差和信贷膨胀等事先存在的脆弱性
所起的作用，规划国家的结果和政策大致上与那些非
规划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似。

紧急融资
自1962年以来，基金组织利用普通资金账户向遭
遇洪灾、地震、飓风或干旱等自然灾害的成员国提供
紧急援助。1995年，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政策扩大到
包括冲突后国家。近年来，基金组织以优惠利率向合
格的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这两类紧急融资。
基金组织2010财年提供的一项重要的紧急援助
是，在2010年1月海地遭受破坏性地震后不久向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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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10财年在主要贷款机制下批准的安排（百万特别提款权）
成员国

安排的类型

生效日期

批准的数额

27个月备用安排
36个月备用安排
12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28个月备用安排
36个月备用安排
24个月备用安排
27个月备用安排
36个月备用安排
12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36个月中期贷款
12个月灵活信贷额度
24个月备用安排
36个月中期贷款
20个月备用安排

2009年11月23日
2009年7月8日
2009年5月11日
2009年11月9日
2010年3月17日
2010年2月24日
2010年2月4日
2009年12月4日
2010年3月25日
2010年1月29日
2009年5月6日
2009年5月4日
2009年12月23日
2009年7月24日

858.9
1,014.6
6,966.0
1,094.5
513.9
2,376.8
820.5
49.2
31,528.0
184.8
13,690.0
11,443.0
19.8
1,653.6
72,213.6

28个月备用安排
15个月备用安排
33个月备用安排
25个月零1周备用安排
27个月备用安排

2009年6月22日
2009年6月29日
2009年8月6日
2009年8月7日
2009年5月15日

新安排
安哥拉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伊拉克
牙买加
马尔代夫
墨西哥
摩尔多瓦
波兰
罗马尼亚
塞舌尔
斯里兰卡
小计
扩大贷款安排1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
巴基斯坦
塞尔维亚共和国
小计
总计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1 对于扩大贷款安排，只列出了扩大的数额。

供了1.14亿美元的援助。11网络版专栏3.1提供了更多
信息，包括基金组织在本年度提供的紧急援助的统计
数据。

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
优惠融资
第四章“加强基金组织融资”一节讨论了基金组
织对优惠贷款机制实行的广泛改革。在实行这一改
革的同时，基金组织的优惠贷款承诺大幅增加，2010
财年达到22亿特别提款权。截至2010年4月30日，对
63个低收入成员国的优惠贷款总余额为51亿特别提款
权。12表3.3提供了关于基金组织优惠融资机制下的新
安排和贷款限额提高的详细信息。图3.3描述了过去
十年的优惠贷款余额。
网络版表3.2提供了关于基金组织努力增加对低

165.6
651.4
270.0
2,067.4
2,268.3
5,422.7
77,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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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2010财年在减贫与增长信托下批准和扩大的安排
（百万特别提款权）

成员国

生效日期

批准的数额

新的三年期中期信贷1协议
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纳
格林纳达
马拉维
毛里塔尼亚
摩尔多瓦
小计

收入国家的融资（包括通过其他渠道）的更多信息。
除了在融资领域开展的工作外，基金组织在广泛
的推介活动中与低收入国家密切接触；见第五章的
“交流与推介”。

减债倡议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减债问题上联合采用综合
方法，目的是确保没有一个低收入国家面临无法管理
的债务负担。这一方法包含两项倡议，即重债穷国倡
议和多边减债倡议，旨在将债务负担最重的低收入国
家的外债降到可持续的水平。关于这些倡议的更多信
息，包括2010财年提供的援助，见网络版表3.3。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实施情况定期编制报告，
使两个机构的执董会了解两项倡议的最新进展。第五
份该报告于2009年9月公布。13

为了补充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向全球经济体系提
供流动性，基金组织执董会于2009年7月支持普遍分
配约1612亿特别提款权，相合2500亿美元。 14（关于
基金组织份额的更多信息见第四章，有关基金组织特
别提款权的介绍见专栏3.2）。
理事会在8月初批准了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8
月末进行了分配。15分配是根据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
现有份额按比例进行的，每个成员国持有的特别提
款权和累计特别提款权分配额立即增加了约相当于

13.6
346.5
387.5
8.8
52.1
77.3
184.8
1,070.4

2009年6月24日
2009年12月14日
2009年6月29日
2010年2月19日
2009年6月3日
2010年1月27日
2009年6月17日
2009年5月1日

9.3
33.1
25.1
4.7
4.4
65.5
10.4
171.2
323.6

2009年8月26日
2009年12月4日
2009年6月30日
2009年5月29日

153.8
8.2
113.6
218.8
494.3

扩大贷款安排2
贝宁
布基纳法索
中非共和国
冈比亚
格林纳达
海地
塞拉利昂
赞比亚
小计
新的外生冲击贷款安排
埃塞俄比亚
马尔代夫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
小计
扩大外生冲击贷款安排2
塞内加尔

特别提款权分配

2009年9月21日
2009年12月11日
2009年7月15日
2010年4月18日
2010年2月19日
2010年3月15日
2010年1月29日

2009年6月19日

72.8

在外生冲击贷款快速贷款部分下的拨款
喀麦隆
多米尼克
肯尼亚
萨摩亚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小计

2009年7月2日
2009年7月10日
2009年5月29日
2009年12月7日
2009年7月27日
2009年5月15日

总计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1 过去的减贫与增长贷款。
2 对于扩大贷款安排，只列出了扩大的数额。

92.850
3.280
135.700
5.800
6.890
3.735
248.3
2,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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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
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是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造的一种国
际储备资产，用以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 1除了
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外，特别提款权还是基金组织和
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可以由
成员国、基金组织、某些指定的官方实体（被称为
“指定持有者”）持有和使用，但不能由私人实体
或个人持有。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目前是基于四种主要国际货
币构成的货币篮子（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
执董会每五年对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进行检查（最近
一次是在2005年，下一次检查计划于2010年后期进
行）。基金组织网站每天公布特别提款权的美元价
值。它是根据伦敦市场每天中午汇率报价，按四种
货币以美元计值的具体数额之和来计算的。
特别提款权既不是货币，也不是对基金组织
的债权，它是对基金组织成员国可自由使用货币的
潜在要求权。基金组织作为成员国和指定持有者之
间的中介，确保特别提款权能够交换可自由使用的
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经常需要购买特别提款权来
履行对基金组织的债务，或可能希望出售特别提款
权来调整其储备构成。二十多年来，特别提款权市
场通过自愿交易安排运作。在这种安排下，若干成
员国和一个指定持有者在各自安排规定的限额内自
愿购买或出售特别提款权。在2009年特别提款权分
配之后（见本章正文），自愿安排的数量和规模扩
大，以确保自愿性特别提款权市场保持流动性。如
果自愿交易安排的容量不足，基金组织可以指定外
部状况足够强劲的成员国用可自由使用货币从外部
状况薄弱的成员国购买一定数额内的特别提款权。
这项安排作为后备支持，保证特别提款权的流动性
和储备资产特征。
根据 《基金组织协定》 ，基金组织可以向参
加特别提款权账户的成员国（目前包括所有成员
国）分配特别提款权，从而向每个成员国提供无成

本的资产。如果一个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持有额超
过其分配额，则该国从超出部分获取利息；相反，
如果一国持有的特别提款权少于分配额，则该国对
不足部分支付利息。普遍分配必须以补充现有储备
资产的长期全球需要为基础。一共作出了三次分配
特别提款权的决定。第一次分配总额为93亿特别提
款权，在1970-1972年期间按年拨付。第二次分配
额为121亿特别提款权，在1979-1981年期间按年拨
付。第三次普遍分配的数额为1612亿特别提款权，
于2009年8月批准和分配（见本章正文）。通过对
《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四次拟议修订，基金组织理
事会于1997年9月批准了特别提款权的一次性特别
分配，其意图是让基金组织所有成员国在公平的基
础上参加特别提款权体系，并纠正了如下事实，即
在1981年之后加入基金组织的国家（超过现有成员
国的五分之一）从未接受过特别提款权分配。在占
基金组织投票权规定比例的、并达到规定数目的成
员国接受了第四次修订案后，特别提款权的特别分
配于2009年9月进行（见本章正文）。
在分别于2009年8月和9月生效的特别提款权普
遍分配和特别分配后，分配的特别提款权的数额从
约214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约2041亿特别提款权（截
至2010年4月底，相当于约3080亿美元）。
特别提款权利率每周确定，依据是特别提款权
篮子货币的货币市场短期债务代表性利率的加权平
均值。特别提款权利率是计算以下利息的基础：基
金组织对成员国常规（非优惠）贷款收取的利息、
对成员国特别提款权持有额支付的利息和对其特别
提款权分配额收取的利息，以及对成员国份额认缴
的一部分支付的利息。

1 关于特别提款权的更多信息，见“情况简介：特别提款权”
（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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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份额的74%。
近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提供给新兴市
场和低收入国家，其中低收入国家获得180多亿美元。
这次分配对于受全球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尤为重
要。更广泛而言，这次分配提高了人们对基金组织成员
国和国际货币体系应对空前危机能力的信心。

监督
正如全球危机清楚表明的，在当今全球化经济
中，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许多其他国家，国
际合作至关重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包括全世界几乎
所有国家，它通过监督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监控成员国

在支持分配提议的同时，执董会强调，这次分配

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促进这种合作。基金组织的这些

不应削弱审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也不应替代基金

活动统称监督，是其职责的一部分。 16在全球、地区

组织支持的规划或拖延必要的政策调整。

和单个国家层面开展的监督过程中，基金组织突出强

此外，2009年9月初还进行了特别提款权的特别

调内部和外部稳定可能面对的风险，并对所需的政策

分配，数额为215亿特别提款权，约合340亿美元。特

调整提出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基金组织帮助国际货

别分配根据《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次修订案进行。该

币体系服务于其根本目的，即促进各国之间货物、服

修订案于1997年9月提出，十多年后的2009年8月，在

务和资本的流动，从而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

获得拥有85%投票权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接受后，正

监督在基金组织的危机回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式生效。这次分配的目的是使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更加

基金组织在2008年危机酝酿期间发布了《监督重点声

公平，将成员国累计特别提款权分配额与份额之比提

明》，2009年9月在危机最严重时对这一声明作了修

高到修订案规定的统一基准比率，并改变1981年之后

改（见本章后面的“调整监督重点”）。根据该声

加入基金组织的国家（超过现有成员国的五分之一）

明，基金组织2010财年的监督活动强调了实现持久全
球复苏的政策要求。重点在于为成员国提供指导，帮
助各国制定有助于走出危机和进入复苏的政策。

从未接受过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情况。
分配给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从每次分配之日起可
计入其储备资产，能够作为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的
低成本流动性缓冲，从较长期看，有可能降低成员国

双边监督

通过储备积累政策进行过度自我保险的需要（这种过

基金组织双边（或国别）监督的核心是第四条磋
商（见网络版专栏3.4），它通常根据基金组织协定

度自我保险可能助长全球失衡）。
成员国可以相互和与指定持有者用特别提款权换
货币；这种交换可以通过自愿安排或基金组织指定机
制进行（见专栏3.2）。为了确保在2009年分配特别
提款权后继续保持自愿性特别提款权市场的流动性，
现有的特别提款权自愿交易安排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多，至31个，安排的容量扩大了20倍多，达到约680
亿特别提款权。在这次扩张中，签有安排的国家的数
量、地区代表性和范围显著增加，目前包括一些重要
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其章程）第四条的规定，每年与每个成员国进行磋
商。2010财年总共完成了120次第四条磋商（见网络
版表3.5）。
近年来，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督愈加透明。目前，
几乎所有成员国同意公布关于其第四条磋商的“公共
信息公告”，该公告概括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执董
会的看法。17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作人员报告及所
附分析也公布在基金组织的网站上。
在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基础上，基金组织的双边
监督越来越多地涵盖金融部门问题。另外，基金组织

正如预期，在分配后的几个月里，特别提款权交

正在开发有关分析工具，将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分析

易量增加，2009年11月达到峰值。然而，从分配之时

纳入宏观经济评估。在向各国提供建议时，基金组织

至2010财年底，特别提款权的出售总额仍然较少，约

工作人员借助本组织作为全球性金融机构的独特经

为331亿特别提款权，不到2009年分配总额的2%，因

验，努力利用跨国经验与政策教训。工作人员的分析

为绝大多数成员国选择保留特别提款权，作为其外汇

还越来越关注成员国政策对其他成员国经济的溢出效
应，并且，基金组织一直在加强其汇率评估工作。

储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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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在坦桑尼亚Arusha附近的一家生产和培育供出口的种子的工厂里，一名工人正在加工黄瓜。右图：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附近，
工人们正在护理葡萄藤。
B[\j8e\dgcfp\\gifZ\jj\jZlZldY\ijXkXZfdgXepe\Xi8ilj_X#KXeqXe`X#k_Xkgif[lZ\jXe[[\m\cfgjj\\[j]fi\ogfik%H_]^jNfib\ijk\e[^iXg\$
m`e\je\Xik_\Dfc[fmXeZXg`kXcf]:_` `eï
Xl%

多边监督

Y\`e^[\m\cfg\[%@ek_\`iX[m`Z\kf`e[`m`[lXcZfleki`\j#@D=jkX]]
作为多边监督（或对全球经济的监督）的一部
d\dY\ij kip kf c\m\iX^\ Zifjj$Zflekip \og\i`\eZ\j Xe[ gfc`Zp
18
分，基金组织持续检查全球经济趋势。
其多边监督
c\jjfej# [iXn`e^ fe k_\ fi^Xe`qXk`feËj le`hl\ \og\i`\eZ\
Xj X
^cfYXcÔeXeZ`Xc`ejk`klk`fe%Jg`ccfm\ijf]d\dY\ijËgfc`Z`\jfekf
的主要工具是三份半年期出版物，即《世界经济展
fk_\id\dY\ijË\Zfefd`\jXi\Xcjfi\Z\`m`e^`eZi\Xj`e^Xkk\ek`fe
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财政监测》。《世
`ejkX]]XeXcpj`j#Xe[k_\@D=_XjY\\ej_Xig\e`e^`kj\oZ_Xe^\
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中期更新每
iXk\Xjj\jjd\ekj%

年发布两次。《世界经济展望》提供对世界经济状况
Ckbj_bWj[hWbikhl[_bbWdY[
的详细分析，并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评估经济前景和
K_\@D=Zfek`elfljcpi\m`\nj^cfYXc\Zfefd`Zki\e[jXjgXik
政策挑战。它还深入分析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2009
f]`kjdlck`cXk\iXcjlim\`ccXeZ\#fifm\ij`^_kf]k_\nfic[\Zfe$
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侧重于维持全球经济危机
(/

fdp% @kjb\p`ejkild\ekjf]dlck`cXk\iXcjlim\`ccXeZ\Xi\k_i\\

后的复苏这一议题，2010年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
j\d`XeelXcglYc`ZXk`fej#k_\MehbZ;Yedec_YEkjbeeaN<F #
k_\ =beXWb <_dWdY_Wb IjWX_b_jo H[fehj >=JI # Xe[ k_\ <_iYWb
分析全球增长再平衡问题。《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提
Ced_jeh%@ek\i`dlg[Xk\j]fik_\N<FXe[>=JIXi\`jjl\[kn`Z\
Xp\Xi%K_\N<Fgifm`[\j[\kX`c\[XeXcpj`jf]k_\jkXk\f]k_\
下分析新兴市场融资问题。其目的是强调可能对金融
nfic[\ZfefdpXe[\mXclXk\j\Zfefd`Zgifjg\ZkjXe[gfc`Zp
Z_Xcc\e^\jXkk_\^cfYXcXe[i\^`feXcc\m\cj%@kXcjff]]\ijXe
市场稳定造成风险的失衡和脆弱性。2010财年讨论的
`e$[\gk_ XeXcpj`j f] `jjl\j f] gi\jj`e^ `ek\i\jk2 k_\ FZkfY\i
题目包括驾驭全球复苏的挑战（2009年10月期）以及
)''0N<F]fZlj\[fek_\kfg`Zf]jljkX`e`e^k_\i\Zfm\ip]ifd
应对稳定方面面临的新挑战和建立更安全的全球经济
k_\^cfYXc\Zfefd`ZZi`j`j#Xe[k_\8gi`c)'('\[`k`fe\oXd`e\[
i\YXcXeZ`e^^cfYXc^ifnk_%K_\>=JIgifm`[\j Xe lg$kf$[Xk\
体系（2010年4月期）。第二章介绍了《世界经济展
Xjj\jjd\ek f] ^cfYXc ÔeXeZ`Xc dXib\kj Xe[ gifjg\Zkj Xe[
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讨论的2010财年发生
X[[i\jj\j\d\i^`e^dXib\kÔeXeZ`e^`jjl\j`eX^cfYXcZfek\ok%
@kjgligfj\`jkf_`^_c`^_k`dYXcXeZ\jXe[mlce\iXY`c`k`\jk_Xk
的一些问题。
Zflc[gfj\i`jbjkfÔeXeZ`XcdXib\kjkXY`c`kp%Kfg`ZjZfm\i\[`e
2010财年，基金组织开始发布《财政监测》，调
=P)'(' `eZcl[\[ eXm`^Xk`e^ k_\ ÔeXeZ`Xc Z_Xcc\e^\j Xi`j`e^
查和分析公共财政最新发展状况，报告最新的危机对
]ifd k_\ ^cfYXc i\Zfm\ip FZkfY\i )''0  Xe[ d\\k`e^ e\n
Z_Xcc\e^\j kf jkXY`c`kp Xe[ Yl`c[`e^ X jX]\i ^cfYXc \Zfefd`Z
财政的影响和中期财政预测，并评估实现公共财政可
jpjk\d8gi`c)'(' %:fm\iX^\f]k_\`jjl\jk_XkXifj\`ek_\
N<FXe[>=JI`e=P)'('`jgi\j\ek\[`e:_Xgk\i)%

供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前景的最新评估，并在全球背景

持续性的政策。与《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
@e=P)'('#k_\@D=cXleZ_\[k_\<_iYWbCed_jehkfjlim\pXe[
定报告》一样，《财政监测》是基金组织的“世界经
XeXcpq\k_\cXk\jkglYc`ZÔeXeZ\[\m\cfgd\ekj#lg[Xk\i\gfik$
济和金融概览”系列的一部分。《财政监测》的编制
`e^feÔjZXc`dgc`ZXk`fejf]k_\Zi`j`jXe[d\[`ld$k\idÔjZXc
与那些出版物密切协调，对那些出版物中概述的观点
gifa\Zk`fej#
Xe[ Xjj\jj gfc`Z`\j kf glk glYc`Z ÔeXeZ\j fe X
jljkX`eXYc\]ffk`e^%C`b\k_\N<FXe[>=JI#k_\<_iYWbCed_#
予以补充。
jeh`jgXikf]k_\@D=ËjNfic[<Zfefd`ZXe[=`eXeZ`XcJlim\pj
j\i`\j%@k`jgi\gXi\[`eZcfj\Zffi[`eXk`fen`k_k_fj\glYc`ZX$
地区监督
k`fejXe[Zfdgc\d\ekjk_\fm\im`\njgi\j\ek\[k_\i\`e%

除了与单个成员进行第四条磋商外，基金组织还
H[]_edWbikhl[_bbWdY[
与负责货币联盟共同政策的地区机构开展正式讨论，
这些机构特别包括欧元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中非
@eX[[`k`fekf`kj8ik`Zc\@MZfejlckXk`fejn`k_`e[`m`[lXcd\d$
Y\i
Zfleki`\j# k_\ @D= Zfe[lZkj ]fidXc [`jZljj`fej n`k_
经济货币共同体以及东加勒比货币联盟。这些讨论
i\^`feXc`ejk`klk`feji\jgfej`Yc\]fiZfddfegfc`Z`\j`eZli$
对基金组织的双边和多边监督起到补充。在这些讨论
i\eZp le`fej# `e gXik`ZlcXi# k_\ \lif Xi\X# k_\ N\jk 8]i`ZXe
中，基金组织考察在联盟一级执行的政策，因为这些
<Zfefd`ZXe[Dfe\kXipLe`feN8<DL
#k_\:\ekiXc8]i`ZXe
<Zfefd`ZXe[Dfe\kXip:fddle`kp:<D8:
#Xe[k_\<Xjk\ie
联盟的成员将基金组织监督的两个核心领域（货币和
:Xi`YY\Xe:lii\eZpLe`fe<::L %@ek_\j\[`jZljj`fej#n_`Z_
汇率政策）的责任交给这些地区机构。19  
jlggc\d\ek`kjY`cXk\iXcXe[dlck`cXk\iXcjlim\`ccXeZ\#k_\@D=
\oXd`e\j gfc`Z`\j glijl\[ Xk k_\ le`fe c\m\c# j`eZ\ le`fe
d\dY\ij_Xm\[\mfcm\[i\jgfej`Y`c`k`\jfm\iknfZ\ekiXcXi\Xj
地区经济展望
f]=le[jlim\`ccXeZ\Çdfe\kXipXe[\oZ_Xe^\iXk\gfc`Z`\jÇkf
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概览”的一部分，基金组
i\^`feXc`ejk`klk`fej%(0
织还发布一年两期的《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对世界
五大主要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欧洲、中东和中
I\^`feXc<Zfefd`ZFlkcffbj
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西半球）的经济发展和主要

K_\ @D= Xcjf glYc`j_\j# Xj gXik f] `kj Nfic[ <Zfefd`Z Xe[
政策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地区经济展望》从各
=`eXeZ`XcJlim\pj#Y`XeelXcH[]_edWb;Yedec_YEkjbeeai\gfikj
地区的角度分析发展变化和政策重点，对基金组织在
I<Fj
k_Xkgifm`[\dfi\$[\kX`c\[XeXcpj`jf]\Zfefd`Z[\m\c$
fgd\ekjXe[b\pgfc`Zp`jjl\j]fik_\Ôm\dXafii\^`fejf]
《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财政
k_\nfic[18j`XXe[k_\GXZ`ÔZ#<lifg\#k_\D`[[c\<XjkXe[
:\ekiXc8j`X#jlY$JX_XiXe8]i`ZX#Xe[k_\N\jk\ie?\d`jg_\i\%

3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年报

监测》中的全球分析起到补充作用。《地区经济展
望》虽然不是基金组织监督活动的正式部分，但却是
基金组织对外推介活动的正式部分，因此其发布通常
与在每个地区若干国家开展的广泛推介活动相协调。
2010财年，《地区经济展望》主要评估每个地区
为克服全球危机以及为恢复持久增长奠定基础所需采
取的政策。《地区经济展望》全文和概述《地区经济
展望》分析结果的新闻发布稿以及发布这些展望时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文字记录和网络视频均登载在基金
组织网站上。20

金融部门监督
全球金融危机突出表明需要对实体经济与金融部
门之间的联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强调要将金融
部门问题纳入基金组织的监督活动中。因此，金融部
门评估规划作为监督的信息工具的重要性得到增强。
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于1999年5月由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联合发起，目的是更加有效地促进成员国金融
体系的稳健性。该项目得到各国有关机构和标准制定
机构的支持，工作目标是：（1）识别一国金融体系
的实力和脆弱性；（2）决定关键风险来源是如何得
到管理的；（3）确定金融部门的发展和技术援助需
要；（4）帮助确定政策回应的重点。在金融部门评
估规划下对单个国家的评估解决的是与基金组织监督
相关的问题，包括金融部门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的风
险，以及金融部门吸收宏观经济冲击的能力。21金融
部门评估规划的评估按模块设计确定重点，更加关注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

基金组织为应对危机确定的监督和政策
重点
调整监督重点
2009年9月，执董会批准了对2008年10月通过的
《监督重点声明》的修订，该声明阐述了基金组织截
至2011年的经济和业务监督重点。22作为对全球环境
在声明发布后一年内的显著变化的回应，该修订对声
明的经济重点作了调整。最初的经济重点侧重于解决
金融市场危机、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对全球商品价格
的急剧变化作出调整，以及促进有序减轻全球失衡。
尽管执董会认为这些问题仍然重要，但认为制定退出
战略及维持世界增长所需政策显然是今后的主要挑
战。因此，执董会批准基金组织制定以下经济重点：

·允许有序取消与危机有关的政策干预，以确保
持续复苏。具体而言，制定达到以下要求的退
出战略：
·在必要时为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支持。
·保证未来的政策回旋空间。
·加强全球金融体系。
·通过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促进全球需求来源
的再平衡，以实现持久的世界增长，同时控制
全球失衡。
执董会决定保持声明中的业务重点不变，这些重
点是根据2008年三年一次的监督检查的主要建议确定
的。
2009年12月，向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关
于双边监督实施的指导说明，该说明包含经修订的监
督重点。

参与20国集团的相互评估过程
2009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启动一个过
程，确立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目标，制定政
策实现这些目标，并对进展情况进行评估（“相互
评估”）。20国集团要求基金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提
供协助，特别是分析20国集团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策框架如何相互协调，并对20国集团各国实施的
政策在整体上是否符合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增
长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20国集团还要求基金组织
在必要时就如何通过集体政策调整增强全球中期经
济前景提供建议。
2009年12月，执董会开会讨论20国集团的相互评
估过程以及基金组织对这一过程的参与。 23执董会对
20国集团要求基金组织协助相互评估过程表示欢迎，
并为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参与这一过程（包括对这一过
程所作贡献的性质和范围）制定了总体框架。他们同
意，20国集团主导的这一过程虽然与基金组织的监督
活动相独立且截然不同，但对基金组织的监督起到补
充作用，24并且它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基金组织工
作人员能够深化其政策讨论并加强其建议对20国集团
成员的影响力。执董会指出，基金组织的双边和多边
监督仍将是独立的。大多数执董对所设想的执董会的
作用表示同意，25按照设想，执董会的目的在于维护
20国集团成员对相互评估过程的认同感。执董会将在
这一初步讨论之后约一年的时候对基金组织在此过程
中的作用进行检查。
在2010年4月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上，国际货币与
金融委员会在其公报26中表示了对基金组织参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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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过程的支持，指出这一过程“应有助于指导成员
国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今年4月向20
国集团提交了第一轮分析的结果，基本评估是，协调
的经济政策有可能以可持续和平衡的方式提高全球增
长率。

论。2010财年，这些最新情况于2009年9月和2010年4
月提供给执董会。另外，执董会成员还于2009年9月
收到了关于早期预警演习使用的方法和分析工具的简
要技术说明，同月举行的执董会研讨会讨论了将在演
习中进一步采取的步骤。

早期预警演习

在对金融部门征税问题上开展工作

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需更好地分析全球经济的潜
在风险，包括可能发生的最不利情景。为了加强对全
球前景面临的概率虽低但冲击较强的风险的评估，
并确定减轻这些风险的政策选择，基金组织与金融
稳定委员会联合开展了半年一次的早期预警演习，目
的是通过利用各种定量工具和广泛磋商，将对系统性
风险的宏观经济视角和金融视角结合起来（见专栏
3.3）。这项演习是基金组织加强监督（特别是分析
经济、金融和财政风险）以及跨部门和跨境溢出效应
的工作的一部分。一直向执董会汇报这项演习的最新
进展和发展情况，并且，在春季会议上向国际货币与
金融委员会提交分析结果之前，也在执董会进行了讨

2009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要求基金组织准备
一份报告，列出各国已经采用或考虑采用的各种方
案，目的是使金融部门能够“为补偿政府实施干预
以修复银行体系而产生的负担作出公平和有份量的
贡献”。27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利用与税收专家、学术
界、工会、民间社会组织（CSO）和其他感兴趣的利
益相关方的磋商以及高级管理层与民间社会组织高层
官员之间会谈的结果，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28基金
组织的工作集中于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确保金融机构
承担未来金融机构倒闭或危机所造成的直接财政成
本，二是降低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以及发生此类事
件时要支出的成本。

专栏3.3
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联合早期预警演习
有关方面呼吁基金组织改善对系统性风险的
分析，包括对风险借由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
联系以及跨境溢出效应传播的分析，为此，基金组
织于2009年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合作，开始进行半年
一次的早期预警演习。1 金融稳定委员会代表成员
国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
因此对基金组织的多边研究和分析起到重要补充作
用。
早期预警演习并不试图预测危机；而是力图识
别脆弱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识别导致系统性危机
的触发因素，以及探索减轻风险的政策，包括那些
需要国际合作的政策。演习利用各种分析成果、市
场信息和专家意见。这包括大量经验工具，以及从
基金组织定期监督和危机工作及与市场参与者、学
术界和各国当局的磋商中获得的各市场和各国的信
息。2009年年会期间的一次研讨会向公众介绍了演
习采用的方法。
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演习上密切合

作，各自利用自身的视角。基金组织在经济、宏观
金融和主权风险问题上往往发挥主导作用，而金融
稳定委员会在金融体系监管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这项演习的实施与《世界经济展望》、《全球
金融稳定报告》和《财政监测》等基金组织关于全
球监督的旗舰出版物密切协调，并利用基金组织的
其他分析和政策工作。基金组织利用定期的国别、
地区和全球监督活动对演习结果和政策建议开展后
续工作。
在与基金组织执董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讨论
后，演习结果在春季会议和年会期间提交给国际货
币与金融委员会。更一般而言，演习结果还有助于
基金组织在监督中讨论概率虽低但冲击较高的风
险。

1 关于演习的更多信息，见“情况简介：基金组织的早期预警演
习”（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ew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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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在纽约华尔街，交易员在关注交易行情的同时与客户交谈。右图：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在和经纪商交谈时作
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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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基金组织向20国集团财政部长提交 融工具和结构发展的一个因素，尽管不是主导因素，
]X`cli\jfiZi`j\jn`cc`dgfj\Xe[dXb`e^k_\j\\m\ekjYfk_c\jj 但他们认识到，消除这些以税收为动机的交易很可能
Xe[ZfigfiXk\j\Zkfijn_\i\YifX[\iZfeZ\iejXYflkdXZif$
了一份中期报告，重点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一是
c`b\cpkf_Xgg\eXe[c\jjZfjkcpn_\ek_\p[f%
ÔeXeZ`XcjkXY`c`kp\o`jk%
“金融稳定费”，与可信和有效的破产解决机制相 不可行，因为这要求实行非常根本的税收改革。执董
联，将确保金融业在危机发生前支付合理数额的破产
@e8gi`c)'('#k_\@D=^Xm\Xe`ek\i`di\gfikkf>$)'ÔeXeZ\ 们提醒注意对不同形式的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税收处
<o\Zlk`m\ ;`i\Zkfij fYj\im\[ k_Xk kXo Zfej`[\iXk`fej _Xm\
d`e`jk\ijk_Xk]fZlj\[feknffgk`fej%8ÈÔeXeZ`XcjkXY`c`kp 理方法，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处理方法可能
Y\\eX]XZkfi#XcY\`kefkX[fd`eXekfe\#Y\_`e[k_\[\m\cfg$
解决成本；如果发生灾难，还可在必要时收取“事
Zfeki`Ylk`fe#É c`eb\[ kf X Zi\[`Yc\ Xe[ \]]\Zk`m\ i\jfclk`fe

d\ek f] Zfdgc\o ÔeXeZ`Xc `ejkild\ekj Xe[ jkilZkli\j# Ylk

后”费用。另外，通过对机构利润与报酬总和征收
d\Z_Xe`jd#nflc[\ejli\k_Xkk_\`e[ljkipgXpjXi\XjfeXYc\ 促成了更多冒险和短期行为。
i\Zf^e`q\[k_Xk\c`d`eXk`e^k_\j\kXo$dfk`mXk\[kiXejXZk`fej
“金融活动费”，划入一般财政收入，可以让金融机
大多数执董指出，税收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Xdflek f] i\jfclk`fe Zfjkj Y\]fi\ X Zi`j`j fZZlij2 \o gfjk `jc`b\cp`dgiXZk`ZXYc\#Xj`knflc[i\hl`i\m\ip]le[Xd\ekXc
Z_Xi^\j Zflc[ Xcjf Y\ `dgfj\[# `] e\\[\[# j_flc[ [`jXjk\i 可能很大，但也复杂和难以预料。健全的宏观经济
kXoi\]fid%<o\Zlk`m\;`i\Zkfij[i\nXkk\ek`fekfk_\kXoki\Xk$
构作出进一步贡献（例如用来支付危机的更广泛成
jki`b\% =lik_\i Zfeki`Ylk`fej ]ifd k_\ ÔeXeZ`Xc j\ZkfiÇ]fi d\ekf]Xck\ieXk`m\]fidjf]\o\Zlk`m\i\dle\iXk`fe#efk`e^
本）。基于20国集团对中期报告的讨论，报告最终稿
\oXdgc\#kfgXp]fiYifX[\iZfjkjf]XZi`j`jÇZflc[Y\iX`j\[ 政策和有针对性的监督比临时措施能更有效地解决
k_Xk`ejfd\ZXj\jjlZ_ki\Xkd\ekdXp_Xm\Zfeki`Ylk\[kf
29
在2010年多伦多峰会上提交给20国集团领导人。
  
k_ifl^_XÈÔeXeZ`XcXZk`m`k`\jkXoÉc\m`\[fek_\jldf]k_\
^i\Xk\ii`jbkXb`e^Xe[j_fik$k\id`jd%
问题根源。

gifÔkjXe[i\dle\iXk`fef]ÔeXeZ`Xc`ejk`klk`fejXe[gX`[kf
^\e\iXci\m\el\%K_\ÔeXcm\ij`fef]k_\i\gfik#Yl`c[`e^fe
税收政策中与危机有关的问题
k_\>$)'Ëj[`jZljj`fef]k_\`ek\i`dm\ij`fe#nXjgi\j\ek\[kf
)0
在2009年6月的研讨会上，执董会讨论了全球金
>$)'c\X[\ijXkk_\KfifekfJldd`k`e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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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机是否给税收政策的设计带来较长期的教训。
:i`j`j$i\cXk\[`jjl\j`ekXogfc`Zp
执董们同意工作人员的以下分析结果，31即债务偏向

Dfjk<o\Zlk`m\;`i\Zkfijefk\[k_Xkk_\\]]\Zkjf]kXogfc`Z`\j

管理与金融体系危机有关的干预措施
feXjj\kgi`Z\jZXeY\jlYjkXek`XcYlkXcjfZfdgc\oXe[_Xi[
执董会在2009年8月开会讨论对金融体系采取的
kfgi\[`Zk%Jfle[dXZif\Zfefd`Zgfc`ZpXe[kXi^\k\[i\^lcX$
k`fen\i\]\ckkfY\dfi\\]]\Zk`m\k_XeX[_fZd\Xjli\j`e
与危机有关的干预措施以及主权资产负债风险。 32执
X[[i\jj`e^k_\iffkZXlj\jf]k_\gifYc\dj%

董会认识到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取消重大支持尚为时
@e X Ale\ )''0 j\d`eXi# k_\ <o\Zlk`m\ 9fXi[ Zfej`[\i\[ 过早，但认为有必要开始考虑如何能够更有效地管理
DXeX^`e^Zi`j`j$i\cXk\[`ek\im\ek`fej
和其他税收扭曲没有触发金融危机，但可能助长了
`ek_\ÔeXeZ`Xcjpjk\d
n_\k_\i
k_\
^cfYXc
ÔeXeZ`Xc
Zi`j`j
f]]\i\[
Xep
cfe^\i$k\id
过高的杠杆率和其他金融市场问题。他们认为，基
扩张的公共资产负债表并确保有序退出。在这一背景
c\jjfej]fikXogfc`Zp[\j`^e%*'<o\Zlk`m\;`i\ZkfijX^i\\[n`k_
金组织能够发挥作用，在税收政策领域向成员国提
K_\<o\Zlk`m\9fXi[d\k`e8l^ljk)''0kf[`jZljjZi`j`j$i\cXk\[
k_\@D=jkX]]ËjÔe[`e^*(k_Xk[\YkY`XjXe[fk_\ikXo[`jkfik`fej 下，他们指出，对公共干预的财政影响和金融风险的

d\Xjli\j`ek_\ÔeXeZ`Xcjpjk\dXe[jfm\i\`^eYXcXeZ\j_\\k
[`[efkki`^^\ik_\ÔeXeZ`XcZi`j`j#YlkdXp_Xm\Zfeki`Ylk\[ 管理应当是全面和透明的，取消这些干预时应力求
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并在可能时利用其他专业
kf \oZ\jj`m\ c\m\iX^\ Xe[ fk_\i ÔeXeZ`Xc dXib\k gifYc\dj% i`jbj%*)N_`c\i\Zf^e`q`e^k_Xk`knXjjk`cckff\Xicpkfn`k_[iXn
机构的专长。
在避免市场动荡和尽量提高回收价值之间取得适当平

K_\pZfej`[\i\[k_Xkk_\=le[_XjXifc\kfgcXp`egifm`[`e^ k_\ jlYjkXek`Xc jlggfik gifm`[\[ Yp ^fm\ied\ekj Xe[ Z\ekiXc
大多数执董认为，在各国的税收改革计划中，债 衡。然而，他们强调，这种退出战略的范围、步伐和
YXebj# <o\Zlk`m\ ;`i\Zkfij Zfej`[\i\[ `k Xggifgi`Xk\ kf Y\^`e
gfc`ZpX[m`Z\Xe[k\Z_e`ZXcXjj`jkXeZ\kf`kjd\dY\iZfleki`\j
i\Õ\Zk`e^fe_fn\ecXi^\[glYc`ZYXcXeZ\j_\\kjZflc[Y\dXe$
`ek_\Xi\Xf]kXogfc`Z`\j#[iXn`e^fek_\\og\ik`j\f]fk_\i
务偏向问题值得注意。他们还强调，需要加强对存在 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
X^\[dfjk\]]\Zk`m\cpXe[kf\ejli\fi[\icp\o`kj%8^X`ejkk_`j
jg\Z`Xc`q\[`ejk`klk`fejn_\i\gfjj`Yc\%
对宏观金融稳定更广泛担忧的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的
执董会强调，在取消金融部门支持措施时，需
YXZb^ifle[#k_\pefk\[k_Xkk_\dXeX^\d\ekf]k_\ÔjZXc`dgXZk
监管。
Xe[ÔeXeZ`Xci`jbjf]glYc`Z`ek\im\ek`fejj_flc[Y\Zfdgi\_\e$
Dfjk <o\Zlk`m\ ;`i\Zkfij ]\ck k_Xk [\Yk Y`Xj `jjl\j nXiiXek 要明确地确定那些国内和国际协调与合作（包括与
j`m\Xe[kiXejgXi\ek#n`k_Xelen`e[`e^g_Xj\k_Xkjfl^_kkf
Xkk\ek`fe`eZfleki`\jËkXoi\]fidgif^iXdj%K_\pXcjfle[\i$
执董们注意到，税收方面的考虑是促使复杂的金 私人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的领域。他们指
jZfi\[k_\e\\[]fijki\e^k_\e\[i\^lcXk`fef]k_\ÔeXeZ`Xc jki`b\k_\gifg\iYXcXeZ\Y\kn\\eXmf`[`e^dXib\k[`jilgk`f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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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金组织能够在以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即监

退出危机干预政策

测宏观金融风险和脆弱性，跟踪主权资产和负债管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要求，基金组织在退出危
机干预措施方面的建议和观点应更加明确具体。为
此，执董会于2010年2月讨论各国取消危机爆发后实
施的特别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干预政策的原则。35讨
论主要侧重于中型和大型先进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这
些经济体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干预。
执董们同意，退出战略应当是一致和可信的，并
且也应是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并在各决策实体
之间互相协调。他们认识到，从危机相关政策退出的
适当时机、节奏和模式取决于经济体的状况和金融
体系的健康；先进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退出一
般来说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执董们指出，关键的挑战

理政策的影响，指导资产负债表重组和宏观经济政
策撤消，充当一个论坛，以及促进全球对这些复杂
问题的更清晰理解。

评估金融实体的系统重要性
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协调制定
了有关指导原则，拟用来评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或
金融工具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2009年9月举行的执
董会研讨会对这些指导原则进行了讨论。这三家机构
是应20国集团2009年4月的要求而开展这项分析工作
的，最终报告于10月提交给20国集团。33

实现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所需的财政规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依靠财政规则来指导财
政政策。随着各国制定退出战略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
的财政挑战，对财政规则的兴趣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执董会在2009年12月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议题是通过
财政规则支持可持续公共财政预期。34  
执董们一致认为，财政政策框架和机构的质量，
特别是有效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对于实现良好的财
政表现至关重要，而且是有效执行财政规则的先决条
件。他们注意到，财政规则的使用一般伴随着改善的
财政表现和较成功的财政整顿，尽管难以确定因果关
系。他们强调指出，要取得成效，财政规则需在两方
面取得平衡，即一方面提供实现目标的信心，另一
方面提供充分的灵活性，以便对产出和其他冲击作出
适当反应。他们一致认为，财政规则应是透明和可信
的，而且应与债务可持续性这一最终目标建立明确的
联系。
执董们认为，出台财政规则本身并不能保证成
功，除非违反规则会有代价。他们认识到全球危机给

将是寻求一条中间路线，既要避免过早取消这些政策
（将危及在确保经济复苏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要避
免在过长时间内维持干预（将扭曲私人刺激机制和产
生宏观经济风险）。
执董们强调，确保财政可持续性是重中之重，因
此，一旦有明确迹象显示出现自我持续的复苏，就必
须开始财政整顿。他们认为，此次危机是推动必要改
革（包括在退休福利和私有化领域的改革）的契机。
执董们认为，中央银行具备取消货币危机干预
措施的工具，并强调了在取消危机措施的过程中维
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他们同意，各国之间
应当针对退出计划和具体金融政策进行政策协调和
定期交换信息，以避免产生破坏稳定的溢出效应
（给予最脆弱的国家群体应有的关注），并确保取
得更好的结果。他们还认为，除了支持成员国的调
整工作外，作为双边和多边监督活动的一部分，基
金组织还应通过密切监测退出过程及其潜在溢出效
应，努力推进国际一致性。

能力建设

财政规则带来的压力，指出在只具备国家层次规则的
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已修改规则或将其暂时搁
置。尽管如此，他们承认，许多国家的现有国家框架
能够处理危机，并指出，超国家规则没有因应对危机
而改变。

能力建设包括技术援助和培训，是基金组织工作
的核心领域之一，也是基金组织通过影响许多成员国
的政策设计和实施而确保全球持久复苏的努力的一个
重要部分。

展望未来，执董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可
以在加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以及稳定财政可持续

技术援助

性预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指出，这些框架必

应成员国的技术援助请求，基金组织帮助它们制
定政策，并帮助它们加强用于设计和实施适当宏观经

须符合各国的实际情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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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金融和结构性政策的体制安排。除向受援国提供
直接好处外，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还帮助各国克服政
策设计和实施方面的体制薄弱环节和资源约束，从而
促进更加强健、稳定的全球经济。
基金组织在其核心专长领域提供技术援助，这些
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和收入管理、支
出政策和公共财政管理、货币政策、汇率体制、金
融部门可持续性、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框架，以及统
计（见图3.4）。技术援助向广泛的基金组织成员国
提供：2010财年，约有140多个国家从技术援助中受
益，覆盖先进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不过，基金组织约
85%的技术援助是提供给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的（见图3.5）；冲突后国家也是主要受益者。

为应对危机提供的技术援助
2010财年，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在帮助成员国应
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
财年里，基金组织在抵御危机和经济复苏的一些关键
领域提供了大量技术援助，例如：
·现金管理、支出控制和预算框架，目的是保护
政府流动性并帮助实施可信的财政调整（希
腊、冰岛、牙买加、拉脱维亚、波兰和罗马尼
亚）；
·加强税收管理，以应对危机引发的财政收入锐
减（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
兰）；

·紧急银行立法、与危机有关的货币操作，以及
公共债务管理（冰岛）；
·对银行进行重组，加强存款保险（匈牙利、拉
脱维亚、黑山）；
·加强金融机构的破产解决框架（拉脱维亚、立
陶宛、摩尔多瓦、乌克兰）：
·改善公司破产体制（拉脱维亚、塞尔维亚、乌
克兰）；
·评估债务重组和银行保护的影响（牙买加）；
·加强银行部门的危机防备和应急计划（亚美
尼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尼日利亚、巴拿
马）；以及
· 评估资产负债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科索
沃）。
这些技术援助侧重于预先支持或在必要时提供救
援，并突出体现了基金组织技术援助的三个独有的特
征。第一是对政府紧急技术援助申请迅速作出反应的
能力——专家小组往往驻在当地，能在请援后的短
时间内、先于基金组织其他活动提供援助。第二，在
设计规划时，技术诊断和补救建议往往是核心考虑因
素。最后，技术援助与规划/监督工作之间存在重要
的连续性，基金组织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即是技术援
助小组成员，也是地区部门小组成员。基金组织强调
机敏、灵活地作出反应，将专业化与一般性宏观经济
建议紧密结合，并依赖可互换的内部工作人员，这是
其危机防范与化解战略的重要要素之一，使其技术援
助不同于其他从事长期能力建设的机构所提供的技术
援助。

2010财年的技术援助倡议
2010财年，基金组织继续实施提高技术援助有效
性的战略。这一战略是根据执董会2008年5月批准的
改革而于2009财年制定的。内容包括显著扩大与捐助
方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对技术援助框架实行改革。
在这一战略下，技术援助是按适合各国的模式提供
的，例如派出代表团诊断问题，同时辅以长期和短期
专家的访问。

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基金组织正在通过地区技术援助中心扩大技术援
助工作，包括设立了一个新的地区技术援助中心（于
2010财年开始运作）。2009年5月，基金组织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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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奥地利国民银行行长埃瓦尔德·诺沃特尼，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和奥地利联邦财政部国务秘书安德烈亚
斯·席德于2010年4月在华盛顿基金组织总部签署协定，扩大联合维也纳学院培训。右图：2009年7月，在华盛顿特区基金组织总部，学
B[\j@D=DXeX^`e^;`i\Zkfi;fd`e`hl\JkiXljj$BX_eXe[i\gi\j\ekXk`m\jf]k_\8ljki`Xe^fm\ied\ekj`^eX^i\\d\ekkf\ogXe[Af`ekM`\eeX@ejk`klk\
员们正在参加基金学院开设的“外债统计”课程。
kiX`e`e^#Xk@D=_\X[hlXik\ij#NXj_`e^kfe#;%:%#8gi`c)'('%H_]^jJkl[\ekjXkk\e[Xe@D=@ejk`klk\È<ok\ieXc;\YkJkXk`jk`ZjÉZflij\Xk@D=_\X[hlXi$
k\ij#NXj_`e^kfe#;%:%#Alcp)''0%

H[]_edWbJ[Y^d_YWb7ii_ijWdY[9[dj[hi
中美、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36

服务于该地区的七个国家。 该技术援助中心得到欧
<ogXej`fe f] k_\ =le[Ëj K8 [\c`m\ip k_ifl^_ `kj I\^`feXc
盟委员会、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德国、中美洲
K\Z_e`ZXc 8jj`jkXeZ\ :\ek\ij IK8:j  `j fe^f`e^# `eZcl[`e^
经济一体化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的支持，并得到东道
fe\e\nIK8:k_XkY\^Xefg\iXk`fej[li`e^=P)'('%@eDXp
)''0#k_\@D=fg\e\[`kjI\^`feXcK\Z_e`ZXc8jj`jkXeZ\:\e$
国危地马拉和其他受援国的出资。设在东非、西非和
k\i]fi:\ekiXc8d\i`ZX#GXeXdX#Xe[k_\;fd`e`ZXeI\glY$
中非的现有三个非洲技术援助中心的技术援助项目得
c`Z :8GK8:$;I # j\im`e^ j\m\e Zfleki`\j `e k_\ i\^`fe%*-
到显著扩大。
:8GK8:$;I`jjlggfik\[Ypk_\<lifg\Xe:fdd`jj`fe#JgX`e#
:XeX[X#
D\o`Zf# >\idXep# k_\ :\ekiXc 8d\i`ZXe 9Xeb ]fi
另两个设在非洲的地区技术援助中心计划在2010
<Zfefd`Z@ek\^iXk`fe#Xe[k_\@ek\i$8d\i`ZXe;\m\cfgd\ek
年底之前开始运作，使技术援助全面覆盖撒哈拉以南
9Xeb# Xj n\cc Xj Yp Zfeki`Ylk`fej ]ifd k_\ _fjk Zflekip
非洲，另有一个设在中亚的技术援助中心将于2011年
>lXk\dXcX #k_\fk_\ii\Z`g`\ekZfleki`\j#Xe[k_\@D=%K_\
K8[\c`m\ipgif^iXd]fik_\\o`jk`e^k_i\\8]i`ZXeK\Z_e`ZXc
初开始运作（见表3.4）。针对非洲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8jj`jkXeZ\ :\ek\ij 8=I@K8:j  `e <Xjk# N\jk# Xe[ :\ekiXc
的重大筹资活动以2009年12月与非洲开发银行联合成
8]i`ZXnXjjZXc\[lgjlYjkXek`Xccp%
功主办的一次承诺捐资会议达到顶峰。37与一些捐助方
KnfX[[`k`feXcIK8:j`e8]i`ZXXi\gcXee\[kfY\^`efg\iXk`fej
的讨论仍在进行之中，但已经从英国、瑞士、法国、
Ypk_\\e[f])'('#Zfdgc\k`e^]lccZfm\iX^\f]jlY$JX_XiXe
非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荷兰、德国、欧洲投资银
8]i`ZX#Xe[Xefk_\i`e:\ekiXc8j`Xj_flc[Y\fg\iXk`feXcYp
行、芬兰、科威特、卢森堡、意大利和巴西获得了对
\Xicp)'((j\\KXYc\*%+ %8dXafi]le[iX`j`e^[i`m\]fik_\
非洲地区技术援助中心（包括对新中心）的大量承诺
8=I@K8:j Zlcd`eXk\[ `e X jlZZ\jj]lc gc\[^`e^ j\jj`fe#
Zf_fjk\[ Yp k_\ 8]i`ZXe ;\m\cfgd\ek 9Xeb# `e ;\Z\dY\i
和捐款。为新的中亚技术援助中心和现有的中东地区
)''0%*.8ck_fl^_[`jZljj`fejn`k_XeldY\if][fefijXi\jk`cc
技术援助中心筹资的活动也在进行之中。

Jef_YWbjhkij\kdZi
领域的技术援助，于2009年5月开始运作（见网络版
专栏3.5）。38这一专题信托基金得到瑞士、挪威、加
K_\`[\XY\_`e[k_\@D=Ëjkfg`ZXckiljk]le[jKK=j `jkfgffc
拿大、日本、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英国、
[fefii\jfliZ\jkfj\im\d\dY\iZfleki`\j`ejg\Z`Xc`q\[kfg$
卢森堡、荷兰、韩国、法国和德国的支持，它促进了
`Zj Zfdgc\d\ek`e^ k_\ nfib f] k_\ IK8:j% K_\ =le[Ëj Ôijk
kfg`ZXc kiljk ]le[# jlggfik`e^ K8 `e k_\ Xi\X f] 8ek`ÆDfe\p
国家反洗钱/反恐融资体制的加强，是目前巩固国际
CXle[\i`e^Xe[:fdYXk`e^k_\=`eXeZ`e^f]K\iifi`jd8DC&
金融架构、以增强金融稳定和治理的努力的一部分。
:=K #jkXik\[fg\iXk`fej`eDXp)''0j\\N\Y9fo*%, %*/K_`j
此外，对于“税收政策与管理”和“管理自然资源财
KK=#jlggfik\[YpJn`kq\icXe[#EfinXp#:XeX[X#AXgXe#BlnX`k#
HXkXi# JXl[` 8iXY`X# k_\ Le`k\[ B`e^[fd# Clo\dYfli^# k_\
富”专题信托基金，基金组织与合作伙伴举行了设计
E\k_\icXe[j#Bfi\X#=iXeZ\#Xe[>\idXep#Zfeki`Ylk\jkfk_\
会议，为这些专题信托基金筹集资金的活动也于2010
jki\e^k_\e`e^f]eXk`feXc8DC&:=Ki\^`d\jXjgXikf]Zlii\ek
财年后期开始。
\]]fikj kf Yfcjk\i k_\ `ek\ieXk`feXc ÔeXeZ`Xc XiZ_`k\Zkli\ `e
jlggfikf]^i\Xk\iÔeXeZ`XcjkXY`c`kpXe[^fm\ieXeZ\%;\j`^e
d\\k`e^jn\i\Xcjf_\c[n`k_Zffg\iXk`fegXike\ij]fik_\KXo
扩大与捐助方的合作伙伴关系
Gfc`Zp Xe[ 8[d`e`jkiXk`fe Xe[ DXeX^`e^ EXkliXc I\jfliZ\
基金组织与欧盟委员会签署的技术援助合作伙伴
N\Xck_ KK=j# Xe[ k_\ ]le[iX`j`e^ [i`m\ ]fi k_\j\ KK=j Xcjf
协议于2010财年开始执行，欧盟委员会参与中美、巴
jkXik\[`ecXk\=P)'('%

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技术援助中心和中东地区
;nfWdZ_d]fWhjd[hi^_fim_j^Zedehi
技术援助中心的活动。与一些援助方（特别是瑞士、
英国、荷兰、德国、欧洲投资银行和卢森堡）的现有
@dgc\d\ekXk`fef]k_\@D=ËjK8gXike\ij_`gX^i\\d\ekn`k_k_\
<lifg\Xe :fdd`jj`fe Y\^Xe `e =P)'('# n`k_ k_\ :fdd`jj`fe
合作伙伴关系也得到显著增强和扩展。此外，在基金
gXik`Z`gXk`e^`e:8GK8:$;IXe[k_\D`[[c\<XjkI\^`feXcK\Z_e`$
组织的能力建设援助活动中，一些新的捐助方已成为
fe^f`e^#jlYjkXek`Xcgc\[^\jXe[Zfeki`Ylk`fej]fik_\8=I@$ ZXc 8jj`jkXeZ\ :\ek\i% <o`jk`e^ gXike\ij_`gj n`k_ X eldY\i f]
K8:j#`eZcl[`e^k_\e\nZ\ek\ij#n\i\i\Z\`m\[]ifdk_\Le`k\[ 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巴西、韩国、科威
[fefij#efkXYcpJn`kq\icXe[#k_\Le`k\[B`e^[fd#k_\E\k_\icXe[j#
B`e^[fd#Jn`kq\icXe[#=iXeZ\#k_\8]i`ZXe;\m\cfgd\ek9Xeb# 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idXep#k_\<lifg\Xe@em\jkd\ek9Xeb#Xe[Clo\dYfli^#n\i\
专题信托基金
8ljkiXc`X#k_\E\k_\icXe[j#>\idXep#k_\<lifg\Xe@em\jkd\ek
基金组织设立专题信托基金的想法是把捐助方
9Xeb#=`ecXe[#BlnX`k#Clo\dYfli^#@kXcp#Xe[9iXq`c%=le[iX`j$
资金汇集起来，就专门的问题向成员国提供服务，
`e^]fik_\e\nZ\ek\i`e:\ekiXc8j`XXe[k_\\o`jk`e^IK8:
]fik_\D`[[c\<Xjk`jXcjffe^f`e^%
从而补充地区技术援助中心的工作。基金组织的第

XcjfjZXc\[lgXe[YifX[\e\[Zfej`[\iXYcp%@eX[[`k`fe#XeldY\i
f]e\ncp\d\i^`e^[fefij_Xm\Y\Zfd\`eZi\Xj`e^cp`dgfikXek
技术援助改革的实施
gXike\ij`ek_\@D=ËjZXgXZ`kpYl`c[`e^#efkXYcp9iXq`c#Bfi\X#BlnX`k#
为了加强与捐助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执董会在
HXkXi#Xe[JXl[`8iXY`X%

一项专题信托基金支持在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

2009年4月批准设立新的框架管理账户协议，用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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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现有和规划中的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中心名称

位置

设立年份

太平洋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加勒比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中东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东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西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中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     
共和国技术援助中心
南非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西非第二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中亚地区技术援助中心

斐济，苏瓦
巴巴多斯，布里奇敦
黎巴嫩，贝鲁特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马里，巴马科
加蓬，利伯维尔
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城

1992
2001
2004
2002
2003
2007
2009

毛里求斯，路易港
加纳，阿克拉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受援国家数量

受援成员国中低收入
国家的比例

15
20
10
7
10
7
7

7
5
20
100
91
50
0

13
6
7

33
67
43

来源：基金组织技术援助管理办公室。

理基金组织部分业务活动的外部金融资源（SFA协
议）。2010财年，基金组织进一步根据该协议设立子
账户。在新的、透明的成本核算模式基础上，该协议
在几个方面提供了更大灵活性。迄今为止，在协议下
设立了15个子账户，其中包括6个多边性账户和9个双
边性账户。
执董会在2002年制定了技术援助评估计划，目的
是确保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能继续满足成员国需要，
并且具有良好的效率和效果。2010财年，根据这一计
划，对加勒比、太平洋和中东的地区技术援助中心的
工作（见网络版专栏3.6）以及日本和瑞士双边子账
户下提供的技术援助进行了独立外部评估。基金组织
还审查了技术援助专家名单（技术援助部门在进行能
力建设援助时从中聘用外部专家），以提高录用过程
的透明度并为申请过程提供便利。
2009年12月，鉴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由此
产生的成员国能力建设需要，基金组织管理层决定暂
停各国为培训出资的政策，并推迟为技术援助出资政
策的实施直至2011年4月。2008年，执董会曾批准一
项新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基金组织对向各国提供
的技术援助和培训收取费用，费用是根据一国人均收
入按比例收取的。2009年5月，基金组织开始收取培
训费用；基金组织技术援助收费原计划于2010年1月
开始执行。收费政策原本是作为对基金组织技术援助
需求的市场检验。但结果是，捐助资金的成功扩张成

为强劲市场需求的替代信号。

培训
为成员国官员提供培训是基金组织提供能力建设
服务的一部分。课程、讲习班和研讨会的目的是分享基
金组织工作人员在多个专题上具有的专长，这些专题
对进行有效宏观经济和金融分析与决策极为重要，这
些专题还包括更为专业的、与宏观经济统计编制及各
种财政、货币和法律问题相关的专题（见网络版专栏
3.7）。多数培训是通过基金学院（与其他部门合作）
组织的培训计划提供的，主要在基金组织总部、设在世
界各地的七个地区培训中心以及通过远程培训提供。
2010财年，基金学院举办了275周的培训课程，
学员近4200人，提供了8700学员周的培训（见表
3.5）。继2009财年因基金组织重组而削减培训后，
2010财年的目标是开始重新扩大培训量，同时确保培
训内容继续很好地适应基金组织的工作重点和成员国
不断变化的需要。为此，基金学院工作人员提供的宏
观经济方面的培训增加了3%以上，另有一些培训时
间专门用于金融部门问题（包括为宏观经济学家开设
的一门新的、深入的金融课程）以及货币和汇率政策
的培训。在新加坡举办了一次题为 “早期预警系统
及其在监督中的作用”的地区高层研讨会。在春季会
议期间，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在基金组织总部举办
了另一次题为“正在形成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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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2007财年至2010财年基金学院培训项目
2007

2008

2009

2010

87
3,182

78
2,813

54
1,974

58
1,992

152
4,586

172
5,280

158
4,737

163
5,067

33
983

35
1,071

42
1,211

36
1,012

16
657

18
675

16
570

18
646

288
9,407

303
9,838

270
8,491

275
8,717

总部
课程周
学员周
地区培训中心
课程周
学员周
海外
课程周
学员周
远程教学
课程周
学员周
总计
课程周
学员周
来源：基金学院。
注：由于四舍五入，各项之和与总数可能有出入。

架”高层研讨会。总体而言，培训的总体时间增加了
不到2%，因为基金组织各技援部门通过基金学院培
训计划提供的专门课程进一步减少，反映了这些部门

上对这一要求表示认可。在与20国集团国家和其他国
际机构的经济金融数据官方使用者、特别是那些负责
金融稳定分析的使用者广泛磋商后（包括基金组织和

在其他重点领域面临的大量需求。

金融稳定委员会2009年7月在基金组织总部举行的一

增加捐助资金是重新扩大培训量战略的关键部

次为期两天的会议）， 39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

分。奥地利与基金组织在2010财年就扩大联合维也纳

于2009年11月初发布了一份报告，就需要解决的主要

学院的培训签订了协议，奥地利当局对基金组织培训

信息缺陷提出20条建议（见专栏3.4）。40两机构的工

的支持显著增强。另外，还通过扩大地区技术援助中

作人员就各种问题（包括解决数据缺陷的成本）与有

心网络增加培训资金（见本章前面的“地区技术援助
中心”）。

关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私人部门磋商，并在2010年5
月向20国集团提交了一份实施每条建议的具体计划和
时间表。

数据和数据倡议

在会议和报告形成的建议中（见专栏3.4），一项
建议是加强金融稳健指标的国际报告。部分地是为了

金融危机暴露了数据缺陷问题，缺乏及时、准确
的信息阻碍了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作出有效回应

推进这一目标，基金组织在2009年7月建立了一个网

的能力。全球危机再次证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版专栏3.8）。

良好的数据和良好的分析都是有效监督和政策回应的
生命线。

站，向公众提供成员国金融稳健指标数据库（见网络
基金组织近年来在金融统计领域发起了一些倡
议，包括成立经济与金融统计机构间小组。上述会议

20国集团要求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研究危

和报告是这些倡议的一部分。2009年12月，经济与金

机暴露的信息缺陷，并就加强数据采集提出合适的建

融统计机构间小组宣布建立“主要全球指标”网站，

议。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2009年4月的春季会议

向公众提供20国集团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数据（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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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4
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就克服危机暴露的数
据缺陷提出的建议
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就与危机有关的数
据问题向20国集团提交了题为《金融危机与信息缺
陷》的报告，就克服全球金融危机暴露的数据缺陷

动、投资头寸和风险暴露方面的数据采集倡
议；
·监测国内经济对冲击的脆弱性，措施包括加
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部门覆盖面和资金流量

提出了20条建议。其中四条建议比较关键：
·更好地反映金融部门的风险积累，措施包括

数据，促进及时的、跨国标准化和可比的政

加强金融稳健指标的国际报告，制定衡量总

府财政统计，以及公布更有可比性的房地产

杠杆率和期限错配的指标，以及提高对风险

价格数据；
·改善官方统计数据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

转移工具的数据覆盖；
·改善关于国际金融网络联系的数据，措施包

可以获得这些数据来解决危机中的重要政

括增加关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全球金融机构

策问题，但数据使用者不知道这些数据是

之间联系的信息，以及加强跨境银行资金流

可以获得的。

章后面的“改进‘主要全球指标’网站”）。
在财政方面，鉴于有必要加强政府财政数据并提
高这些数据在各国间的可比性，执董会于2010年3月
决定根据《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采用标准化的
财政数据列示方式。此外，《世界经济展望》的财政
数据目前遵循《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的格式。
为支持这项工作，基金组织向成员国提供了技术援助
和培训。

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约旦在2010年1月也接受了这一
标准，使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接受国总数增加到67
个，包括欧元区的所有16个成员国。43
为了通过改善数据公布来克服数据缺陷，进而增
强国际金融体系，2010年3月，基金组织执董会在统
计部开展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上，44基本同意采取若干
步骤，在数据公布特殊标准背景下着手克服数据缺
陷：45  
·鼓励采用七项金融稳健指标， 46以加强金融部

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标准

门信息并更好地察觉系统风险；

数据公布标准有助于提供更多的及时和全面的统
41

·四年过渡期之后，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从每年

计数据，从而促进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 基

报告转为每季度报告，最长时滞为一个季度

金组织采取了若干重要步骤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包

（季度及时性），以便更好地理解跨境联

括制定和加强指导各国的数据公布标准。网络版专栏

系；

3.9提供了关于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向公众

·鼓励增添一个按剩余期限列示各国外债的简化

发布宏观经济数据的全球基准）以及数据公布通用系

表格，该表格具有季度及时性，目的是更好

统（统计体系不太完善的成员国用来评估数据改进需

地监测国内经济面对冲击的脆弱性；

求的框架）的更多信息。
参加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和数据公布通用系统是自

·将数据标准倡议第八次检查的实施时间加速到
24个月内，比先前预期的至少提前一年半。

愿的。2010财年，塞尔维亚、利比亚、伊拉克和海地
开始参加数据公布通用系统，使参加国总数增加到98
个。42此外，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在2009年12月接受了

证券统计手册
国际清算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基金组织于2009

39

4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年报

年5月联合公布了针对债务证券问题的《证券统计手
册》的第一部分。47该手册是第一份专门讨论证券统
计数据编制和列示之概念框架的出版物。该手册的第
一部分旨在协助国家和国际机构编制相关、一致、国
际可比的证券统计数据，用于金融稳定分析和货币政
策制定。手册内容将逐渐扩展到债务证券的持有以及
其他类型证券的发行和持有。

改进“主要全球指标”网站
2009年12月，经济与金融统计机构间小组（基金
组织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国际清算银行、欧洲中央银
行、欧洲统计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

世界银行）宣布对“主要全球指标”网站进行重大升
级。48该网站于2009年4月建立，由基金组织主办。该
网站提供20国集团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数据，目的是
协助监测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变
化。
根据数据用户的需求，改进的网站以方便用户的
方式列示数据，主要是将重点转向各项指标的跨国比
较，并包含若干新特征：增加主要指标的跨国表格，
进行更多数据转换，以便于比较分析；通过实时访问
有关数据库延长历史数据的跨度；用可扩展导航改善
用户界面；在线访问数据诠释信息；以及使用基金组
织的可视化数据显示工具“Data Mapper”直观列示
主要跨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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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金组织以应对未来挑战

第四章

加强基金组织以应对未来挑战

在2009年10月年会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通过了基金组织
在未来时期的基本工作重点：（1）重新评估基金组织的职责，使
其涵盖所有对全球稳定构成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部门政策；
（2）继续增强融资能力，帮助成员国处理国际收支问题（包括金融
波动），纾缓对过度积累外汇储备的需要；（3）改善多边监督工
作，使其更好地与双边监督融合，并进一步加强跨国、地区和多边
监督工作；以及（4）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提高其合法性和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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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估基金组织的职责
基金组织在职责方面开展的工作是对国际货币与
金融委员会在2009年10月年会上所作呼吁的回应，委
员会要求基金组织“重新评估基金组织的职责，使其
涵盖所有对全球稳定构成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
部门政策，并在下一届年会上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49
职责方面的工作涉及三大领域：监督、融资和国际货
币体系稳定。执董会于2010财年对职责工作进行了初
步讨论，随后在一些具体领域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
目的是完成一份报告，并在2010年10月年会上提交国
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与国家当局、学术界和民间社
会的广泛接触也为报告充实了一些信息。

执董会的初步讨论
执董会最初在2010年2月就如何加强基金组织职
责进行了讨论。50执董们强调指出，基金组织职责的
更新工作应当与更广泛的治理改革同步进行，尤其是
要与份额规模和份额调整工作并行。
在监督领域，大多数执董支持，或者愿意考虑，
寻求达成关于多边监督的正式的执董会决议，其中包
括对侧重于单个国家政策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报告的
讨论方式。大多数执董认为，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督
（包括通过主题性的第四条磋商）有进一步强化的空
间。在金融部门问题上，执董们强调，有必要与其他
国际机构和标准制定组织进行密切合作，同时扩大金
融数据获得渠道。
执董们强调，融资领域的任何新举措都需要对其
基本假定进行彻底的分析，使其立足于基金组织核心
职责，并必须以对最近改革后的贷款工具（包括优惠
贷款，见本章后文中“优惠融资”的部分）的仔细评
估为基础。大多数执董有兴趣考虑加强全球金融安全
网的创新做法，包括探讨多国信贷额度和地区流动性
集合的优点。
大多数执董认为，基金组织能够在现有法律框架
下对其职责实施有意义的改革，但同时愿意考虑在必
要时对《基金组织协定》进行修订。几位执董主张采

用两个阶段的办法，首先实施现行《协定》允许的改
革，随后视需要实施那些要求对《协定》进行修正的
改革。几位执董警告不要引入可能侵犯国家主权的新
职责，并指出过度延伸《协定》的风险。

后续工作
在2010年2月举行初步会议之后，执董会在3月
和4月开展了一系列关于职责问题的其他讨论，对职
责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更具体的探讨。在第十四次份
额总检查的背景下，执董们对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国
提供融资的资金进行了初步的审查。他们还考虑了
一些关于基金组织融资作用的初步建议。在另外一
次有关基金组织职责的会议上，执董们还讨论了改
革基金组织监督和加强金融部门监督的方法。这些
讨论在本章后文有关基金组织融资、监督和治理的
段落中将各有细述。

下一步工作
执董会有关基金组织职责的讨论延续至2011财年
的头几个月，这些讨论包括：有关基金组织未来融资
作用的下一步工作的非正式介绍、在第十四次份额总
检查的背景下对份额调整作进一步分析的讨论以及关
于治理改革的进一步讨论。

为21世纪提供融资
2010年4月中旬，执董会批准扩大“新借款安
排”（见本章后文“关于扩大新借款安排的建议”部
分）之后不久，执董们在职责更新工作和第十四次份
额总检查的框架下，对基金组织资金的充足性和构成
进行了初步的评估。他们强调，尽管新借款安排使得
可获资金大幅增加，但基金组织现在是，将来也应该
继续是一个基于份额的机构。
执董会讨论认为，自从1998年的最近一次普遍份
额增加以来，基金组织份额规模相对于全球GDP、贸
易额和资本流动而言已急剧缩小。大多数执董认为非
常有必要大幅度增加基金组织份额，以确保充足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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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资金能满足成员国在大部分情况下的需要。

支持的潜在需求明显增大，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用
于满足成员国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的需求，基金组织

确保基金组织工作所需资金的充足

与一些成员国就可能的双边借款协议进行了讨论。这

依照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批准的20国集团首脑
在2009年4月所确定的目标（见第三章“为促进复苏
提供资金支持”部分），基金组织在多个领域迅速采
取行动，确保可继续获得充足资金以满足各项需求。

些讨论的重点在于基金组织借款的操作问题；2009年
6月，执董会讨论并同意了有关基金组织使用借入资
金的操作框架。52该框架有四大主要特点：（1）出于
国际收支需求目的的贷款或债券购买协议下，每个借
款协议债权兑现的初始限额设为150亿特别提款权；

双边借款框架和安排

（2）借款安排下可用金额应保持20%的审慎性余额比

尽管成员国的份额认缴是基金组织向其成员提供
51

例；（3）拨付时使用1:1初始借入/份额资金比；以及

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而且执董会也强调这种情况

（4）保证贷款方之间的负担公平。执董会决定暂不

应该继续保持，但在必要时，基金组织可通过临时借

就基金组织借款规模作出限定，但同时强调，将在必

款来补充其份额资金（见专栏4.1，借入资金和基于

要时随时出台这样的限定。

份额的资金在基金组织融资中的作用）。多年来，基

危机爆发后基金组织首个双边贷款协议是与日本

金组织利用两类常备多边借款协议，即借款总安排和

在2009财年签署并生效的。在2010财年，又有15个协

新借款安排，获得补充资金（见专栏4.1）。

议生效，共计金额610亿特别提款权。与基金组织的

然而，由于全球危机的影响，对基金组织融资

这15个协议的签署方分别是：加拿大、挪威央行、英

专栏4.1
借入资金和基于份额的资金在基金组织融资中的作用

份额认缴是基金组织的基本融资来源，不过，
基金组织可通过借款临时为其资金提供重要补充。
根据《基金组织协定》，基金组织有权借款，补充
其在普通资金账户下持有的货币，以满足融资交易
的需要（《协定》第七条第1(i)款）。
虽然借入的和基于份额的资金两者的成本目前
相当，但它们具有其他显著的优缺点差异，体现了
在基金组织融资中的不同作用：
·依靠份额资金的主要优势在于这种资金与基
金组织基于份额之本质的一致性、它们的永
久可用性，以及提取便捷性。只要基金组织
选择了具有足够强劲外部条件的成员国来参
与对基金组织的融资，那么这些被选的国家
就有义务按照其份额限度满足基金组织的要
求。这类资金的永久可用性确保了基金组织
能快速对成员国需求作出回应。份额资金的
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们在中期内固定不变。
就增加份额达成广泛一致意见往往需要几年
的时间。

·基金组织借入资金的主要优点来自于其灵活
性。与涉及所有成员国的份额增加相比，与
有限数量的官方贷款方达成借款安排更易实
现，因此其对基于份额的资金构成一种临时
性的补充。此外，基金组织的常备多边借款
安排为基金组织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金来源
（见网络版专栏4.1）。然而，过多地倚仗
借入资金有可能会伤害基金组织的合作性和
货币性特征。而且，不同于基于份额的资
金，常备安排下的资金只有在安排被启动后
才能动用，而双边借款安排可能会具体规定
在短期内可用资金的限额（例如初始的1年
或2年期，通过协议可延长至最多5年，同时
设立周和/或月支用限制）。
执董会制订的“基金组织借款的指导方针”概
述了基金组织借款框架的一些主要内容。另外，有
关借入资金使用的操作方法需要接受持续的检查，
包括在基金组织季度资金交易计划和半年一次的流
动性审查的背景下进行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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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截至2010年4月30日有效的双边贷款和债券购买协议（单位：10亿）
折合美元1

生效日期

币种及金额

2009年2月13日
2009年7月6日
2009年7月14日

美元

美元
特别提款权

100.00
10.00
3.00

2009年9月1日
2009年9月22日
2009年10月5日
2009年11月4日
2009年11月30日
2009年12月2日
2010年2月12日
2010年2月12日
2010年2月12日
2010年3月31日
2010年4月9日
2010年4月26日
2010年4月26日

特别提款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9.92
15.00
5.31
1.95
1.06
11.06
4.74
0.12
0.44
1.03
2.47
1.30
4.14

2009年9月2日
2010年1月22日
2010年3月8日

特别提款权
美元
美元

32.00
10.00
10.00

贷款协议
日本
加拿大
挪威央行
欧盟，其中：
       英国
       德意志联邦银行
       荷兰央行
       丹麦国民银行
       葡萄牙央行
       法国
       比利时国家银行
       马耳他中央银行
       斯洛伐克共和国
       捷克国民银行
       瑞典央行
       芬兰央行
       西班牙

200.3

  债券购买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
      巴西
      印度储备银行

100.0
10.0
4.6
85.7
15.5
22.2
7.8
2.9
1.6
16.7
6.4
0.2
0.6
1.4
3.3
1.7
5.5
69.9

贷款和债券购买协议总额

49.9
10.0
10.0
270.3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1  按协议生效日的汇率折算。

国、德意志联邦银行、荷兰央行、丹麦国民银行、葡
萄牙央行、法国、比利时国家银行、马耳他中央银
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国民银行、瑞典央行、芬
兰央行和西班牙（见表4.1）。
除双边贷款外，基金组织还可以在债券购买协议
下向成员国及其央行发行债券。2009年7月，执董会
批准了发行此类债券的相关框架。532010财年，基金
组织与中国人民银行、巴西和印度储备银行签署了债
券购买协议（见表4.1）。
截至2010财年底，基金组织依据双边贷款和债
券购买协议获得的可用资金达到1740亿特别提款权
（合2703亿美元），在2011财年，通过双边协议为基
金组织带来可供使用的补充性资金的工作仍在继续
（见表4.1）。即使是在未偿贷款和未提取承诺的水
平创下记录的背景下，截至2010年6月底，在双边协
议下扩大的借款能力也使得基金组织的未来承诺能力
（FCC）达到了1619亿特别提款权（合2394亿美元）

的历史峰值（见图4.1）。
2009年7月，基金组织开始提取通过各类协议借
入的可用资金。54在2010财年，基金组织通过双边贷
款和债券购买协议借入资金共计64亿特别提款权。

关于扩大新借款协议的建议
2009年11月，基金组织新借款安排的26个参与方
以及一些潜在的新参与方达成协议，同意扩大新借
款安排至最高6000亿美元并提高其灵活度。55随后，
2010年4月，执董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将新借款
安排扩大至3675亿特别提款权（折合5500亿美元），
并增加13个新参与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此次借
款安排扩充的重要出资方。56为了使扩大后的新借款
安排成为预防和管理危机的更有效的工具，目前逐笔
贷款的启动机制将被定期的一般启动机制所代替，
期限长短由启动计划的最高承诺水平确定，最长为6
个月，资金用于满足启动期内的普通资金账户融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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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被认为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家提供流动性额
度支持，因为这些国家的稳定有助于维护对全

求。为了让扩大的新借款安排开始启用，目前的新借
款安排参与方需批准对新借款安排决议的修正建议，
同意对信贷安排增资，新参与方需要告知基金组织其
对新借款安排的支持立场。很多目前和未来的参与方
都需要寻求国内的批准，包括立法机构的同意。根据
这个决议，在作出下一次新借款安排更新决议（2011
年年末）时，基金组织和参与方将审议第十四次份额
总检查对总体份额规模的影响以及其他事宜，并商议
可能的修改。

加强基金组织融资
全球危机的剧烈动荡和迅猛蔓延使得人们意识
到，有必要强化基金组织在预防危机、缓解冲击蔓延
方面的作用。2010年4月有关基金组织未来融资作用
的初步讨论便是执董会改革基金组织职责工作的一部

球金融体系核心部分的信心。通过遏止系统性
冲击的蔓延，这种机制对央行和其他机构的工
作将起到补充作用。
执董们总体上支持对灵活信贷额度设计的改进，
包括将购买权期限延长一倍（至1年）的建议。尽管
对提高资格可预测性的建议表示理解，但大多数执董
并不赞成设立一份符合灵活信贷额度资格国家的名
单，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现有的对申请进行评估办法中
所蕴含的灵活性。执董们还要求对退出战略作进一步
研究。
执董们表示可以考虑一些措施，以提高预防性工
具对那些未能满足灵活信贷额度资格国家的吸引力。
他们认为基金组织与地区金融安排的合作还有很大的
改进余地，并要求工作人员就贷款方案的可操作方面
提出建议。
执董会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讨论提出的问题作进
一步讨论，并在2010年年会前就灵活信贷额度的改进
和预防性信贷额度的设计向执董会提交具体的建议。
有关基金组织融资工具组合的进一步讨论在2011财年
进行。

非优惠（普通资金账户）融资
为了使基金组织能够满足成员国在危机时期的需
要并加强基金组织防范和化解危机的能力，执董会在
2009财年年底批准了对基金组织非优惠贷款框架的全
面改革。58（作为补充步骤，基金组织还在2010财年
完成了针对低收入成员国的优惠贷款工具的检查和改
进；见下节“优惠融资”。）基金组织非优惠贷款工
具和政策的所有方面，即现有的普通资金账户贷款工

57

具、贷款条件框架、贷款使用限额、期限、收费、

·改进灵活贷款额度（FCL）。灵活贷款额度将

附加费和其他费用，都得到了评估。批准的改革包

仍然专门提供给那些具有极好基本面和政策

括：改革针对所有借款者的贷款条件、设立灵活信贷

的国家。主要的改进建议有：将灵活信贷额

额度、增强基金组织传统的备用安排的灵活性、把非

度下购买权期限延长一倍，提高获得额度资

优惠资金的正常贷款限额提高一倍、简化贷款费用与

格的可预测性，以及取消对可用资金的隐性

期限结构，以及取消某些很少使用的贷款机制。改革

上限。

之后，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现在更能适合各国具体情

分。 会上得出的一些初步意见如下：

·建立预防性信贷额度（PCL）。目标定位为那

况，更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那些最紧迫的危机问题。对

些政策面较好但尚未达到灵活信贷额度资格

基金组织的所有融资，包括支持低收入国家的规划中

水平的国家。预防性信贷额度将适用简化的

的减贫与增长信托，不再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而代

事后贷款条件，主要是为了促进解决仍存在

之以对重要的宏观结构性改革进行更灵活的监测，因

的脆弱性。

为后者对于一国的经济恢复至关重要。
在此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执董会要求工作人员就

·开发新机制。这一机制将确保基金组织能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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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哥伦比亚波哥大，巴士乘客正在下车。右图：在墨西哥城，工人们正在地下隧道维修排水管道系统。
B[\jGXjj\e^\ij[`j\dYXib]ifdYlj\j`e9f^fk}#:fcfdY`X%H_]^jNfib\iji\gX`ik_\le[\i^ifle[[\\g[iX`eX^\klee\cjpjk\d`eD\o`Zf:`kp%

解决普通资金账户安排下的“中断期”问题准备一份
报告，59这对于预防性安排尤其有重要意义，因为这
些安排能否发挥预防危机和增强信心的作用，取决于
`dgc`ZXk`fejgXik`ZlcXicp`ei\^Xi[kfgi\ZXlk`feXipXiiXe^\$
在需要时确保可以获得该安排下的资金。
d\ekj# ^`m\e k_Xk k_\ Zi`j`j gi\m\ek`fe Xe[ Zfe]`[\eZ\$
执董会在2009年10月批准了“延长购买权” 的
\e_XeZ`e^ ifc\ f] k_\j\ XiiXe^\d\ekj60[\g\e[j fe jkife^
框架，旨在解决“中断期”问题。
该框架向成员国
XjjliXeZ\j k_Xk i\jfliZ\j le[\i k_\ XiiXe^\d\ekj
n`cc Y\
XmX`cXYc\`]e\\[\[%
提供安排下持续的贷款使用权利，期限最长至测试日
后45天，成员国不一定要达到为该测试日确定的定期
K_\9fXi[Xggifm\[XeÈ<ok\e[\[I`^_kjkfGliZ_Xj\É]iXd\$
实绩标准。成员国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方可获此资
nfib `e FZkfY\i )''0 X`d\[ Xk X[[i\jj`e^ k_\ gifYc\dj
格，包括在测试日之前达到所有定期实绩标准（或获
Zi\Xk\[YpYcXZbflkg\i`f[j%-'K_\]iXd\nfibgifm`[\jd\d$
Y\ijn`k_Zfek`el\[XZZ\jjle[\iXeXiiXe^\d\ek]filgkf
得豁免），并且满足该安排的所有其他要求。

+, [Xpj X]k\i X k\jk [Xk\# n`k_flk e\Z\jjXi`cp _Xm`e^ kf
[\dfejkiXk\ fYj\imXeZ\ f] g\i`f[`Z g\i]fidXeZ\ Zi`k\i`X
优惠融资
jg\Z`Ô\[]fik_Xkk\jk[Xk\%K_\d\dY\idljkd\\kXeldY\i
f]Zfe[`k`fejkfhlXc`]p#`eZcl[`e^_Xm`e^d\kfifYkX`e\[X
nX`m\i]fi Xccg\i`f[`Zg\i]fidXeZ\Zi`k\i`XXjf]k_\gi\Z\[$
对优惠融资工具的修改
`e^ k\jk [Xk\ Xe[ Y\`e^ Zlii\ek fe Xcc fk_\i i\hl`i\d\ekj
2008年以及2009年上半年，低收入国家首先遇到
le[\ik_\XiiXe^\d\ek%

广泛的修改建议，从根本上革新了这些工具的结构
和金融条件（见专栏4.2）。61执董会通过决议建立的
“减贫与增长信托”代替并拓展了原先的“减贫与增
Ôijk _Xc] f] )''0 `k `eZi\Xj\[ jlYjkXek`Xccp `kj Xjj`jkXeZ\ kf
长贷款—外生冲击贷款信托”。对该信托工具的修改
cfn$`eZfd\Zfleki`\j#n_`c\dXb`e^k_\Zfe[`k`feXc`kpXkkXZ_\[
于2010年1月得到了减贫与增长贷款—外生冲击贷款
kfk_\j\cfXejdfi\Õ\o`Yc\Xe[jki\Xdc`e\[%

信托的贷款账户贷款方以及补贴账户捐款方的同意，

9l`c[`e^fek_\j\d\Xjli\j#`eAlcp)''0#k_\<o\Zlk`m\9fXi[
随即生效。
Xggifm\[n`[\$iXe^`e^df[`ÔZXk`fejkflg^iX[\k_\@D=ËjZfe$
执董们强调，这次改革创设的三个新贷款工
Z\jj`feXcÔeXeZ`e^]XZ`c`k`\j]ficfn$`eZfd\Zfleki`\j#]le[Xd\e$
kXccpi\]fid`e^k_\jkilZkli\Xe[ÔeXeZ`Xck\idjf]k_\j\]XZ`c`k`\j
具，中期信贷、备用信贷和快速信贷，其目的都是
j\\ 9fo +%) %-( K_\ [\Z`j`fe X[fgk\[ Yp k_\ <o\Zlk`m\ 9fXi[
为了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并
\jkXYc`j_\[XGfm\ikpI\[lZk`feXe[>ifnk_Kiljk#i\gcXZ`e^Xe[
\ogXe[`e^k_\\o`jk`e^Gfm\ikpI\[lZk`feXe[>ifnk_=XZ`c`kpÇ
对持久有力的减贫和增长有助益的宏观经济状态，
<of^\eflj J_fZbj =XZ`c`kp Kiljk% K_\ Z_Xe^\j kf k_\ KiljkËj
他们还表示，基金组织支持规划之核心在于这些国
]XZ`c`k`\jkffb\]]\Zk`eAXelXip)'('#feZ\Xccc\e[\ijkfk_\CfXe
家的自我减贫能力和增长战略。执董们欢迎基金组
8ZZflekXe[Zfeki`Ylkfijkfk_\JlYj`[p8ZZflekjf]k_\GI>=$
<J=Kiljk_X[Zfej\ek\[kfk_\d%
织向低收入国家贷款中赠予部分的增加（包括为了

`ek\ieXk`feXcZfej\ejlj#i\Õ\Zk\[`eZXccj]ifd`kjcfn$`eZfd\
Zflekipd\dY\ijXe[]ifdk_\>$)'_\X[jf]jkXk\#]fijn`]k
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2009年7月，为改进基金
gfc`ZpXZk`fekfd\\kk_\e\\[jf]k_\[\m\cfg`e^nfic[%@ek_\

帮助他们抵御危机提供的临时利息减免），支持定
<o\Zlk`m\;`i\Zkfijle[\ijZfi\[k_XkXcck_i\\f]k_\e\n]XZ`c`k`\j
Zi\Xk\[le[\ik_\i\]fidÇk_\<ok\e[\[:i\[`k=XZ`c`kp#k_\JkXe[Yp
期检查适用利率，以减少世界利率变动时优惠条件
:i\[`k=XZ`c`kp#Xe[k_\IXg`[:i\[`k=XZ`c`kpÇX`dkfXjj`jkcfn$`eZfd\
和补贴费用的波动。
Zfleki`\j `e XZ_`\m`e^ jkXYc\ Xe[ jljkX`eXYc\ dXZif\Zfefd`Z
执董们强调了迅速调动额外贷款资金的必要性，
gfj`k`fejZfej`jk\ekn`k_jkife^Xe[[liXYc\gfm\ikpi\[lZk`feXe[
^ifnk_
Xe[ jki\jj\[ k_\ Z\ekiXc`kp f] Zfleki`\jË fne gfm\ikp
并呼吁现有和潜在的贷款方能够提供额外的资金贡
i\[lZk`feXe[^ifnk_jkiXk\^`\j`e=le[$jlggfik\[gif^iXdj%K_\p
献。执董们同意，考虑到这些额外的贷款资金，应将
n\cZfd\[k_\`eZi\Xj\[^iXek\c\d\ekf]=le[c\e[`e^kfcfn$
`eZfd\Zfleki`\j#`eZcl[`e^k\dgfiXip`ek\i\jki\c`\]kf_\cgk_\d
现有的减贫与增长信托200亿特别提款权的借款限额
Zfg\n`k_k_\^cfYXcZi`j`j#Xe[jlggfik\[g\i`f[`Zi\m`\njf]k_\
提升至300亿特别提款权，贷款承诺和支用期应该分
Xggc`ZXYc\`ek\i\jkiXk\jkfc`d`kÕlZklXk`fej`eZfeZ\jj`feXc`kpXe[
别延长至2015年末和2018年末。大多数执董支持获得
jlYj`[pZfjkjn_\enfic[`ek\i\jkiXk\jZ_Xe^\%

组织针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融资工具，执董会批准了

15亿特别提款权（2008年末净现值）用作额外补贴资

了食品和燃料价格疯涨的冲击，后来又遭受了金融危
:feZ\jj`feXcÔeXeZ`e^
机的打击。低收入成员国以及20国集团首脑的呼声体
现了愈见强烈的国际共识，即通过迅速的政策行动满
CeZ_ÓYWj_edijeYedY[ii_edWbÓdWdY_d]\WY_b_j_[i
足发展中世界的要求，对此，基金组织积极响应。在

@e)''/Xe[k_\Ôijk_Xc]f])''0#cfn$`eZfd\Zfleki`\jn\i\

2009年上半年，基金组织显著地提高了其对低收入国
_`kÔijkYpj_Xig`eZi\Xj\j`ek_\gi`Z\jf]]ff[Xe[]l\c#Xe[k_\e

Ypk_\^cfYXcÔeXeZ`XcZi`j`j%K_\@D=i\jgfe[\[kfk_\^ifn`e^
家的援助，同时努力使这些贷款的附加条件更为灵活

和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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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2
2009年优惠贷款改革的主要内容
·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资金援助，在2009
年和2010年每年达到40亿美元（2008年为12
亿美元）。到2014年，基金组织的优惠贷款
总额可以达到170亿美元。
· 将基金组织的贷款限额提高一倍，此限额规
则适用于所有贷款工具。同时，还出台新政
策，促进将优惠资金和普通资金账户资金混
合使用的安排，这些改革降低了低收入国家
对纯粹的非优惠融资的需求。
· 在基金组织新设的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范围
内，提高低收入国家贷款工具结构的有效
性，以使基金组织的优惠贷款工具更灵活，
更适合低收入国家不断提高的多元性。贷款
工具的新结构包括：
·中期信贷（ECF），代替了减贫与增长贷
款，基金组织可以运用此工具，向那些
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的国家提供持续的
规划参与和融资支持；
·备用信贷（SCF），与新兴市场广泛使用
的备用安排类似，基金组织可以运用此
工具，向那些因各类原因出现短期或阶
段性融资需求的低收入国家，给予金融
援助和政策支持，这一工具也可用作预

金的一揽子融资建议。大多数执董还赞成，补贴融
62

防目的；以及
·快速信贷（RCF），向面临紧急融资需要
（包括紧急情况救助，如自然灾害或冲突
后的支援）的低收入国家提供有限的贷
款，这种工具的附加条件较少，尤其符合
这类融资需求的暂时性特征，也适合一些
政策执行能力受限的情况。
·进一步简化贷款条件，使结构性改革目标的
确定更为灵活。
·定期审查优惠贷款的利率，以减少世界利率
变化造成的优惠条件和补贴费用的波动。鉴
于全球危机造成的特别严重的经济紊乱，基
金组织特别减免了低收入国家未偿优惠贷款
的利息支付，减免期至2011年底——即，在
这一阶段，该类型贷款的利率为零。
· 扩充优惠融资的资金，通过在之前框架下的
双边捐助，获得90亿特别提款权（再加上20
亿特别提款权贷款资金，用作覆盖减贫与增
长信托贷款方兑现权的审慎余额）的额外贷
款资金，通过动用基金组织内部资金（包括
与黄金出售有关的资金）以及双边捐助，
获得15亿特别提款权（按2008年底净现值计
算）的新补贴资金。

将分别向减贫与增长信托提供资金，这进一步扩充了

资策略应包括利用出售黄金所得的意外利润； 如果

基金组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的资金。 63中国

实现的意外利润不足以获得所需资金，则差额由黄金

和挪威政府也在2010财年承诺向减贫与增长信托提供

专项基金的投资收入补足。执董们认为，运用与黄金

资金，正式的协议书在2011财年年初签署（或即将签

出售有关的资金来满足补贴融资需要的议定策略，将

署）。基金组织正在继续努力，以获得更多减贫与增

对执董会在未来黄金出售结束后作出的决定有指导作

长信托资金。

用。他们强调，基金组织低收入国家贷款工具以及相

2010年3月，执董会同意了关于促进优惠贷款资

关的融资框架的改革可行性有赖于上述与黄金出售有

金利用的改革，改革尤其针对那些希望用特别提款权

关的资金的运用策略能否成功实施。

提供贷款资金（之前是不允许的）的贷款方。此项改

2010年2月和3月，根据基金组织签署的一系列借
款协议，西班牙央行、丹麦国民银行和加拿大政府

革生效后，减贫与增长信托将获准发行债券并建立优
惠贷款的兑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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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审查
继2010年7月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贷款工具进
行广泛改革，并作为基金组织确保其政策和工具符合
成员国（特别是低收入成员国）需求的努力的一部
分，执董会于8月对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开展工
作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DSF）的若干内
容进行了检查。64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设立于2005年，
最近一次审查是在2006年，该框架有如下几个目标：
（1）指导低收入国家的借款决策和贷款方的贷款决
策，并与各国发展目标和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进展保
持协调；（2）改善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债务问题
上的评估和政策建议水平；以及（3）及早发现潜在
问题，从而能采取预防性措施。8月的这次审查，是

国家结束了减贫与增长信托的使用资格，该决定自
2010年4月开始生效。
执董们就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的进入和退出门槛
表达了一系列意见；同时，他们认识到这其中存在的
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需保持必要的协调。一方面，
降低退出标准将使成员国更早地脱离对稀缺优惠融资
的依赖。另一方面，过早退出又会给这些成员国的金
融稳定带来过多的风险。执董们注意到了该框架下市
场准入标准和脆弱性评估所固有的判断因素，因此强
调了统一、客观公正地运用该框架的重要性，但承认
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是合适的。执董们对资格认定工作
与国际开发协会（IDA）工作的密切关联（开发协会
项目资格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仍将是减贫与增长信托的

去年3月执董会有关转变低收入国家融资模式的讨论
发起的，65审查重点分析提高该框架灵活性的办法。
全球危机爆发后，人们担心该框架过度限制了低收入
国家的借款能力，并且太过顺周期性，本次审查的
目的之一即是寻求解决这一担忧的办法。（见专栏
4.3，修订后框架的重要内容）66
执董会基于一系列可选方案和强化的分析依据，
批准了经修订的有关基金组织安排中外债实绩标准的
指导方针。67修订后的指导方针将成员国的债务脆弱
性以及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管理能力纳入考量范围，
并运用指导方针中列明的方法对其进行评估。成员国
需满足的条件不会比前一版本指导方针所规定的要
求更为严格，并且在所有情形下，条件的灵活性都大
大提高（除非成员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已成为严重关注
的问题，并且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很差）。
执董们敦促工作人员对可能出现的用优惠程度低的贷
款取代优惠程度高的贷款的做法保持警惕。执董会就
政策操作方式向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建议，涉及能力
评估、规划文件透明度以及政策变动的公共信息传达
等，这些建议都在给世行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指导
说明中得到了合适的体现。68

资格国家）表示欢迎。在现有的减贫与增长信托使用
资格评估中，对海岛小国作例外处理，执董们支持将
这一处理办法推广至所有小国，以确保所有具有类似
脆弱性水平的成员国受到公平对待；对于优惠融资和
普通资金账户融资混合使用规则的修订建议，执董们
也持赞同意见。

优惠融资资格框架的修订
2010年1月，执董会批准了有关获取基金组织减
贫与增长信托优惠金融资源的成员国资格的新框架
（见专栏4.4），从而结束了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
优惠融资工具的全面改革。新框架保留了那些最需
要帮助的成员国获得基金组织优惠融资的资格，同
时通过设立进入和退出的透明标准，确保对所有成
员国一视同仁。 69 按照新框架，阿尔巴尼亚、安哥
拉、阿塞拜疆、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六个

政策支持工具审查
政策支持工具（PSI）设立于2005年10月，基金
组织可以运用这一工具支持那些尚不需要基金组织金
融救助的低收入国家。70自2005年以来，基金组织批
准授予6个非洲成员国的7项政策支持工具（见网络版
表4.1）。
执董会在2009年7月结束了对基金组织政策支持
工具使用情况的审查（自设立以来，这是首次）。71
执董们大体上同意工作人员的判断，认为政策支持工
具总体上实现了其目标和预期。72工作人员的评估指
出，政策支持工具使用国的经济表现总体而言不差于
或好于低收入国家中的其他参照组，执董们表示已经
注意到了这一点。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成员国认为，
在暂时不需要基金组织融资的情况下，政策支持工具
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执董们对此结果备感安心。执董
们注意到，调查意见中对政策支持工具的信号作用的
反馈较其他方面逊色一些。总的来说，执董会认为目
前尚无修改政策支持工具的紧迫需要。

加强基金组织监督工作
2010年4月，执董会对如何改革基金组织监督
职责和模式以及如何强化金融部门监督工作进行
了讨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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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3
修订后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的重要内容
·对于公共投资对增长的影响，予以更大的认
可。执董会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对投资—增
长两者联系的分析必须针对各国具体情况而
开展，还应使用广泛的指标并在适当情况下
辅之以基于模型的分析方法。
· 在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中应更明确地纳入对工
人汇款的考虑。执董会充分认识到了近年来
低收入国家中工人汇款作为外部融资来源的
重要作用，并一致认为，在进行风险评级时
应考虑到汇款的规模，运用更大的灵活性。

· 更灵活地处理国有企业外债。大多数执董
赞同将国有企业外债从债务可持续性分析
（DSA）中排除出去，因为这类债务对政府
财政风险的贡献度有限，并且无须政府担
保。
· 简化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大多数执董支持对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要求进行简化：每三年
进行一次全面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期间进
行简化的年度更新，除非在此阶段债务形势
和有关规划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

专栏4.4
修订后的优惠资金使用资格标准
执董会批准的这个框架为进入和退出基金组织

为执董会作出相关决议后3个月，并不影响现有的

优惠资金获取资格国家名单设立了不同标准。年人

基金组织优惠性支持和正在进行中的新融资申请谈
判。此外，与基金组织达成安排协议的国家在该安
排整个存续期间仍然享有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基
金组织支持的规划结束时这些国家从资格名单中的
退出并不影响未偿还优惠及补贴信贷的条件。一国
使用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格每两年审查一次。
为了确保所有具有类似脆弱性水平的成员国受
到公平对待，新框架将现有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评
估中对海岛小国的例外处理推广至所有小国（人口
少于100万），对人均收入的标准要求更为宽松。
为确保与资格认定新框架的一致性，对于优惠融
资和普通资金账户融资的混合使用的政策也作了
修订。

均收入低于一定门槛（与世界银行确定国际开发协
会资金资格的门槛值一样）、并且无法从国际金融
市场长期获得大量资金的国家享有获取优惠融资的
资格。符合下列条件的国家将从减贫与增长信托资
格名单中退出：
（a）持续具有较高收入水平（超过国际开发
协会设立的人均收入门槛值的两倍），或者能
够从国际金融市场持续获得大量资金；以及
（b）近期没有人均收入剧烈下降、无法使用
国际金融市场、和/或债务脆弱性等严重风险。
从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名单中退出的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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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边监督工作，大多数执董支持（或支持试
点）为一些政策或经济状况对整个体系可能具有显著

对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审查

影响的国家编制有关外部溢出效应的报告，以作为对

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下的评估工作为基金组织第四
条磋商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74本次危机也凸显了

基金组织第四条磋商报告的补充（见第三章的“双边

基金组织这两部分工作彼此进一步密切契合的必要

监督”部分）。然而，许多执董也指出，这样的分析

性。2009年9月，执董会对基金组织金融部门评估规

以及其他跨国问题，都可以适当地整合至现有的产品

划过去10年的工作进行了审查，在10年评估规划工作

中（例如第四条磋商报告、《地区经济展望》，或者

以及危机期间的经验教训吸取的基础上，同意进一步

重新编排、缩短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

加强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将金融部门分析更好地整合

定报告》），或者整合至全新的、缩短的、涵盖现有

至监督工作的行动步骤（见专栏4.5）。75执董们一致

工作与有关溢出效应的新倡议的合并报告中。许多执

认同，扩大国家覆盖面、提高评估的针对性和频率

董支持或考虑支持，就具体的有系统性影响的议题，

（尤其是对金融稳定性的评估），能改善金融部门评

根据需要开展多边磋商，以促进合作和集体行动。许

估规划的效果，执董们还总体上同意有关提高评估工

多执董还认为，通过多边监督决议明确基金组织充当

作灵活性、回应性和分析严谨性的改革建议。

的角色，并为政策制定者的参与提供框架是有益的。

执董们还一致认为，模块式评估以及增强的非现

在双边监督领域，许多执董认为，主题性多国报

场监测，将为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注入急需的灵活性，
从而使得评估工作更好地配合各国的需要和工作重
点。执董们支持在初始的综合评估之后，对《标准与
准则遵守情况报告》（ROSC）进行基于风险的部分
更新。执董们还支持将标准化风险评估矩阵引入金融
部门评估规划工作，这有助于识别那些威胁金融部门
稳定性的因素，并能够估计其概率以及对宏观金融稳
定性的影响。执董们强调了扩大跨境问题覆盖面的重
要性，并支持进一步开展工作，制定发现宏观金融联
系并评估风险的综合分析框架。至于金融部门评估对
低收入国家的覆盖问题，执董们感到应该将注意力更
多地放在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和
经济体应对冲击能力的影响上。

告对于深化对跨国联系的理解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执
董们强调，确保监督工作在合理的时间框架下执行是
非常重要的。
至于通过金融部门监督提高风险评估能力这一议
题，大多数执董支持基金组织通过全球金融网络获得
必要数据，评估溢出效应及其对宏观金融稳定性的影
响。大多数执董认同，在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现有模
式基础上，基金组织应该更定期地获取有关单个金融
机构的数据，并深化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的联系。
对于提高金融部门监督影响力这一问题，大多数
执董支持或认可工作人员的建议，即将金融部门评估
规划的稳定性模块作为那些其金融体系具有系统重要
性的成员国的监督工作的一个法定内容。执董们强调

与其他国际机构开展工作及有关倡议

了基金组织在清晰界定职责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机

虽然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地区性开发银行、世
贸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等其他组织有长期的合作历史，76
但危机时期的工作使得基金组织与各类其他组织和机
构也建立了协作关系，尤其是20国集团和金融稳定委
员会；危机还推动基金组织参与一些具有广泛基础的
倡议，例如欧洲银行协调倡议等。
危机一开始，20国集团领导人就呼吁基金组织，
独自或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担负起一系列任务，
以确保走出危机的路途能够顺利、平稳，更为重要
地，是要保持这个路径方向的正确。危机初期，20国
集团委派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合作研究早期预
警演习（见第三章“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和应对危机

构（尤其是金融稳定委员会）联系的重要意义。基于
基金组织本身在标准执行方面的评估职责，以及这些
标准对于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执董们对于探索途
径，增强基金组织与金融部门标准制定机构的联系，
总体上持开放态度。
各类建议可能造成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出于对此
的担忧，有人提出，可以在试点基础上推行一些观
点，以此积累经验，从而更精确地衡量其对资金的影
响。执董们提出告诫，新的行动倡议的执行不能以牺
牲双边监督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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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5
对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修订
根据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优
缺点，2009年9月，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其进行了
修改。虽然规划的主要内容没有变化（参与自愿，
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评估由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合作完成），但还是引入了一系列新特点：
·强化了评估工作的客观性和透明度，方法是
引入风险评估矩阵；
·改善分析工具组合，从而更好地识别整
个经济与金融部门的联系，覆盖各类不
同的风险来源；

的政策重点”部分以及专栏3.3）。后来，20国集团
又要求基金组织提出有效建议，确保金融部门承担维
护它们生存的成本（见第三章“金融部门征税工作”
部分）。当然，基金组织也是20国集团相互评估过程
的主要参与方之一（仍见“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和应
对危机的政策重点”）。
危机期间的工作还使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委员会
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发展。正如上文所述，基金组织与
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起负责制定和执行早期预警演习，
这项工作部分地是从基金组织现有的脆弱性分析演化
而来。此外，基金组织还与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巴塞
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开展合作，针对巴塞尔委员会关于
加强全球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之建议，评估其执行对宏
观经济的影响。2010财年，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委员
会以及国际清算银行联合拟定了一份提交20国集团的
报告，就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系统重要性评估提
出指导意见，并指出危机期间暴露出来的信息和数据
缺陷及其解决办法。
基金组织还参加了一些在危机期间创立或由于危
机而愈见活跃的小组和倡议。第三章重点介绍了基金
组织担任经济与金融统计机构间小组主席时的工作，
具体而言就是与“主要全球指标”网站（负责向20国

·运用更富灵活性的模块式评估，以满足各国
具体需要；
· 加强跨国角度分析；以及
· 提高标准评估的针对性。
这些新特点提高了评估工作的频率、针对性和
跨国可比性，从而将有助于把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
成果整合至基金组织的双边监督工作中去。对金融
部门评估规划设计的再思考目前正在有关基金组织
职责的更广泛讨论的背景下进行。

集团提供经济与金融数据）有关的工作。基金组织小
组合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就是对欧洲银行协调倡
议（非正式场合下，它也被称为“维也纳倡议”）的
参与。77对于可能由危机造成的新兴欧洲资本外流，
缺乏一个协调应对措施的框架，为此，基金组织与其
他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
及欧盟委员会），发起了一系列会议（首次会议是在
2009年1月）。在这些会议上，在新兴欧洲市场表现
活跃的商业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来自母国和东道
国的政策制定者进行商议，讨论确保这些银行维持在
该地区业务的必要措施以及，更具体地，确保在那些
需要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国际收支协助的国家维持业务
的措施。该倡议在稳定局面和纾缓市场预期方面发挥
了显著的作用，并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实现了
对话。同样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从而
在私人市场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而这对于有关
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有益的。
基金组织通过其在欧洲的代表处，积极地与设在
欧洲的机构（包括经合组织和欧盟）进行合作，已经
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合作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最近又制
定了针对希腊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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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管理与组织结构
向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2009年4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要求就基金
组织的治理工作提交报告，应此要求，执董会在当
年7月举行会议，基于若干报告（其中包括来自由
Trevor Manuel担任主席的知名人士委员会以及独立评
估办公室的报告），以及与民间社会的磋商，就主要
治理问题和可选改革方案进行了最初的讨论（见专栏
4.6）。 78当年9月，执董会再次举行会议，审议向国
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交报告的草案，该草案根据最
初讨论确定的总体指导方针，就可立即采取的行动提
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指出了进一步工作的领域。执
董会在2009年10月伊斯坦布尔年会即将开幕之前呈递
了其《就基金组织治理改革提交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
会的报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这次年会上强

调了治理改革对于基金组织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性
（见网页表格4.2）。79  
在执董会的初步讨论中，执董们考虑了五个核心
问题：份额比重调整；高级别参与；执董会有效决策
和代表性；公开遴选基金组织管理层（以及更广泛地
促进工作人员的多元化）；和更新基金组织的职责。
2009年10月提交至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报告正是
在这五个方面作出评估和建议。执董们一致认为，向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应当陈述实现部长
和行长高层次参与（类似于当前全球危机的事件）的
明确步骤——例如把流于形式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
员会会议转变为更为不固定的、更互动的形式；采
取更具包容性的领导模式（如20国集团的三驾马车制
度）；完善公报起草过程；以及纳入问责机制。
总裁认为，强有力的执董会对基金组织十分重
要，执董们对此表示认同，并强调了通过改革工作方
法，提高对战略问题的关注，从而加强执董会作用的
重要意义。除其他外，这可能包括更好地利用执董会

专栏4.6
第四支柱：吸引民间社会参与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2008年9月，总裁提出了扩大基金组织治理改
革贡献方的建议，这是对民间社会组织（CSO）要
求在此过程中具有话语权的呼吁的回应。1吸纳民间
社会为治理改革过程的“第四支柱”，是为了对前
三大支柱的工作予以补充。这三个支柱是：基金组
织独立评估办公室、基金组织执董会机构治理工作
组、关于基金组织治理改革的知名人士委员会。
第四支柱磋商包括一系列活动，为期5个月，
参与的民间社会代表、智库分析家和学者来自约50
个国家，将近200人。总部在华盛顿特区的民间社会
组织——全球金融新规则联盟负责协调这一磋商进
程，磋商还设立了一个外部网站，方便民间社会组
织交流观点，发表意见。2此外，还在11个国家组织
了由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参加的6次视频
会议。32009年7月，民间社会组织还与基金组织负责
起草执董会治理改革报告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
2009年9月，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在基金组织总
部与执董们举行了非正式的学术研讨会，提出了有

关治理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最后都被收入最终的
“第四支柱报告”。42009年年会期间，在与民间社
会组织举行的会议上，将报告正式提交给总裁。5
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第四支柱磋商是基金组织
目前进行中的与非官方利益攸关方的接触的重要部
分，这些利益攸关方的非正式贡献对于形成基金组
织政策讨论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1 关于第四支柱措施过程的更多信息，见基金组织与民间社会主
页，2009年9月23日，“加强民间社会对基金组织治理改革的参与”(www.
imf.org/external/np/exr/cs/news/2009/CSO91.htm)。
2 “第四支柱：基金组织就治理改革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磋商”
(http://thefourthpillar.ning.com/)。
3 这些国家是：阿根廷、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墨西哥、秘鲁、南非和乌拉圭。
4 “民间社会（第四支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基金组织治理
改革的磋商的报告”可以在“全球金融新规则”网站上查阅 (www.newrules.org/fourth_pillar.htm)。在同样网址还可以找到法语与西班牙语的译
本。
5 见基金组织与民间社会主页，2009年10月14日，“基金组织治理改
革：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最新消息”(www.imf.org/external/np/exr/cs/news/2009/
CSO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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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员会、时效终止后自动生效程序、执董会工作组
关于治理改革报告的类似建议，以及对执董会从事监
督行为的替代程序的思考。但是，执董们强烈反对重
新划分责任的建议——例如将监督功能下放给管理层
的建议，对此，执董们认为充分的同行评议是至关重
要的。在投票规则方面，执董们强调，尽可能通过协
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做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执董会打算就管理层遴选程序的修改得出最后意
见。执董会意识到，经过修订的遴选框架可以在何种
程度上达到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要求，即成功地
切实建立一个公开、任人唯贤和透明的程序，将取决
于基金组织成员国是否愿意充分利用这个框架。在承
认就如此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存在挑战的同时，许多执

束，理事会没有提出增加份额的建议；第十四次份额
总检查将加速进行并于2011年1月之前结束（见本章
后文“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部分），相关讨论已经
开始。

董赞同在更新基金组织职责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因为
职责问题决定着成员国行使其发言权和投票权的有关
事务和方法，从而影响到治理问题。

该改革方案的特别份额增资。此外，已有70个（所需

治理改革的后续工作
在向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执董
会又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治理问题的后续讨论。2010年
3月执董会举行了启动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的初步会
谈，4月，执董会就与第十四次总检查有关的基金组
织规模问题进行讨论（见本章“重新评估基金组织的
职责”部分）。执董会还在3月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议围绕两个话题：改革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程序以
提高其协商的有效性；以及执董会全部由选举产生的
问题。执董会在4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执董会议，
讨论了管理层公开遴选程序制定问题；在同月的另一
次会议上，讨论了一份提交给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的治理改革简明进度报告。这份名为《提交国际货币
与金融委员会的进度报告：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的
报告在春季会议的时候正式提交。80

2008年4月特别份额改革的情况
最近的这次份额改革是由理事会于2008年4月批
准的，目标是提高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的投票权比
例，增加低收入国家的发言权。根据此项特别份额改
革，将增加54个成员国的份额，对《基金组织协定》
进行修订以使基本票数量增加到原先的三倍，并设立
机制保持基本票在总票数中所占比重。截至2010年4
月30日，54个有增资资格的国家中，35个已经同意了
成员国数量为112个）成员国同意了对《基金组织协
定》的修订建议，占总投票权的72.9（所需投票权为
85%）。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2010年4月的公报中
敦促成员国立即批准至今尚处于待定状态的2008年份
额和发言权改革。81

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
进一步的份额改革工作正在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
的背景下进行。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将于2011年1月
前结束，比原先的时间计划提早两年。国际货币与金
融委员会在2009年10月的公报中表示，支持在现有份
额公式基础上开展工作，将至少5%的份额从代表性过
高的国家转向代表性不足的国家，提高具有活力的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还承诺将保护最贫穷国家的投票权比重。82  
执董们在2010年3月举行会议，就与第十四次总
检查有关的份额比重调整进行了初步讨论。4月，执
董会还就基金组织规模问题进行了几次初步讨论（见
本章前文“为21世纪提供融资”部分），这也和份额

份额与发言权
份额认缴（见网页专栏4.3）是基金组织资金的
主要来源。基金组织理事会定期（至少每五年一次）
进行份额总检查，基金组织可以根据成员国的融资需
求以及基金组织本身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对份额的
充足性进行评估，并调整成员国的份额，以反映它们
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从而使国际金融体
系决策机制随着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结构而演进。最
近一次总检查，即第十三次总检查，于2008年1月结

调整问题有关联。

成员国
2009年6月，科索沃共和国接受了基金组织的成
员国邀请，成为了基金组织的第186个成员国。832009
财年图瓦卢申请成为基金组织成员国，对此，理事
会于2010财年通过了接纳图瓦卢成为成员国的决议。
（图瓦卢随后于2010年6月成为基金组织第187个成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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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组织结构和问责制
2010财年，基金组织继续实施2008年批准的内部改革。基金
组织账户的收入和支出方面的改革工作不断推进。2008年改革提出
的出售基金组织黄金的建议得到了执董会的批准并付诸实施，此举
旨在确保基金组织转向新的收入模式并为优惠贷款补充资金。在支
出方面，基金组织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使中期预算符合修订后
的、涉及永久性削减支出和工作人员人数的目标。  
在人事方面，总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变化，包括新任副总裁筱原
尚之和总裁特别顾问朱民的上任，为管理团队带来了新面孔。4月举
办了一场纪念活动，追忆了基金组织奠基人和历史塑造者雅克 • 波拉
克的生平和贡献。
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的重要改革延续了基金组织十年来在提高
其活动的开放性方面的进展，同时，如同其许多其他工作一样，作
为对危机需求的回应，基金组织的对外推介活动也得到了扩大和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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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收入
出售黄金，支持新的收入模式
2008年执董会批准的基金组织新收入模式的一个
核心内容，就是使用出售部分基金组织黄金所得的利
润建立一个基金（见本章后边的“收入、收费、酬
金和负担分摊”）。2009年7月，执董会同意，出售
黄金所获收益中的有限部分还将用来增加基金组织对
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资金，在随后的9月，执董会
批准了严格有限地出售基金组织的黄金储备（403.3
吨，占总持有量的八分之一；见网络版专栏5.1），
操作时将采用避免扰乱黄金市场的方法 84并遵守执董
会2008年2月通过的指导原则。按照所批准的方式，
基金组织将利用场外交易向官方部门的持有者（如
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然后，在必要时分阶段地在
市场上出售。85随后，在2009年10月和11月，三家中
央银行购买了共计212吨的黄金：印度储备银行（200
吨）、毛里求斯银行（2吨）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
（10吨）。86虽然这些黄金是通过场外交易出售给官
方持有者的，但出售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的。   
至于其余待售的191.3吨，基金组织在2010年2月中
旬宣布，它将不久开始在市场出售黄金，87并将遵守避
免扰乱黄金市场这个重要原则，在一段时期内分阶段进
行。启动市场出售并不排除进一步通过场外交易将黄金
直接出售给感兴趣的中央银行或其他官方持有者的可能
性，此举将减少需要投放到市场的黄金数量。
截至2010年4月30日，批准出售的403.3吨黄金已
售出62.1%。

2009年9月批准）、扩大基金组织投资授权以提高
投资回报、并恢复成员国补偿基金组织减贫与增长
信托管理费用的做法，使基金组织的收入来源多样
化。
扩大投资授权将需要修订《基金组织协定》，基
金组织成员国正在考虑这些拟议的修订。截至2010年
4月30日，尚未达到修订生效所需的拥有85%总投票权
的112个成员国同意的门槛；拥有74%总投票权的 67
个成员国已经表示同意。

收费
贷款活动和投资仍是基金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
基金组织融资的基本收费率（利率）是在每个财年开
始时确定的，为特别提款权利率加上以基点表示的
利差。88执董会同意在2011财年将收费率利差保持在
2010财年水平，为100个基点。这个决定与新的收入
模式相一致，其所依据的原则是，利差应可支付基金
组织的中介费用和储备积累，并与资本市场利率保持
基本一致。这个做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持收费率
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在2009年3月批准的新的收费和期限框架下，基
金组织对在信贷档89和中期安排下使用大额信贷（成
员国份额的300%以上）征收以规模为基础的200个基
点的附加费。对于使用超过36个月尚未偿还的大额信
贷（门槛同上），基金组织还征收以时间为基础的
100个基点的附加费。
除了按期的收费和附加费，基金组织还征收服务
费、承诺费和特别费。对从普通资金账户拨出的每笔
资金征收0.5%的服务费。对于普通资金账户安排（如
备用安排以及中期和灵活信贷额度安排）下每12个月

收入、收费、酬金和负担分摊

期间可以提用的数额，收取可退还的承诺费。在收取
承诺费时，对于不超过份额200%的承诺额按照15个基

收入

点征收，对于超过份额200%但不超过1000%的承诺额

自成立以来，基金组织高度依赖贷款活动为其行政
开支提供资金。理事会于2008年5月批准了基金组织
收入模式改革，通过用有限出售基金组织所持黄金
的所得利润设立一项基金（如前所述，执董会已于

按照30个基点征收，对于超过份额1000%的承诺额则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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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利息收取特别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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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
在支出方面，基金组织就成员国在普通资金账户
的债权头寸（称为储备档头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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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的酬金率定为特别提款权利率，同时也是基金组织
借款的利率。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的一
部分（见第四章“确保基金组织工作所需资金的充
足”），执董会于2009年同意通过借款增强基金组织
的融资能力。截至2010年4月30日，基金组织通过双
边贷款和债券购买协议，从成员国借入64亿特别提款
权的资金，以及1674亿特别提款权的可使用但未提取
承诺。

负担分摊
基金组织按照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负担分摊
机制调整收费率和酬金率，该机制在债权国与债务国
之间平等分摊拖欠基金组织债务所引起的成本。季度
利息逾期（未支付）6个月或6个月以上时，通过提高
收费率和降低酬金率（负担分担调整安排）来弥补。
在逾期利息得到结清时，将退还通过这种方法收到的
金额。2010财年， 针对未付季度利息的调整平均为1
个基点，这反映了全球危机对成员国的影响导致基金
组织贷款余额增加，以及成员国储备档头寸的类似提
高。2010财年，经调整的收费率和酬金率平均分别为
1.30 %和0.28 %。

净收入
不考虑其出售黄金行为，基金组织2010财年的净
收入为2.27亿特别提款权，反映了收入来自高水平的
贷款活动和基金组织的投资。基金组织投资扣除费
用后的净回报是2.53 %，表现优于执董会批准的基准
指数31个基点，该基准指数是将美林公司的欧元、日
元、英镑和美元1至3年政府债券指数，根据每种货币
在特别提款权篮子中所占比重加权处理而得出的。在
拟议的关于扩大基金组织投资授权的《基金组织协
定》修订意见生效之后，按照认可的新收入模式，
2010财年黄金出售所获的38亿特别提款权的利润将被
转到基金组织投资账户投资于专项基金。

行政预算和资本预算
在每年的4月份，基金组织都要批准一个包括净
行政预算和资本预算的三年滚动中期预算。在这个

三年预算中，执董会授权第一年的总行政开支净额、
行政支出总额上限和资本项目拨款并就随后两年的指
导性预算封套提出意见。2010财年，获授权的总行政
开支净额为8.8亿美元（见表5.1），支出总额上限为
10.4亿美元，这包括总预算9.79亿美元（见表5.1）和经
批准的从2009财年行政预算中结转的6000万美元未动
用资金（相当于该年度已批准预算的6%）。90执董会
还批准了4500万美元的资本支出（见表5.2）。
2010财年是2009财年启动的预算改革计划的第二
个年头，该计划旨在重塑基金组织，使之能够以低成
本的方式提供重点更加突出的产出。作为这项改革的
一部分，与2008-2010财年的中期预算相比，基金组
织新的结构稳定状态预算——2011财年（及之后）的
指导性预算——将永久性削减1亿美元（按实际价值
计算）支出并减少380个工作人员职位。
尽管在基金组织改革启动不久就爆发了持续的全
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在实现中期预算目标方面还是取
得进一步的进展。基金组织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临时措
施，应对不断增加的危机相关需求。首先，部分自愿
离职的工作人员暂时留在基金组织，在危机初期提供
了帮助。其次，通过结转机制，实现了金融资源在两
个财年之间的转换，允许一年的未动用资金来资助另
一年的临时性支出，最终，在2010财年，为此目的结
转的资金达到5200万美元。第三，引入短期专家协助
危机应对工作或填补那些被部署到危机部门的有经验
工作人员所留下的空缺。最后，跨部门重新调配资
源，以向受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提供融资。
2010财年的实际净行政支出达到8.63亿美元，比
预算低6900万美元，91这主要是因为，作为相关的减
员改革的一部分，自愿离开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数量
多于预期，而人员补充工作未能及时进行。 92在这种
背景下，2011-13财年的预算战略是，在实现已经商
定的1亿美元节余的同时，继续为基金组织的危机响
应工作提供融资。因此，对于2011财年，执董会2010
年4月批准的预算继续对结构性支出和临时性开支加
以区别，后者将由2010财年节省下来的预算提供资
金。
出于财务报告目的，基金组织的行政费用是按照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不是预算支出的现金制来记
录的。这些准则要求按权责发生制记账并按精算估值
对职工福利费用进行记录和摊销。表5.3详细列出了
2010财年8.63亿美元行政支出净值与按照《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计算的7.25亿特别提款权（11.3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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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2008财年至2013财年的行政预算，按主要支出类别划分

2008财年
（百万美元）

2009财年

2010财年  

2011财年

2012财年

2013财年

结果

1

预算

预算

预算

预算

结果

预算

结果

人员

723

714

697

659

710

694

739

789

823

出差

101

94

98

77

89

89

104

113

118

建筑与其他支出

161

158

164

150

168

162

169

180

191

0

0

0

0

5

5

0

0

5

10

0

8

-

7

-

0

4

8

总预算/支出

994

967

967

885

979

950

1,013

1,086

1,144

收入

-71

-76

-99

-72

-100

-87

-122

-159

-173

总预算/支出净额

922

891

868

813

880

863

891

927

971

人员

723

714

670

633

659

644

660

677

679

出差

101

94

94

74

83

82

93

97

97

建筑与其他

161

158

157

144

156

151

151

155

157

0

0

0

0

5

5

0

0

5

年会
应急储备

预算

1

（百万2008财年美元）

年会
应急储备

10

0

8

-

6

-

0

3

6

总预算/支出

994

967

929

851

909

882

904

932

943

收入

-71

-76

-95

-69

-93

-81

-109

-136

-143

总预算/支出净额

922

891

835

782

817

801

796

796

801

来源：基金组织预算与计划办公室。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之和有出入。
1  行政开支不包括通过结转用于支付危机相关开支的准备金。
    2010财年和2011财年实际结转准备金分别为5200万美元和6200万美元。

表5.2
2008财年至2013财年的中期资本支出（百万美元）
2008财年

2009财年

2010财年  

2011财年

2012财年

2013财年

预算

结果

预算

结果

预算

结果

预算

预算

预算

  建筑设施  

21

16

17

17

15

12

17

23

24

  信息技术  

26

28

32

32

30

33

32

29

24

  资本支出总额  

47

43

48

49

45

45

48

52

48

来源：基金组织预算与计划办公室。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之和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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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费用（已在审计后的基金组织财务报表中报告）
之间的调节。
经批准的2011财年行政开支净值达8.91亿美元
（见表5.1），支出总额上限为 10.79亿美元，这包
括行政预算总额10.13亿美元（见表5.1）另加经批准
的从2010财年预算结转的6600万美元。 93 基金组织
2011-13财年的中期预算和部门业务计划是在新产出
框架——责任区（详情见表5.4）94——以及新支付等
级标准成本95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两项举措都是在基
金组织引进新的成本核算与估计分析系统背景下的更
加广泛的预算改革的组成部分。
基金组织2010财年业务计划反映出金融危机的需
求——提高了投向国家规划和资金支持以及全球监测

2010财年的实际资本开支为4500万美元：其中，
1200万美元用于建筑设施，3300万美元用于信息技术
项目（表5.2）。针对基金组织实物资产制定详尽远
景投资计划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计划完成之前，
只进行最重要的资本设施项目和其他一些必要的独立
项目。（即使资本项目开支被削减，在这一年里，
基金组织仍然因改善其总部大楼环境而赢得了金奖；
见专栏5.1）。信息技术项目平稳运行，并继续为
基金组织的精简措施作出贡献。例如，最近推出的
eReview系统，旨在改进基金组织内部文件检查程序

的资金份额，重点关注早期预警系统和金融安全网，
以及更加协调和更具针对性的技术援助。2011财年业
务计划反映出基金组织2009年年会所作决定中确定的
优先事项。基金组织在2011财年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全
球合作解决方案方面，以便找到有效的退出刺激政策
的策略，加强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监管，并改革全球金
融架构。同时，基金组织将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直接服
务，向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援助和政策建议，向欠
发达的成员国提供大量有关能力建设的技术援助。

项约48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2011财年开始的建筑
设施和信息技术项目（表5.2）。拟议的2011-13财年
资本计划的资本预算封套为1.48亿美元。
与前一次的中期预算一样，2011-13财年的中期
预算是在充满着异常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环境下所制
定的。对基金组织的额外需求，包括向成员国提供资
金支持、改善全球金融架构的工作以及加强监督，预
计在2011财年及以后仍将继续。此外，关于基金组织
职能的讨论，其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见第四章）。

并进一步促进各地区部门和检查部门之间的协作。
（关于通过削减基金组织的行政费用来节省开支的
更多内容，见专栏5.2）。2010年4月，执董会批准一

专栏5.1
基金组织总部大楼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金奖
2009年12月，基金组织成为首个赢得美国绿
色建筑委员会既有建筑“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
（LEED）金奖（世界上最高环保称号之一）的国际
金融组织。1除基金组织总部的两幢大楼外，华盛顿
特区另有其他四幢建筑物也同时获此荣誉（2010财
年结束时特区又有四幢建筑得到表彰）。
LEED认证是全球公认的绿色建筑评级系统。
既有建筑的LEED奖由绿色建筑认证研究院核定，
重点关注建筑物在以下方面的运作状况：如能源
和水的利用、废物的回收和减少，以及为工作人
员提供健康的环境。
为了满足LEED的要求，在进行认证的几个月
前，总部大楼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改进。升级了供水
装置，更换了冲洗阀和通风机，在两幢建筑实施了

全面禁烟政策，禁止在基金组织入口处、活动窗、
进风口25英尺范围内吸烟。
赢得LEED认证只是基金组织于2008年发起的全
面可持续性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方案重点关注
三个领域：继续减少基金组织的能源和水的使用，
改善其可持续的采购方案，以及其回收计划。作为
另一个重要的可持续性倡议的一部分，为努力减少
其碳足迹，补偿通过其旅行代理机构预订的航空旅
行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基金组织已经购买2008财
年、2009财年度和2010财年的排放额度。

1 见新闻发布稿第09-442号，“基金组织总部大楼赢得环境大奖”
（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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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财务报表中的行政费用（百万美元，除非另有说明）
2010财年净行政预算结果

863

时间差异：
       养老金与离职后福利费用 
       资本支出—本年或以前几年支出的摊销
                                
不包括在行政预算中的金额（资本与重组预算）：
       资本支出—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立即计为费用的项目
       2010财年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组费用1

207
41

10
11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行政预算总额 1,132
备忘项目: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行政预算总额（百万特别提款权）

725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和预算与计划办公室。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之和有出入。换算依据的是2010财年美元/特别提款权平均折算率：1.56。
1 表示在2010财年确认的成本。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某些重组费用在实际现金支出之前就已确认；2008财年财务报表包括6800万特别提款权的准备
金，相当于1.11亿美元。

表5.4
2008财年至2013财年责任领域占预算支出的比例
（占总支出额的百分比，不包括储备）
2008
财年结果

2009
财年结果

2010
财年结果

2011
财年预算

2012
财年预算

2013
财年预算

全球合作经济解决方案
   主导全球经济政策对话
      全球经济分析
      合作经济政策解决方案
      避免与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工具
      地区性经济稳定措施
   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监管
      推进国际金融架构发展
      数据透明度
      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33
19
8
3
6
3
14
2
4
7

32
20
7
3
6
3
12
2
4
7

33
17
5
3
6
3
16
2
4
9

31
20
7
3
6
4
12
2
4
6

30
19
7
3
6
4
11
2
4
6

30
19
7
3
6
3
11
2
4
6

对成员的直接服务
   向成员提供经济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与风险的评估
      金融稳健评估
      标准与守则
   支持成员的经济政策调整
      基金组织资金支持的安排
      基金组织资金支持之外的安排
   提供能力建设
      技术援助
      培训

67
26
22
2
2
17
17
0
24
17
7

68
25
23
1
1
18
15
3
25
18
7

67
23
21
1
1
21
17
4
24
19
4

69
22
19
2
1
20
20
0
27
20
7

70
21
19
2
1
19
19
0
29
22
7

70
22
19
2
1
18
18
0
31
24
7

来源：基金组织预算与计划办公室。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各项之和有出入。 支持与治理支出分配至各项产出。不包括各部门对2011财年的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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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2
削减行政成本
通过精简人员并在日常业务中采取大幅提高
效率和其他成本节约的措施，总裁在就职之时所
做的减少基金组织行政预算一亿美元的承诺已经
实现。在一些主要服务承包合同上运用战略性外
购原则，使基金组织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仍可维
持必要的服务水平。在诸如信息技术和翻译服

这些讨论将会持续到2011财年中期，而且其结果可能
会对预算产生影响，这将需要在未来预算计划中加以
考虑。  

对基金组织的拖欠
对基金组织（包括其信托基金）的逾期拖欠有所
减少，从2009年4月底的13.26亿特别提款权减至2010
年4月底的13.09亿特别提款权（表5.5）。在未偿还拖
欠款项中，苏丹约占75%，索马里和津巴布韦分别占
18%和7%。到2010年4月底，所有拖欠基金组织的款
项均为长期拖欠（拖欠时间超过六个月）；其中三分
之一为拖欠的本金，其余三分之二为拖欠的收费和利
息。其中五分之四以上是对普通资金账户的拖欠，其
余是对信托基金和减贫与增长信托的拖欠。津巴布韦
是唯一对减贫与增长信托有长期拖欠的国家。2009年
8月进行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见第三章“特别提
款权分配”）使索马里解决了其在特别提款权账户的
欠款，总裁随后撤回了根据S-1规则对该国的投诉。
此次特别提款权分配也使得苏丹和索马里仍然留在特
别提款权账户。苏丹和索马里对普通资金账户和信托
基金仍有拖欠。
根据针对拖欠情况采取的增强的合作战略，基金
组织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来解决长期拖欠情况。截至
该财年底，索马里和苏丹仍无使用普通资金账户资
金的资格。2009年5月，执董会决定解除对津巴布韦

务等领域采取外包（包括本地和全球）措施，也
取得了可观的节约。同样，通过与航空公司重新
谈判合同，基金组织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旅行折
扣。为了实现更高的行政效率，在精简文件和政
策检查程序以及其他工作做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在特定领域的技术援助的暂停决定，并在2010年2月
恢复津巴布韦的投票和相关权利以及使用普通资金账
户的资格。不过，在完全解决其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
拖欠之前，津巴布韦将不能使用普通资金账户中的资
金。作为与津巴布韦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拖欠相关的
补救措施，基金组织可能随时宣布该国不合作、暂停
部分技术援助以及将其从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的
国家名单上除名。

审计机制
基金组织的审计机制由外部审计公司、内部审计
职能和独立的负责对年度审计进行总体监督的外部审
计委员会构成。
外部审计公司由执董会与外部审计委员会磋商后
挑选并由总裁任命，负责基金组织的年度外部审计，
包括对基金组织的财务报表、根据《基金组织协定》
第五条第2款（b）管理的各个账户和工作人员退休计
划发表审计意见。在结束年度审计时，外部审计委员
会将向执董会通报审计结果，并通过总裁和执董会转
交外部审计公司发布的审计报告，供理事会审议。在
2010财年，曾分别于2009年7月和2010年1月举行了两
次这样的通报会。  
外部审计公司的任期通常为五年。目前，基金组
织的外部审计公司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
Touche LLP）。该事务所对基金组织截至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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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对基金组织债务逾期六个月或以上的国家的拖欠情况，按债务类型划分
（百万特别提款权；截至2010年4月30日)

债务类型
总计

索马里
苏丹
津巴布韦
总计

230.0
990.1
88.7
1,308.8

普通资金账户
（含结构调整贷款)
221.9
909.5
0.0
1,131.4

信托基金

减贫与增长信托

8.1
80.6
0.0
88.8

0.0
0.0
88.7
88.7

来源：基金组织财务部。
注：由于四舍五入，各项之和可能与总数有出入。

30日财年的财务报表发表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负责基金组织的内部审计
职能，对基金组织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程序的有
效性进行独立的检查。该办公室还承担风险管理顾
问委员会秘书处的职能。2010财年，内部审计与监察
办公室在以下领域进行了大约30次审计和检查：财务
审计，评估那些保护和管理基金组织的资产和财务账
户的控制措施和程序是否充分；信息技术审计，评估
信息技术管理的充分性以及安全措施的有效性；运营
和有效性检查，侧重于工作流程、有关控制措施以及

定工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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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审计
结束时）和7月（向执董会报告时）在华盛顿举行会
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外部审计人员在全年时间里
随时与外部审计委员会成员磋商。2010年外部审计委
员会的成员是：Thomas O’Neill 先生，普华永道咨
询公司董事和前董事长；Ulrich Graf 先生，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最高审计机构负责联邦债务和金融政策的审
计主任；Amelia Cabal女士， SGV事务所（安永全球
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前高级合伙人。

各项业务在实现基金组织总体目标方面的效率。按照
最佳做法，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向基金组织管理层

执董会听取与控制和审计有关的事项

和外部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从而确保其独立性。此

执董会定期听取基金组织财务部关于与控制和审
计有关事项的通报。每次通报都对新出现的控制及相
关事宜进行评估。如上所述，执董会还定期听取内部
审计与监察办公室的工作计划和活动，包括其审计和
检查的重要结果以及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为进一步加
强信息交流，2010年4月，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的
信息披露政策得到了修订，允许将所有审计和检查报
告公布在内部安全网站，供执董们和副执董们阅览。

外，该办公室还在每年向执董会通报工作计划以及审
计和检查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外部审计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由执董会选定和总裁
任命。根据《基金组织附则》，外部审计委员会对年
度审计进行总体监督，这在执董会批准的职权范围内
有进一步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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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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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理

的成员在国际公共会计公司、公共部门或学术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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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组织正在加紧努力，以加强风险管理。执董
会定期听取关于风险管理问题的通报；最近的一次通
报是在2010年2月。2009年5月，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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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和美洲开发银行主办了一个关于风险
管理的最佳做法的论坛，参加者来自14个国际金融机
构。2010年2月，就整体和具体风险以及“事件报告
程序”的进展（这一程序近来已经被作为整体风险评
估的一部分得到实施），执董会听取了一次非正式
通报。执董会2010年风险评估讨论会于2010年5月举
行。执董们基本赞同风险管理咨询委员会报告中提出
的主要风险评估，一致认为基金组织作用的加强对其
财务、业务和战略风险构成了影响。

人力资源和组织结构
基金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目的是：（1）通过吸
引和留住高素质、多样化、具有各类相关技能和经验
的工作人员，支持基金组织不断发展的业务目标，并
（2）在奖励卓越表现和培养团队精神的环境中，高
效和有效地管理工作人员。2010财年，通过持续开展
高强度的征聘活动和实施重要的人力资源改革，基金
组织在迈向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工作人员特点
征聘
征聘活动在2010财年达到高潮。2008年结构调整
工作导致自愿离职的人数高于预期，又恰逢危机工作
增加了对额外工作人员的需要。在初步的内部人员调
整阶段之后，外部征聘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持
续到2010财年。随着281名新工作人员的加入，2009
年的征聘达到历史高峰。  

工作人员来自186个成员国中的144个成员国。网络版
表5.1-5.3显示了按国籍、性别、低收入国家以及工业
化国家分列的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分布情况。
提高基金组织多元化的努力采取几种方法向前推
进。2010财年的征聘活动中：基金组织派代表团前往
非洲、中东和东亚招聘；通过基金组织的针对有工作
经验人士的面试小组招聘多元化的候选人（小组评估
候选人是否适合被任命为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并加
强了在代表性不足地区的推介活动，这些活动取得了
令人鼓舞但参差不齐的结果。此外，基金组织最近推
出了多元化记分卡，以透明的方式记录向多元化目标
推进的进展情况。
基金组织还于2009年9月主办了为期两天的世界
多元化领袖峰会——“美国和全球的变化：把多元化
创新变为竞争性优势”。约400人与会，其中包括高
级决策者、专家以及来自私营部门、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的各类从业人员。此次峰会审查了全球多元化的最
佳做法和案例研究，以及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
洲的多元化法律框架。

2010财年管理层工资结构
执董会定期检查管理层的薪酬；理事会负责审批
总裁的工资。每年根据华盛顿特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进行调整。反映出管理层每个职位的责任，截至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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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980美元96   
384330美元
366030美元

人员编制

执董的薪酬为230790美元，副执董的薪酬为
199650美元。2010财年基金组织高级官员（见74页）
的平均工资为291578美元。

截至2010年4月30日，基金组织拥有1844名专业
和管理人员以及568名其他级别的工作人员。基金组

年内人力资源的重大改革

织在2009年招聘了较高比例的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和
金融部门专家，反映出其不断演变的需求。此外，鉴
于危机工作职位分配的临时性，更多地使用了为期两
年的短期任命。基金组织高级官员一览表和基金组织的
组织结构图分别见本年报的第74页和第75页。

多元化特点
基金组织尽一切努力确保工作人员的多元化能够
反映该机构的全体成员国，同时，该机构积极从世界
各地录用工作人员。截至2010年4月底，基金组织的

为保持积极的业绩文化，奖励创造优秀业绩的工
作人员，并为其职业发展提供机会，基金组织在2010
财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关键改革：
·决定高级层次提拔的人才检查。这些检查将确
保采取更全面的结构化方法来评估工作人员获
得高级职位的资格和可能性，并为工作人员的
职业发展提供指导。外派工作（是理想的成为
高级工作人员的经验积累途径）得到了加强。
·改革工作人员退休计划。这项改革将使工作人
员退休计划对短期工作人员更具吸引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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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ldXeI\jfliZ\jjkX]]gXik`Z`gXk\`eXnfibj_fgfei\Zil`kd\ekjkiXk\^`\jXe[ZXe[`[Xk\j\c\Zk`fe%H_]^j=fid\i;\glkpDXeX^`e^;`i\Zkfi
左图：基金组织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参加关于招聘战略和申请人遴选的研讨会。右图：2010年2月，华盛顿特区基金组织总部，前副总
KXbXkfj_`BXkfX[[i\jj\jn\cc$n`j_\ijXkX]Xi\n\cci\Z\gk`feXk@D=_\X[hlXik\ij#NXj_`e^kfe#;%:%#=\YilXip)'('%
裁加藤隆俊在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表达了良好祝愿。

了退休人员在选择其退休计划时用于计算一
 JWb[dj
h[l_[mi \eh Z[Y_Z_d] ed i[d_eh#b[l[b fhecej_edi%
K_\j\次性支付金额的折算因子，增加对选择这一方
i\m`\nj \ejli\ X dfi\ Zfdgi\_\ej`m\# jkilZkli\[
XggifXZ_kfXjj\jji\X[`e\jjXe[gfk\ek`Xc]fij\e`figfj`$
式的退休人员的支付金额；并调整了在计算工
k`fej# Xe[ k_\p gifm`[\ ^l`[XeZ\ ]fi jkX]] [\m\cfgd\ek%
作人员退休福利时用来“推算加总”其税后工
<dg_Xj`jfe\ok\ieXcXjj`^ed\ekjXjX[\j`iXYc\\og\i`\eZ\
]fij\e`fijkX]]nXjjki\e^k_\e\[%
资的公式。此外，通过寻求与其它机构就退休
福利转移达成进一步的协议，工作人员退休计

 H[\ehce\j^[IjW\\H[j_h[c[djFbWdIHF%K_\i\]fidn`cc
dXb\划改革将提高加入和离开基金组织的人员流动
k_\ JIG dfi\ XkkiXZk`m\ ]fi j_fik\i$j\im`e^ jkX]]2
lg[Xk\k_\]XZkfijlj\[kfZXcZlcXk\cldgjldgXpd\ekjkf
性，同时它也增加了一项自愿储蓄计划，为工
i\k`i\\jle[\ik_\gcXeËjZfddlkXk`fefgk`fe#`eZi\Xj`e^k_\
作人员提供一个便捷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退
gXpd\ekjkfk_fj\\c\Zk`e^k_`jfgk`fe2Xe[X[aljkk_\]fidl$
休储蓄工具。
cXjlj\[]fiÈ^ifjj`e^lgÉjkX]]d\dY\ijËe\k$f]$kXojXcXi`\j
`ek_\ZXcZlcXk`fef]k_\`ig\ej`feY\e\Ôkj%@eX[[`k`fe#k_\
·奖赏和表彰计划。为了奖励良好行为和特殊努
JIGi\]fidn`cc]XZ`c`kXk\dfY`c`kp`ekfXe[flkf]k_\=le[Yp
力，基金组织引入一项新计划，对在团队合
j\\b`e^ X[[`k`feXc X^i\\d\ekj n`k_ fk_\i fi^Xe`qXk`fej
作、创新和领导能力等方面展现出特长的工作
i\^Xi[`e^k_\kiXej]\if]g\ej`feY\e\ÔkjXe[X[[XmfclekXip
jXm`e^jgcXekff]]\ijkX]]d\dY\ijXZfem\e`\ekXe[kXo$
人员加以表彰。
X[mXekX^\fljm\_`Zc\]fii\k`i\d\ekjXm`e^j%

·新的年度业绩评估体系。该体系的支点是，在

每年年初设定目标，根据这些目标衡量工作人
 H[mWhZi
WdZ H[Ye]d_j_ed Fhe]hWc$ Kf i\nXi[ [\j`iXYc\
Y\_Xm`fiXe[\oZ\gk`feXc\]]fik#k_\=le[`ekif[lZ\[Xe\n
员的成绩，在一年期间内提供定期反馈，并重
gif^iXdkfj_fnXggi\Z`Xk`fe]fijkX]]\oZ\cc`e^`eZXk\^fi`\j
点加强职业发展。
jlZ_Xjk\Xdnfib#`eefmXk`fe#Xe[c\X[\ij_`g%
·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提供的现代化水平。作为正

 7d[mWddkWbf[h\ehcWdY[Wii[iic[djioij[c$
K_\jpjk\d
在进行的提高效率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简化流
`jXeZ_fi\[fej\kk`e^fYa\Zk`m\jXkk_\Y\^`ee`e^f]k_\p\Xi#
程的人力资本管理项目进一步改善了业绩管理
d\Xjli`e^ jkX]] XZ_`\m\d\ekj X^X`ejk k_fj\ fYa\Zk`m\j#
和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关键的进展包括制定了
gifm`[`e^i\^lcXi]\\[YXZbk_ifl^_flkk_\p\Xi#Xe[\e_XeZ$
`e^k_\]fZljfeZXi\\i[\m\cfgd\ek%
一个年度业绩检查自动化解决方案、开发了一

个人力资源数据库，以及引进了职位管理基础

 CeZ[hd_p_d] ^kcWd h[iekhY[i i[hl_Y[ Z[b_l[ho$K_\_ldXe
系统。在程序方面的改进包括外包了新员工教
ZXg`kXcdXeX^\d\ekgifa\Zk#[\j`^e\[kfjki\Xdc`e\gifZ\jj\j

育背景查证和雇用前推荐材料调查。

XjgXikf]Xefe^f`e^`em\jkd\ek`e`dgifm`e^\]]\Zk`m\e\jj#
总裁办公室的变化
[\c`m\i\[ ]lik_\i `dgifm\d\ekj `e g\i]fidXeZ\ dXeX^\$
在服务于基金组织六年之后，基金组织副总裁
d\ek
Xe[ _ldXe i\jfliZ\j j\im`Z\j X[d`e`jkiXk`fe% B\p
X[mXeZ\j`eZcl[\[XeXlkfdXk\[XeelXcg\i]fidXeZ\i\m`\n
加藤隆俊于2010年2月离开基金组织返回他的祖国日
jfclk`fe# [\m\cfgd\ek f] X _ldXe i\jfliZ\j [XkX nXi\$
本。在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加藤负责监督73个国家并
_flj\#Xe[`ekif[lZk`fef]jpjk\dj]fle[Xk`fej]figfj`k`fe
dXeX^\d\ek%GifZ\jj`dgifm\d\ekj`eZcl[\[k_\flkjfliZ$
处理了2008年的人员精简和最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过
`e^f]\[lZXk`fem\i`ÔZXk`feXe[gi`fi$\dgcfpd\eki\]\i$
程中的人力资源和预算问题。在他即将离任时，基金
\eZ\Z_\Zbj]fie\n_`i\j%

组织管理层、执董会成员以及数百名工作人员举行欢
9^Wd][i_dj^[E\ÓY[e\j^[CWdW]_d]:_h[Yjeh
送会，向加藤表达了敬意。总裁称赞加藤在工作中乐
观积极，努力促进共识，并始终公平对待和尊重工作

8]k\ij`op\Xijf]j\im`Z\kfk_\@D=#;\glkpDXeX^`e^;`i\Zkfi
人员。人力资源部主任雪莉 • 西格尔赞扬加藤在提升
KXbXkfj_`BXkfc\]kk_\@D=`e=\YilXip)'('kfi\kliekf_`j
_fd\
Zflekip f] AXgXe% ;li`e^ _`j k`d\ Xk k_\ =le[# BXkf
基金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全力以
jlg\im`j\[.*Zfleki`\jXe[[\Xckn`k__ldXei\jfliZ\jXe[
赴和重点明确”。执行董事维利 • 基肯斯代表执董会
Yl[^\k`jjl\j[li`e^k_\)''/[fnej`q`e^\o\iZ`j\Xe[k_\
发言，对加藤的“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
i\Z\ek^cfYXcÔeXeZ`XcZi`j`j%J_fikcpY\]fi\_`j[\gXikli\#@D=
dXeX^\d\ek#
9fXi[ d\dY\ij# Xe[ j\m\iXc _le[i\[ jkX]]
和工作效率”表示赞赏。为表示感谢，工作人员协会
d\dY\ij^Xk_\i\[kfgXpki`Ylk\Xe[jXp]Xi\n\cckfBXkf%K_\
委员会代表基金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赠送给加藤一张
DXeX^`e^;`i\ZkfigiX`j\[BXkfXjXg\ijfen_fj_fn\[^ff[
以他名义向柬埔寨吴哥医院捐赠的证书。加藤说，他
_ldfi`e_`jnfib#nfib\[XjXZfej\ejljYl`c[\i#Xe[nXj
XcnXpj]X`iXe[i\jg\Zk]lckfjkX]]%?ldXeI\jfliZ\j;`i\Zkfi
非常“有幸地目睹了基金组织从曲线底部到顶部的命
J_`ic\pJ`\^\ccXl[\[BXkfËjÈ[\[`ZXk`feXe[Zc\Xi]fZljÉ`e
运变化”，他赞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具有“创造性思
df[\ie`q`e^_ldXei\jfliZ\jdXeX^\d\ek`ek_\=le[#Xe[
维、务实方向和团队精神”，并表示希望永远属于基
<o\Zlk`m\
;`i\Zkfi N`ccp B`\b\ej# jg\Xb`e^ fe Y\_Xc] f] k_\
9fXi[#\ogi\jj\[Xggi\Z`Xk`fe]fiBXkfËjÈX[d`iXYc\[\[`ZX$
金组织大家庭。
k`fe#gif]\jj`feXc`jdXe[\]]\Zk`m\e\jj%É8jXkfb\ef]Xggi\$
总裁选定前日本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筱原尚之97
Z`Xk`fe#feY\_Xc]f]@D=jkX]]#k_\JkX]]8jjfZ`Xk`fe:fdd`kk\\
接替加藤。筱原是日本国民，拥有东京大学经济学和
gi\j\ek\[
BXkf n`k_ X Z\ik`ÔZXk\ dXib`e^ X Zfeki`Ylk`fe `e
BXkfËjeXd\kf8e^bfi?fjg`kXc`e:XdYf[`X%Efk`e^k_Xk_\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学位。在宣布筱原的入选时，
_X[Y\\eÈ]fikleXk\\efl^_kf_Xm\n`ke\jj\[k_\Z_Xe^`e^
总裁强调了他“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丰富经验”，并
]fikle\jf]k_\@D=]ifdk_\Yfkkfdkfk_\kfgf]k_\Zlim\#É

称筱原“对基金组织和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有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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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总裁负责选择和任命基金组织的副总裁，并

雅克·波拉克

征得执董会批准。按照这种任命的通常做法，总裁就

在2010年4月举办的一次纪念活动中，在职和离
任的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赞扬了雅克 • 波拉克的一生。
他在与基金组织漫长和杰出的交往中，作出了许多个
人和专业的贡献（见专栏5.3）。

选择筱原填补加藤离职造成的空缺一事咨询了执董会
意见。筱原于2010年2月下旬开始履行其职责。
同样在2月，总裁宣布他准备任命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朱民为总裁特别顾问，98并指出朱民将与管理
团队一道，“在应对全体成员国在今后一段时期面

问责制

临的挑战，以及在更全面地加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
新兴市场的理解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朱民曾
获普林斯顿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学位
以及复旦大学学士学位，并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经
济和金融的各类问题的论著。他于2011财年初开始
履行特别顾问职责。

透明度
检查基金组织的透明度政策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基金组织不断增加国别报
告、政策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公布数量，向公众开放基金

专栏5.3
雅克·波拉克 （1914 – 2010年）
今年4月，新老工作人员、执董会成员、家人
以及包括王储在内的荷兰社区代表，共同参加了纪
念雅克 • 波拉克的活动。这位基金组织历史上的伟
人于今年2月去世，享年95岁。基金组织在总部举
行了一次特别的纪念活动。作为致力于创建和影响
基金组织的发展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同时
也作为一位家人、朋友和导师，他受到了人们的缅
怀。
在过去的60年，波拉克的思想不仅把基金组织
塑造成今天的样子，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基金组织
的多边主义和经济合作的基础。波拉克出生于1914
年，1944年作为荷兰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布雷顿森
林会议。他于1947年加入基金组织，从1958年直到
1979年退休，他一直担任研究部主任，并于1966年
开始兼任经济顾问。他从工作人员岗位离职之后，
曾担任总裁特别顾问，并在1981年至1986年期间担
任荷兰选区执行董事。在他弥留之时，他几乎肯定
是最后一名还健在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代表。
     执董Age Bakker担任此次纪念活动的主持
人，他在介绍时表示，能够纪念这位“用灵感和幽
默指导了我的前程”的老上司和好朋友，他深感荣
幸。多米尼克 • 施特劳斯—卡恩称波拉克是“独一
无二的人”，他指出，波拉克不仅仅是基金组织的
创始人，他在该机构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服

务于它。“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
一位非常正直的人”，总裁说。
基金组织历史学家James Boughton指出，在对
基金组织的影响方面，波拉克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的
贡献都要大。“他用理智的方式澄清了基金组织的
工作职能。工作人员之所以能访问成员国、之所以
能向成员国解释它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变化来获得
国际支持，这都缘自波拉克的努力，他们的观点之
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他们身后有波拉克模式的支
撑”。曾在波拉克手下担任了三年特别研究处处
长的安德鲁 • 克罗克特爵士补充说：“随着雅克的
离去，基金组织失去了其创建时代的最后一位伟
人。”克罗克特指出，虽然波拉克直到20世纪90年
代还在撰写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但最令人铭记的是
其创建性的工作，其中包括波拉克模型和特别提款
权，“没有人可以比雅克 • 波拉克拥有更充足的理由
宣称自己是特别提款权之父”。克罗克特在总结时
说：“世界上只有一个雅克 • 波拉克，可惜的是，我
们将无法再次见到这样伟大的人了”。
   荷兰前执董Onno de Beaufort Wijnholds在其
基金组织的生涯中曾在三个阶段与波拉克共事。他
总结说，波拉克的逝世将会留下不可估量的损失：
“雅克是一个伟人，这个伟人已经离开了，我们都
会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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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档案并通过基金组织的对外网站、新闻发布会和一
般推介活动与公众积极互动。与世界全面沟通和互动目
前成为基金组织业务的正常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9年12月，执董会完成了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
的最新一次检查，99这也标志着基金组织提高业务透
明度的工作已进行了约十年。执董们在讨论中表达了
广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透明度与基金组
织的保密顾问角色之间的权衡关系，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关切。
为此次讨论撰写的工作人员报告100提议了基金组
织透明度做法的总原则：“基金组织将争取及时披露
文件和资料，除非有反对作出这样的披露的强有力的
具体理由”，多数执董表示支持通过该原则。而且，
大多数执董支持改为采用无异议程序公布大多数国别
文件和相关政策意向文件的提议，认为此举将会鼓励

工作人员和当局及早考虑与公布文件有关的问题，从
而将提高文件公布的及时性。
大多数执董意识到在使用基金组织资金和政策支
持工具情况下公布文件的重要性（发出信号并由公众
仔细检查规划的设计和贷款条件），因此，他们支持
提出这一要求：凡请求使用基金组织资金或政策支
持工具的成员国均应表明，在执董会会议之前或在一
项滞后的决定通过之前，他们打算同意公布与之相关
的执董会文件。除非是在已经另有做法的利用特别贷
款、灵活信贷额度或基金组织的低收入贷款机制的情
况下，否则一个成员国如果决定不公布文件，将不影
响管理层关于是否建议批准该成员国使用基金组织资
金或政策支持工具的决定。
执董们认同工作人员的提议：受工作人员监测之

专栏5.4
基金组织透明度改革

提高信息数量和及时性
为了加强其政策并提高政策一致性，基金组织
执董会批准了一系列改革，包括：
·除非成员国反对，否则公布大多数国别文
件，不再将重点放在获得明确公布准许上
（在这次检查之前，公布文件需得到准
许）。
·将鼓励成员国当局公布的文件的范围扩大到
包括有关一国金融部门健康状况以及该国对
国际准则和标准的遵守情况的报告。
·在涉及基金组织贷款的情况下，建立这样一
种预期，即成员国当局在相关执董会会议之
前表示同意公布的意向。
·将推定公布的做法扩大到大部分政策文件，
包括与基金组织收入、融资或预算有关的文
件（除非涉及市场敏感信息）。

更早公开档案
近年来，对基金组织档案的兴趣也在增加。在

出台其他旨在加强基金组织问责制的措施的同时，执
董会还决定缩短公开存档文件的等待时间，主要的变
化是：
·将公开执董会文件的时滞从5年缩短到3年。
·将公开执董会会议记录的时滞从10年缩短到5
年。
·允许网上登载部分数字化存档材料。
·制定一项普遍原则，即初期列为“严格保
密”的文件在按照时滞规定应公开时解密。1
·帮助公众在基金组织网站上查找信息，包括
为公众制定基金组织信息指南。2

1  该条文仅适用于2009年12月之后产生的文件。
2 欲了解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修改的更多信息，见基金组织概览，
“基金组织提高信息数量和及时性”（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
so/2010/POL010810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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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报告及相关政策意向文件的公布办法应与第四
条磋商报告的公布办法保持一致。他们还支持工作人

独立评估办公室

员的这一提议：扩大那些为执董会编写的政策文件和

独立评估办公室及其评估工作的作用

其他非国别文件的推定公布办法，把那些关于基金组

独立评估办公室成立于2001年，任务是对基金组
织的政策和活动进行独立和客观的评估，以此增进基
金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加强其学习文化并支持执
董会的机构治理和监管职责。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主要
做法是，对基金组织依据其职责向成员国提供的各项
服务进行独立的评估。其中包括：系统地评估基金组
织的一般政策；在监督工作和基金组织支持规划的背
景下，对基金组织的经济政策建议进行跨国比较分
析；以及对完成的国别业务进行评估。根据其职权范
围，独立评估办公室完全独立于基金组织管理层，并
与基金组织执董会保持适当距离。独立评估办公室向
执董会报告其评估结果。
独立评估办公室公布年度报告，提供过去一个财
年的发展概况和活动记录；2010年报告已于2010年7
月公布。已完成的评估、正在进行评估的问题文件、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年报和有关独立评估办公室行动的
其他文件，可在独立评估办公室的网站获取。101  
2010年2月，经过执董会竞争性选举过程，
Moises Schwartz被聘为独立评估办公室第三任主管
并就职，其前任Thomas Bernes已于2009年7月任期届

织收入、融资和预算的文件、滞后分发以供审议的文
件以及为执董会非正式会议和研讨会编写的文件包括
在内，除非有强有力的不公布这些文件的具体理由
（例如市场敏感性）。
执董们指出，尽管删除和更正执董会文件的政策
仍然是适当的，但显然需要使其在应用方面更为一
致，并更加一视同仁。他们重申，不应就工作人员报
告与国家当局讨价还价，以保护工作人员所作分析的
完整性，并强调必须一致和一视同仁地执行修改政
策，同时呼吁工作人员、管理层和成员国一起努力确
保始终遵守这些政策。执董们同意保留当前的将文件
删除免责声明适用于所有公布文件的做法。
执董们总体上支持这一提议：在资源限制范围
内，改进文件解密程序并允许在网络上发表档案材
料。他们总体支持关于缩短存档执董会文件和执董会
会议纪要的公开所需时间的提议。
考虑到透明度对于基金组织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的
重要意义，大多数执董认为最好在较短的时间内再次
检查透明度政策；下次检查预计将在2012年进行。
经过广泛讨论并本着折中的精神，执董们总体上
支持对透明度决定和档案政策进行修订的建议（见专
栏5.4）。执董会批准的变化内容已于3月中旬生效。

基金组织第四条磋商报告的公布
基金组织通常每年与每个成员国举行基金组织第
四条磋商过程（见第三章“双边监督”），基金组织
执董会对参加磋商的经济学家小组提交的结论报告进

满。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方案
在2010年3月，独立评估办公室就正在进行的两
个评估（“基金组织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前的
作用” 和“基金组织的研究：相关性和利用率”）
公布了最终问题文件。两项评估有望于2011财年完成
并提交执董会。
2010财年结束时，独立评估办公室在新任主管
（见上文）的指导下，正在制定新的中期工作方案。

行讨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一过程的透明度，经
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这些报告都公布在基金组织的

执董会检查独立评估办公室报告和建议

网站上。网络版表3.5提供了与基金组织成员国进行

如前所述，尽管独立评估办公室与基金组织执董
会保持适当距离，但它必须把评估结果提交执董会检
查。执董会讨论之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管理层就
落实执董会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所提出的建议，向
执董会准备和提交前瞻性实施计划。实施计划是在独
立评估办公室进行外部评估之后设立的框架的一部
分，该框架力求确保采取更系统的后续行动来落实执
董会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所提出的建议，并对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 。

的第四条磋商以及公布的相关公共信息通告和工作人
员报告的信息。
以前，公布一个国家的第四条报告时，必须征得
该国的明确同意。根据基金组织修订后的透明度政
策，自2010年3月起，按照无异议程序公布第四条报
告；也就是说，除非该国明确知会基金组织不应该公
布该报告，否则将推定一个国家同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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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执董会举行会议，讨论了独立评估
办公室针对基金组织参与国际贸易政策问题的评估结
果。在其评估报告中（执董会会后不久即向公众公
布），102独立评估办公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确
定基金组织在贸易问题上的工作重点。根据执董会6
月会议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建议，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和管理层制定了一项实施计划，于2009年12月获
得执董会会议批准。103在此会议上，执董会认为，实
施计划中的建议满足了监督落实独立评估办公室建议
框架的要求。
另外，执董会在2009年12月审议了独立评估办公
室关于基金组织与其成员国互动的评估，该评估于
2010年1月公布。 104随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拟订了
落实独立评估办公室建议的实施计划，执董会2011财
年对此实施计划进行了讨论。

落实执董会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所提出的建议
执董会于2007年设立定期监测报告，以确保执董
会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建议得到后续处理和系统
的监测。之前完成的定期监测报告记录了针对独立评
估办公室建议的后续措施，并强调密切监测实施对保
持一个有效的制度性问责框架和浓厚的学习文化非常
重要。每个定期监测报告的重点是近期管理层实施计
划的进展情况，以及以前尚未落实的定期监测报告的
建议是否已经得到落实。
独立评估办公室评估了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的
结构性贷款条件，并提出建议，2008年5月，管理
层发布了实施计划； 105 2009年12月，执董会评估委
员会举行会议，审议《第三个定期监测报告》，该
报告重点关注这一实施计划的执行状况。（独立评
估办公室基于对基金组织参与贸易以及与成员国互
动情况的评估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该监测报告并不
包括对根据这些建议形成的实施计划状态进行的检
查）执董会批准了该报告的结论：（1）报告中包
含的与管理信息计划相关的所有关键业绩指标已经
实现或者正朝着及时完成的目标前进，（2）不提
出采取新的补救行动的建议，以及（3）下次报告
中没有需要检查的未完成业绩指标。但是，评估委
员会强调指出，在若干情况下，相关工作仍要继续
进行，并且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实现独立评估
办公室具体建议所基于的更广泛的政策目标。委员
会还指出，将继续在执董会定期检查各项政策问题
的背景下，监测执董会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提出
的建议。

交流与推介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参与
拓宽基金组织的推介工作
正如基金组织工作的许多其他方面，作为其应对
全球性危机的一部分，基金组织的推介工作也有所拓
宽。特别是在2010财年，基金组织执董们和管理团队
成员增加了对各成员国的访问。推介访问为执董会成
员和高级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更多地了解
成员国面临的问题，并向各成员国保证基金组织将信
守向成员国提供必要支持的承诺；在危机背景下，这
种支持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在2010财年，鉴于基金组织对低收入成员国的特
别承诺（见第三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对
成员国的访问中一如既往地包括了相当数量对低收入
国家的访问（见专栏5.5）。在管理层和执董会成员
访问了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国家之外，总裁也在2010
年3月首次以基金组织领导人身份访问了两个欧洲成
员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在波兰，总裁会见了总理
唐纳德 • 图斯克、财政部长雅采克 • 罗斯托夫斯基、
国家银行行长斯拉沃米尔 • 克利兹裴（后来他不幸在
2010年4月坠机事件中丧生，该事件还夺去了许多波
兰领导人的生命），就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讨
论。他还在华沙经济学院发表演讲，向学生们讲述了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情
况以及进一步融入欧洲联盟带来的益处和挑战，并参
加了关于上述论题的小组讨论。在罗马尼亚，总裁会
见了总统特拉扬 • 伯塞斯库、总理埃米尔 • 博克、公
共财政部部长塞巴斯蒂安 • 弗勒代斯库和中央银行行
长穆古尔 • 伊萨雷斯库，就当局的经济规划实施之后
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了讨论。他还与经济学院的学生
们讨论了基金组织在全球危机中的作用，并在议会发
表了关于罗马尼亚经济前景的讲话。
2009年伊斯坦布尔年会也为开展与全球经济决
策范围内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推介活动提供了场合并产
生了良好结果。会议期间举办的研讨会活动，以“金
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和其复苏的影响”的主题，为
世界各地私人部门高管、高层决策者以及其他国际发
展和金融领域的领袖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全球论坛，旨
在通过对话加强全球经济合作。由英国广播公司播放
的“世界辩论”是研讨会活动的焦点，总裁作为小组
成员出席了这场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能够把
握未来吗？”的辩论。一个民间社会政策论坛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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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民间社会组织的代
表、政府官员以及和其他人士，通过一系列政策对
话活动，就年会期间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讨
论。此外，总裁还会见了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将基
金组织治理第四支柱磋商进程推到了顶点（见专栏
4.6）。  
对外关系部的推介活动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承担着基金组织推介计划的
正式责任。这项计划高度重视三类外部团体——民间
社会组织（包括工会）、立法者、民间和社区。通
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基金组织同那些公开就

与基金组织工作有关的话题发表评论的人士以及那些
在公众意见和讨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士，建立了
良好关系。通过推动和发展与立法者的对话和能力建
设，基金组织与决策机构（如各国的议会和国会）开
展良好合作，这些决策机构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政策
选择，同时对公共讨论作出反应并对这些讨论产生影
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基金组织扩大这方面
努力，包括与来自受到危机打击的欧洲国家的立法者
们举行研讨会和会谈，以及与美国国会合作，美国国
会通过了一揽子与基金组织有关的措施，大大增强了
基金组织用于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和扩大对低收入国家
支持的国际资金。最后，基金组织与民间和社区计划

专栏5.5
基金组织在低收入国家的推介工作
阐明基金组织的作用和其采取或建议的政策立
场的原因，是对外推介工作的重点。它的目的是向
广泛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传达基金组织的重要信息。
通常情况下，对成员国的访问推介活动包括与决
策者和主导观点的领袖（政府机关、议会机构的成
员、民间社会代表和私人部门领导人）举行磋商，
以及提供一个机会，由执董会成员和基金组织管理
层强化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支持
承诺。2010财年，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国家是基金
组织对外推介任务的重点，而基金组织如何最好地
支持低收入国家从全球危机中复苏是一个经常性的
主题。
非洲。2009年3月，基金组织和坦桑尼亚政府
成功地联合举办了“变化：应对非洲增长挑战的成
功伙伴关系”会议，基金组织和非洲的领导人为促
进非洲经济增长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这次会议为
基金组织2010财年在非洲推介工作的成功奠定了基
础。坦桑尼亚会议几个月后，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
克 • 施特劳斯—卡恩于2009年5月访问了刚果民主共
和国和科特迪瓦，他聆听了一些关于基金组织如何
能够最好地帮助各国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建议并作出
了回应。此行的内容还包括由总裁在科科迪大学就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发表演讲。2010年
2月，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约翰 • 利普斯基访问了非
洲的利比里亚和加纳，就非洲国家如何受到全球经
济危机影响、它们如何应对，以及基金组织可以怎
样与他们合作以支持他们重返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进行了讨论。访问期间，他与利比里亚大学学生见

面，并在加纳参加了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圆桌讨
论。
2010年3月，总裁再次前往非洲，在肯尼亚期
间，他参加了“非洲的经济转型：未来之路”的专
题讨论，他还访问了赞比亚。 3月份的访问使总裁
有机会讨论最近的成功和非洲大陆需要解决的挑
战，包括严重影响非洲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亚洲。2009年6月，基金组织总裁进行了就任
以来对中亚地区的首次访问，出访目的地包括塔吉
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未
被基金组织归类为低收入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此
次访问的内容包括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国立吉尔吉
斯大学就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发表
演讲。2009年10月，七名基金组织执董会成员组成
的代表团访问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他们的行程包
括访问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个
代表团的工作重点与总裁此前在6月份对该地区的
访问形成呼应，代表团的访问使基金组织执董会有
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2010年3
月，第一副总裁前往越南，出席基金组织和越南国
家银行在河内联合举办的“发展中亚洲在危机后时
期的增长和减贫”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政府高级
官员、商业人士、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媒体人
士，就全球危机后亚洲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和减贫问
题进行了讨论。第一副总裁在发言时表示，亚洲正
引领世界走向强劲的全球增长，但在确保所有亚洲
人民从该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表现中获益方面，还
面临着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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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8b\i\DleXf]KiXejgXi\eZp@ek\ieXk`feXcgfj\jXhl\jk`fe[li`e^Xd\\k`e^n`k_c\X[\ijf]Z`m`cjfZ`\kpfi^Xe`qXk`fej#pflk_^iflgj#le`fej#Xe[
Muna正在提问。右图：  
左图：2010年3月，肯尼亚内罗毕，在与民间社会组织、青年团体和智库举行的会议上，透明国际组织的Akere
k_`ebkXebj`eEX`ifY`#B\epX#DXiZ_)'('%H_]^j@D=DXeX^`e^;`i\Zkfi;fd`e`hl\JkiXljj$BX_en`k_jkl[\ekj]ifd\`^_kle`m\ij`k`\j`ek_\D`[[c\
• 施特劳斯-卡恩与来自中东和北非八
2010年4月，约旦安曼，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阿拉伯语节目直播结束后，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
<XjkXe[Efik_\ie8]i`ZX]fccfn`e^X99:8iXY`ZYifX[ZXjk#8ddXe#Afi[Xe#8gi`c)'('%
所大学的学生合影。

cXYfiXe[kiX[\le`fej #c\^`jcXkfij#Xe[Z`m`ZXe[Zfddle`kp
的互动体现了其对所在社区的慈善关怀。基金组织通
flki\XZ_% K_ifl^_ `kj nfib n`k_ Y_l_b ieY_[jo eh]Wd_pWj_edi#
过捐赠、志愿服务和对社区倡议提供支持，努力向位
k_\@D=\e^X^\jk_fj\n_fX[mfZXk\glYc`Zcpfekfg`Zji\c\$
于华盛顿特区和世界各地的邻里们提供帮助。“相助
mXekkf`kjnfibXe[n_fgcXpXZi`k`ZXcifc\`eglYc`Zm`\njXe[
之手活动”是所有这些努力的基石，基金组织工作人
[\YXk\%9p]XZ`c`kXk`e^Xe[[\m\cfg`e^[`Xcf^l\Xe[ZXgXZ`kp
Yl`c[`e^ n`k_ b[]_ibWjehi# k_\ @D= \e^X^\j n`k_ [\Z`j`fe$
员通过该活动捐钱捐物，支持有关机构向有需求的社
dXb`e^Yf[`\j#jlZ_XjeXk`feXcgXic`Xd\ekjXe[Zfe^i\jj\j#
区提供服务（这些机构目前50%的捐助是由基金组织
k_Xk _Xm\ X [`i\Zk `dgXZk fe Zfleki`\jË \Zfefd`Z gfc`Zp
提供的）。
Z_f`Z\jXe[i\XZkkfXe[`eÕl\eZ\glYc`Z[\YXk\%@ek_\Zfek\ok
f]k_\^cfYXcÔeXeZ`XcZi`j`j#\ogXe[\[\]]fikj`eZcl[\[j\d`eXij
Xe[d\\k`e^jn`k_c\^`jcXkfij]ifd<lifg\XeZfleki`\jX]]\Zk\[
区域咨询小组
Ypk_\Zi`j`jXe[nfibn`k_k_\L%J%:fe^i\jj#n_`Z_gXjj\[X
筹建区域咨询小组的工作于2010财年开始，这些
gXZbX^\ f] d\Xjli\j i\cXk\[ kf k_\ @D= k_Xk gifm`[\[ X Y`^
小组由来自各个地区的专家组成，可以就基金组织在
Yffjkkf`ek\ieXk`feXc]le[`e^kfZfdYXkk_\^cfYXc\Zfefd`Z
其地区部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欧洲、中东和中
Zi`j`jXe[\ogXe[k_\=le[Ëjjlggfik]ficfn$`eZfd\Zfleki`\j%
=`eXccp# k_\ @D=Ëj `ek\iXZk`fej n`k_ Y_l_Y WdZ Yecckd_jo fhe#
亚、西半球）所代表的地区如何更有效地运作提出建
]hWcii\gi\j\ek`kj_ldXe`kXi`Xeflki\XZ_kf`kjZfddle`kp%
议。中东和中亚、亚洲和太平洋、非洲的咨询小组的
K_\=le[jki`m\jkf_\cg`kje\`^_Yfij`eNXj_`e^kfeXe[Xifle[
首次会议已于2010财年度举办，其余小组（西半球、
k_\nfic[Ypgifm`[`e^[feXk`fej#mfclek\\i`e^#Xe[jlggfik`e^
Zfddle`kp `e`k`Xk`m\j% 8 Zfie\ijkfe\ f] k_\j\ \]]fikj `j k_\
欧洲）的首次会议将于2011财年的头几个月举办。一
?\cg`e^?Xe[j:XdgX`^e#k_ifl^_n_`Z_=le[jkX]]ZXedXb\
个包括各小组的更大范围的会议也拟于2011年会期间
[feXk`fejkfjlggfikfi^Xe`qXk`fejj\im`e^e\\[pZfddle`k`\j#
举办。
n_`Z_Xi\dXkZ_\[Xk,'g\iZ\ekYpk_\=le[%

H[]_edWb7Zl_ieho=hekfi
NfibY\^Xe`e=P)'('feXjj\dYc`e^I\^`feXc8[m`jfip>iflgj
Zfdgfj\[f]i\^`feXc\og\ikjn_fZXeX[m`j\k_\=le[ËjXi\X
[\gXikd\ekj8]i`ZXe#8j`XXe[k_\GXZ`ÔZ#<lifg\Xe#D`[[c\

基金组织的青年对话活动
<XjkXe[:\ekiXc8j`X#Xe[N\jk\ie?\d`jg_\i\
fe_fnk_\
=le[ZXefg\iXk\dfi\\]]\Zk`m\cp`ek_\i\^`fejk_fj\[\gXik$
基金组织青年对话活动的宗旨是，与下一代领导
d\ekji\gi\j\ek%@e`k`Xcd\\k`e^jf]k_\^iflgj]fik_\D`[[c\
人一道，就与他们特别相关的经济问题开展对话合
<XjkXe[:\ekiXc8j`X#8j`XXe[k_\GXZ`ÔZ#Xe[8]i`ZXn\i\_\c[
`e=P)'('#n`k_`e`k`Xcd\\k`e^jf]k_\i\dX`e`e^^iflgjN\jk$
作，激励他们提前对实现其所在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
\ie ?\d`jg_\i\# <lifg\  ]fccfn`e^ `e k_\ \Xicp dfek_j f]
所需的政策措施进行思考。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主导的
=P)'((%8YifX[\id\\k`e^\eZfdgXjj`e^Xcck_\^iflgj`jXcjf
大学圆桌讨论构成了这一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首个
jcXk\[]fik_\)'((8eelXcD\\k`e^j%
圆桌讨论活动于2010年2月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经济学
?C<Oekj^:_Wbe]
院举行，随后，3月中旬在埃及、约旦、黎巴嫩、摩
K_\
^fXc f] k_\ @D= Pflk_ ;`Xcf^ `j kf nfib n`k_ k_\ e\ok
洛哥、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又举
^\e\iXk`fef]c\X[\ijfe\Zfefd`Z`jjl\jf]gXik`ZlcXii\c\$
办了一系列讨论。首批圆桌会议在4月4日达到高潮，
mXeZ\kfk_\dXe[kfdfk`mXk\k_\`ik_`eb`e^XkXe\XicpjkX^\
fegfc`Zpd\Xjli\jk_Xkn`ccY\e\\[\[kfj\Zli\jljkX`eXYc\
在约旦安曼，来自该地区的大学生与总裁举行了一场
\Zfefd`Z^ifnk_`ek_\`ii\^`fe%Le`m\ij`kpifle[kXYc\[`jZlj$
座谈会，由英国广播公司（阿拉伯语）主持并在该地
j`fej#c\[Yp@D=jkX]]#]fidXe`dgfikXekgXikf]k_\[`Xcf^l\%
K_\Ôijkf]k_\j\nXj_\c[`e=\YilXip)'('XkCX_fi\JZ_ffc
区进行直播。圆桌讨论将在2011财年里继续进行，之
f] <Zfefd`Zj `e GXb`jkXe# ]fccfn\[ Yp fk_\ij k_ifl^_ d`[$
后还将举办其他活动，以继续和深化这种对话。青年
DXiZ_ `e <^pgk# Afi[Xe# C\YXefe# DfifZZf# JXl[` 8iXY`X#
对话活动还有在线方式，访问者可以通过一个网站进
Kle`j`X#
Xe[ k_\ Le`k\[ 8iXY <d`iXk\j% K_`j `e`k`Xc j\i`\j f]
106
ifle[kXYc\j
Zlcd`eXk\[ `e Xe 8gi`c
行互动并张贴他们的想法。
   + kfne _Xcc d\\k`e^ `e
8ddXe#Afi[Xe#Y\kn\\ejkl[\ekj]ifdk_\i\^`feXe[k_\
DXeX^`e^;`i\Zkfi#n_`Z_nXjdf[\iXk\[Xe[YifX[ZXjkc`m\
XZifjjk_\i\^`feYp99:8iXY`Z%Ifle[kXYc\jXi\\og\Zk\[
kfZfek`el\`e=P)'((Xe[kfY\]fccfn\[Ypfk_\i\m\ekjkf
Zfek`el\Xe[[\\g\ek_\[`Xcf^l\%K_\Pflk_;`Xcf^Xcjf_Xj
Xefec`e\[`d\ej`fe#n`k_Xn\Yj`k\n_\i\m`j`kfijZXe`ek\iXZk
Xe[gfjkk_\`ik_fl^_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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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
截至2010年4月30日1

指定的
Meg Lundsager
Douglas A. Rediker
Daisuke Kotegawa
Hiromi Yamaoka
Klaus D. Stein
Stephan von Stenglin
Ambroise Fayolle
Aymeric Ducrocq
Alexander Gibbs
James Talbot

选举产生的（续）
美国
日本

何健雄
（中国）
罗扬
（中国）

中国

Thomas Hockin
（加拿大）
Stephen O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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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angmanee Vongpradhip
（泰国）
Adrian Chua
（新加坡）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斐济
印度尼西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缅甸
尼泊尔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汤加
越南

Hi-Su Lee
（韩国）
Christopher Y. L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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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摩亚
塞舌尔
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Per Callesen
（丹麦）
Jarle Bergo
（挪威）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冰岛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挪威
瑞典

德国
法国
英国

选举产生的
Willy Kiekens
（比利时）
Johann Prader
（奥地利）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卢森堡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土耳其

Age F.P. Bakker
（荷兰）
Yuriy G. Yakusha
（乌克兰）

亚美尼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格鲁吉亚
以色列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摩尔多瓦
黑山
荷兰
罗马尼亚
乌克兰

Ramón Guzmán Zapater
（西班牙）
Carlos Pérez-Verdía
（墨西哥）

Arrigo Sadun
（意大利）
Panagiotis Roumeliotis
（希腊）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西班牙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
希腊
意大利
马耳他
葡萄牙
圣马力诺
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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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的（续）
A. Shakour Shaalan
（埃及）
Sami Geadah
（黎巴嫩）

选举产生的（续）
巴林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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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allah S. Alazzaz
（沙特阿拉伯）
Ahmed Al Nassar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Samuel Itam
（塞拉利昂）
Moeketsi Majoro
（莱索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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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
苏丹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René Weber
（瑞士）
Katarzyna Zajdel-Kurowska
（波兰）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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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

Aleksei V. Mozhin
（俄罗斯联邦）
Andrei Lushin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Jafar Mojarra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ohammed Daïri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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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巴西）
  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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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vind Virmani
（印度）
P. Nandalal Weerasinghe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斯里兰卡

Pablo Andrés Pereira
（阿根廷）
David Vogel
（乌拉圭）

阿根廷
玻利维亚
智利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Laurean W. Rutayisire
（卢旺达）
Kossi Assimaidou
（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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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里求斯
尼日尔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多哥

1 每个席位的投票权可见年报网页(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10/eng/index.html)上的附录四；执董会成员2010财年期间发生的变化见年报网页
上的附录五。

73

7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年报

高级官员
2010年4月30日

José Viñals，金融顾问
Olivier Blanchard，经济顾问
地区部
Antoinette Monsio Sayeh
非洲部主任
Anoop Singh
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
Marek Belka
欧洲部主任
Masood Ahmed
中东和中亚部主任
Nicolas Eyzaguirre
西半球部主任
职能和特殊服务部
Andrew Tweedie
财务部主任
Carlo Cottarelli
财政事务部主任
Leslie Lipschitz
基金学院院长
Sean Hagan
法律部主任
José Viñals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
Olivier Blanchard
研究部主任
Adelheid Burgi-Schmelz
统计部主任
Reza Moghadam
战略、政策与检查部主任

信息和联络
Caroline Atkinson
对外关系部主任
Shogo Ishii
驻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
Emmanuel van der Mensbrugghe
驻欧洲办事处主任
Elliott Harris
驻联合国办事处特别代表
辅助服务
Shirley Siegel
人力资源部主任
Siddharth Tiwari
秘书部秘书长
Frank Harnischfeger
技术与综合服务部主任
Jonathan Palmer
技术与综合服务部首席信息官
办公室
Daniel Citrin
预算与计划办公室主任
G. Russell Kincaid
内部审计与监察办公室主任
J. Roberto Rosales
技术援助办公室主任
Moises J. Schwartz
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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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的组织结构图
201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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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1 基金组织的财政年度（财年）从每年5月1日到次年4月30
日。2010年《年报》涵盖了2010财年，即2009年5月1日至
2010年4月30日。
2 基金组织的第一份双边借款协议是与日本在2009财年里签
署的。
3 新借款安排是与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两大常备借款安排之
一。

第二章
4 本章以201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
告》中的内容为基础。有关2009年10月和2010年4月的
《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执董会讨论
总结已被纳入这两份刊物，并可从基金组织网站获得（10
月份和4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的执董会讨论分别见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02/pdf/annex.pdf和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1/pdf/annex.pdf，
10月份和4月份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执董会讨论分
别见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09/02 和 www.imf.
org/external/pubs/ft/gfsr/2010/01/pdf/annex.pdf），也可通过
《年报》网页（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10/eng/
index.htm）找到。

第三章
5 摩尔多瓦的安排是中期贷款和中期信贷下的混合安排。
6 关于灵活信贷额度的更多信息见“情况简介：基金组织
的灵活信贷额度”（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fcl.
htm）。
7 见新闻发布稿第09-130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在灵活信
贷额度下批准对墨西哥的470亿美元的安排”（www.imf.
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130.htm）；新闻发布稿第

09-362号，“基金组织执董会结束对墨西哥在灵活信贷额度
下的规划表现的检查”（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
pr09362.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10-114号，“基金组织执董
会再次向墨西哥提供480亿美元的灵活信贷额度安排”（www.
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114.htm）。
8 见新闻发布稿第09-153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在灵活信贷额度
下批准对波兰的205.8亿美元的安排”（www.imf.org/external/
np/sec/pr/2009/pr09153.htm）；新闻发布稿第09-161号，“基金
组织执董会在灵活信贷额度下批准对哥伦比亚的105亿美元的
安排”（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161.htm）；
新闻发布稿第09-367号，“基金组织执董会结束对哥伦比亚在
灵活信贷额度下的规划表现的检查”（www.imf.org/external/np/
sec/pr/2009/pr09367.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09-383号，“基
金组织执董会结束对波兰在灵活信贷额度下的规划表现的检
查”（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383.htm）。
9 题为“对近期危机规划的检查”的报告，见基金组织网站
（www.imf.org/external/pp/longres.aspx?id=4366）。
10 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
蒙古、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
11 见新闻发布稿第10-17号，“基金组织批准对海地1.14亿美元的
援助”（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17.htm）。
12 总额包括对索马里和苏丹的1亿美元的逾期信托基金贷款。
13 见“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2009年执行情况”
（www.imf.org/external/pp/longres.aspx?id=4365）。
14 见新闻发布稿第09-264号，“基金组织执董会支持分配2500亿
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增加全球流动性”，（www.imf.org/external/
np/sec/pr/2009/pr09264.htm）。
15 见新闻发布稿第09-283号，“基金组织理事会正式批准2500亿
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09/pr09283.htm）。
16 关于基金组织监督活动的更多信息，见“情况简介：基金组织
监督”（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urv.htm）。
17 直到最近，涉及第四条磋商的公共信息通告都是只在成员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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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意公布的情况下才撰写和公布的。根据执董会2009年12月
批准的、2010年3月生效的对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的修订，除
非成员国明确反对，否则将撰写和公布这些通告。见第五章的
“透明度”。
18 基金组织协定要求基金组织“监督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其有
效运作。”这一职能被称为“多边监督”。
19 执董会关于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和欧元区政策的讨论细节见讨论
后发布的公共信息通告。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62号，“基金组
织执董会结束2009年与东加勒比货币联盟进行的关于成员国共
同政策的讨论”（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pn0962.
htm），以及公共信息通告第09-95号，“基金组织执董会结束
关于欧元区政策的2009年第四条磋商”（www.imf.org/external/
np/sec/pn/2009/pn0995.htm）。执董会当年还就中非经济货币共
同体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政策进行了讨论；未就这些执董会
讨论发布公共信息通告。
20 《地区经济展望》可在基金组织网站上的地区经济展望网页上
获得（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rerepts.aspx）。2010财
年公布的与《地区经济展望》有关的材料也可从网站上获得。

报（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166.htm）。
27 见“领导人的声明：2009年9月24-25日匹兹堡峰会”（www.
pittsburghsummit.gov/mediacenter/129639.htm）。关于基金组织
工作人员在这一问题上开展的工作的更多信息，见《基金组织
概览》，“基金组织研究如何支付金融部门救助成本”（www.
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0/int011110a.htm）。
28 见“基金组织和民间社会：就金融部门税问题进行的磋商”
（www.imf.org/external/np/exr/cs/news/2010/cso112.htm）。
29 见“金融部门公平而有份量的贡献：致20国集团的最终报告”
（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062710b.pdf）。
30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76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就‘债务偏向
和其他扭曲：税收政策中与危机有关的问题’举行研讨会”
（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pn0976.htm）。
31 执董会研讨会以一份工作人员文件为基础，文件题为“债务偏
向和其他扭曲：税收政策中与危机有关的问题”（www.imf.
org/external/np/pp/eng/2009/061209.pdf）。

21 关于金融部门评估项目的更多信息（包括已开展的金融部门评
估项目清单）以及基于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国别报告的金融体系
稳定评估结果，见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external/np/fsap/
fsap.asp）。

32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118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关于金融体系
危机干预措施的管理的讨论”（www.imf.org/external/np/sec/
pn/2009/pn09118.htm），以及构成执董会讨论基础的工作人员
文件，“金融体系与危机有关的措施和主权资产负债风险”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73109.pdf）。

22 见新闻发布稿第09-336号，“基金组织执董会修订2008-2011
年监督重点”（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336.
htm）。

33 见“评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系统重要性的指南：
初步考虑：致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报告”
（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100109.pdf）。

23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06号，“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基金组织参
与20国集团相互评估过程的框架”（www.imf.org/external/np/
sec/pn/2010/pn1006.htm）。
24 由于基金组织参与相互评估过程与基金组织监督之间有密切和互
补的关系，这里包括了对基金组织参与相互评估过程的讨论。然
而，这种参与是作为基金组织技术援助的一部分而进行的。
25 为执董会讨论提供起始点的一份政策文件概述了这一作用，该
文件题为“20国集团相互评估过程和基金组织的作用”（www.
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120209a.pdf）。
2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21次会议公

34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139号，“基金组织表示，财政规则有
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公共财政”（www.imf.org/external/np/sec/
pn/2009/pn09139.htm），以及执董会讨论所依据的政策文件，
“财政规则——稳定对可持续公共财政的预期”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121609.pdf）。
35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27号，“基金组织讨论退出危机干预政
策”（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27.htm），
及执董会讨论所依据的政策文件，“退出危机干预政策”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20410.pdf），以及三
份补充政策文件：“有关指标在指导退出货币与金融危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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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措施方面的作用：背景文件”（www.imf.org/external/np/pp/
eng/2010/012810.pdf）；“危机后的财政整顿战略”（www.
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20410a.pdf）；以及“退出货币
性危机干预措施——背景文件”（www.imf.org/external/np/pp/
eng/2010/012510.pdf）。

43 见新闻发布稿第09-437号“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接受基金组织
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
pr09437.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10-19号，“约旦接受基
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10/pr1019.htm）。

36 见新闻发布稿第09-236号，“基金组织开设中美洲、巴拿马和
多米尼加共和国技术援助中心”（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09/pr09236.htm）。

44 这 一 工 作 的 最 终 成 果 是 公 布 了 执 董 会 讨 论 所 依 据 的 报 告 ；
见“在数据公布特殊标准中增加金融指标”（www.imf.org/
external/np/pp/eng/2010/022210a.pdf）。

37 见新闻发布稿第09-454号，“捐资承诺大会为基金组织的四个
非洲地区技术援助中心筹集了1.3亿美元的资金”（www.imf.
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54.htm）。

45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41号，“在数据公布特殊标准中增加金融
指标”（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41.htm）。

38 见新闻发布稿第09-108号，“基金组织支持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的第一项专题信托基金即将开始运作”（www.imf.org/external/
np/sec/pr/2009/pr09108.htm）。
39 见 《 基 金 组 织 概 览 》 ， “ 基 金 组 织 努 力 克 服 危 机 暴 露 的
数据缺陷”（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
NEW072909A.htm）。会议网站包括完整的活动安排（附有所
提交材料的链接）、参与者名单以及主要建议一览（www.imf.
org/external/np/seminars/eng/2009/usersconf/index.htm）。
40 见“金融危机和信息缺陷：致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
长的报告”（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102909.pdf）。
41 关于基金组织数据标准的更多信息，见“情况简介：基金组
织数据公布标准”（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data.
htm）。
42 见新闻发布稿第09-146号，“塞尔维亚共和国开始参加基金组
织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
pr09146.htm）；新闻发布稿第09-447号，“阿拉伯利比亚人
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开始参加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
（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47.htm）；新闻发
布稿第09-460号，“伊拉克开始参加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通用
系统”（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60.htm）；
以及新闻到发布稿第10-1号，“海地开始参加基金组织的数据
公布通用系统”（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01.
htm）。

46 在数据公布特殊标准中，各报告元素要么是“规定”公布的
（即对于分析一国的经济表现和政策必不可少的元素），要么
是“鼓励”公布的（即可能提高一国经济表现和政策透明度的
额外信息）。
47 见新闻发布稿第09-162号，“国际清算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
50
基金组织公布证券统计手册”（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10/pr09162.htm）。
48 见新闻发布稿第09-474号，“基金组织宣布，经济与金融统
计机构间小组推出改进的20国集团统计网站”（www.imf.
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74.htm）。该网站地址是www.
principalglobalindicators.org。

第四章
49 见新闻发布稿第09-34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
币与金融委员会公报”（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
pr09347.htm）。
50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33号，“基金组织职责——问题和法律框
架概览”（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33.htm），
以及执董会讨论所基于的两份工作人员报告：“基金组织的职
责——概述”（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12210a.
p d f ） 和 “ 基 金 组 织 的 职 责 — 法 律 框 架 ” （ w w w . i m f . o rg /
external/np/pp/eng/2010/0222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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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金组织为每个成员国确定一个份额，大致是以成员国在世界
经济中的相对规模为基础，并以可比成员国的份额水平作为参
考。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该成员国对基金组织出资的上限，以
及其他一些方面。成员国在加入基金组织时，使用储备资产
（例如特别提款权或者被基金组织认可的其他成员国货币，通
常是美元、欧元、日元或英镑之类的被广泛接受的外币）和本
币认缴份额。基金组织可以使用其持有的国际收支和储备状况
良好的成员国通过份额缴纳的货币来为其他成员国提供融资。
基金组织持有的这些货币，加上其自己所持特别提款权，构成
可用资金。
52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83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就基金组织借
款的操作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基金组织的借款指导方针进行检
查”（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pn0983.htm），执
董会讨论所基于的工作人员文章，“基金组织借款——有关操
作问题”（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61709.pdf），
以及根据执董会讨论发布的“修订的基金组织借款指导方针”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61709a.pdf）。
53 见新闻发布稿第09-248号，“基金组织批准向官方部门发行
债券的框架”（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248.
htm）。具体内容，见“情况简介：基金组织债券发行”
（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imfnotes.htm）。
54 见新闻发布稿第09-272号，“基金组织开始提用双边借款安排
资金”（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272.htm）。
55 见新闻发布稿第09-429号，“新借款安排参与方同意将该安排
规模扩大至6000亿美元”（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
pr09429.htm）。
56 见新闻发布稿第10-145号，“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基金组织
借款安排的大规模扩充以增加应对危机的资金”（www.imf.
org/external/np/sec/pr/2009/pr10145.htm）。
57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51号，“基金组织的职责——未来的融资
作用”（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51.htm），
以及执董会讨论所基于的工作人员文章“基金组织的职责——
未来的融资作用”（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
032510a）和一份补充性文章“基金组织的职责——未来的融资
作用：目前的贷款工具组合以及创新改革的可选方案”（www.

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32510b）。
58 见《基金组织2009年年报：抗击全球危机》第三章，“3月份的
改革”部分（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09/eng/）。
59 在中断期，即使成员国在获批的安排下有未提取款额，也不能
提取，因为按照安排的规定，它们必须定期（即所谓测试日）
接受实绩检验，而数据的滞后使它们无法证明自己符合定期实
绩标准。满足实绩标准进展的要求是为了保护基金组织的资金
安全，当定期实绩标准满足程度的数据变得不理想时，基金组
织可以暂停成员国对资金的提取，从而减少了成员国在规划偏
离目标后仍能提取款项的风险。然而，由于取决于数据时滞的
长度和测试日的频率，中断期有可能导致在一个规划年中，无
法提取时期超过4个月，即使该规划进展方向无误。
60 见“在普通资金账户安排中减少中断期”（ www.imf.org/
external/np/pp/eng/2009/082509.pdf）。
61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94号，“基金组织改革针对低收入国家
的融资工具”（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pn0994.
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09-268号，“基金组织史无前例地增
加了向低收入国家的金融支持”（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09/pr09268.htm）。
62 “意外利润”指的是，出售的黄金数量超过了基金组织作出售
出部分黄金决定时的预计量，因而得到的额外收入，使用金价
为每盎司850美元。
63 见新闻发布稿第10-50号，“基金组织与西班牙银行签署了4.05
亿特别提款权的借款协议以支持向低收入国家的贷款”（www.
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50.htm），新闻发布稿第
10-51号，“基金组织与丹麦央行签署了2亿特别提款权的借款
协议以支持向低收入国家的贷款” （www.imf.org/external/np/
sec/pr/2010/pr1051.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10-88号，“基金
组织与加拿大政府签署了5亿特别提款权的借款协议以支持向低
收入国家的贷款”（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
pr1088.htm）。
64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113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审查了低收入
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并通过了关于提高基金组织支持规划的
债务限额灵活性的政策”（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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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9113.htm）。执董会的讨论基于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工作
人员的一份联合报告，“对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若干
方面的检查”（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80509a.
pdf）。
65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39号，“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了不断变化
的低收入国家融资模式及其对基金组织外部融资和债务政策的
影响”（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pn0939.htm）。
66 见“基金组织支持规划的债务限制：新指导方针建议”（www.
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80509.pdf）。基金组织规划的
外债限制是为了在给予充分外部融资的同时防止不可持续的债
务积累。
67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更主要地涉及低收
入国家，但关于基金组织规划的外债指导方针适用于任何成员
国与基金组织的任何融资安排，而不仅仅针对低收入国家。
68 见“关于针对低收入国家使用世界银行-基金组织联合债务可持
续性框架的工作人员指导性说明”（www.imf.org/external/np/
pp/eng/2010/012210.pdf）。
69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16号，“基金组织审查了优惠性融资资
源的使用资格”（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16.
htm）。
70 更多有关政策支持工具的内容，见“情况简介：政策支持工
具”（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psi.htm）。
71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89号，“基金组织执董会结束了对政
策支持工具使用实践的审查”（www.imf.org/external/np/sec/
pn/2009/pn0989.htm）。
72 执董会的讨论基于工作人员的分析报告，“对政策支持工具使用实
践的审查”（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60409.pdf）。
73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52号，“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了对监督
职责和模式的改革、金融部门监督，以及基金组织的职责”
（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52.htm），以及执
董会讨论基于的两份政策报告：“监督职责和模式的改革”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32610.pdf）和“金融
部门监督与基金组织的职责”（www.imf.org/external/np/pp/
eng/2010/031910.pdf）。

74 更多信息见“情况简介：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www.
imf.org/external/np/exr/facts/fsap.htm）。
75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123号，“基金组织执董会审查了金融部
门评估规划工作、未来的可选方案，以及监督工作和标准与准
则方面的补充性改革”（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
pn09123.htm）。执董会的讨论基于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工作人
员的联合报告，“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十年：经验教训以及
未来十年的改革方案”（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
082809b.pdf）。
76 有关基金组织与其他机构合作的一般信息，见“关于基金组
织—概述：与其他机构的合作”（www.imf.org/external/about/
collab.htm）。
77 有关基金组织与该倡议的合作的更多信息，见《基金组织概
览》，“与银行的协议减少了新兴欧洲的危机可能性”（www.
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int102809a.htm）。
78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09-98号，“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了治理改
革”（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9/pn0998.htm），以
及执董会讨论所基于的政策报告“基金组织治理——问题和改
革方案的总结”（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70109.
pdf）。
79 “执董会向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基金组织治理
改革的报告”（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100309.
pdf）。
80 该报告网址：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42110a.
pdf。
81 见新闻发布稿第10-166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
币与金融委员会第21次会议公报”（www.imf.org/external/np/
sec/pr/2010/pr10166.htm）。
82 见新闻发布稿第09-34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
币与金融委员会公报”（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
pr09347.htm）。
83 见新闻发布稿第09-158号，“基金组织向科索沃共和国发出成
员国加入邀请”（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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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09-240号，“科索沃成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第186个成员国”（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
pr09240.htm）。

91 总预算净额为8.8亿美元加上5200万美元结转，最后获批总预算
封套为9.32亿美元。
92 见2009年基金组织年报“2009年财年精简的结果”部分。
93 从2010财年的实际结转为6200万美元。

第五章
84 当欧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在2009年9月宣布续签《中央银行黄金
协议》时，他们指出，基金组织按照已公布的数量进行的黄金
出售可包括在该协议的上限之内，从而确保基金组织出售的黄
金不会计入公布的官方来源出售数量。
85 见新闻发布稿第09-310号，“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有限的黄金
出售，为基金组织新收入模式提供资金并增强优惠贷款能力”
（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310.htm）。
86 见新闻发布稿第09-381号，“基金组织宣布向印度储备银行出
售200吨黄金”（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381.
htm），新闻发布稿第09-413号，“基金组织宣布向毛里求斯银
行出售2吨黄金”（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13.
htm），以及新闻发布稿第09-431号，“基金组织宣布向斯里
兰卡中央银行出售10吨黄金”（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09/pr09431.htm）。
87 见新闻发布稿第10-44号，“基金组织开始在市场出售黄金”
（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44.htm）。
88 关于特别提款权和相关问题的解释，见专栏3.2。

94 创建这一新框架的动机是，对于基金组织的工作性质，无论是
机构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必要进行更加清晰地沟通。同时，此
举也是为了在对必要的利害得失进行评估时，使产出讨论成为
决策过程时的一个组成部分。
95 由于人事成本约占基金组织总行政支出的70%，为更加准确地
核定基金组织的产出成本，基金组织把核算方式从3个粗略的工
资等级组别的标准成本改变为17个标准成本——对应着工作人
员职业阶梯的每个等级。
96 为了支付开支，还提供了79120美元补充津贴。
97 见新闻发布稿第09-356号，“基金组织总裁提议任命筱原尚之
担任副总裁”（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356.
htm）。
98 见新闻发布稿第10-58号，“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 • 施特劳斯卡恩任命中国的朱民为特别顾问”（www.imf.org/external/np/
sec/pr/2010/pr1058.htm）。
99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04号，“基金组织执董会检查基金组织
透明度政策”（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04.
htm）。
100 见“基金组织透明度政策检查”（www.imf.org/external/np/pp/
eng/2009/102609.pdf）。

89 信用档是指普通资金账户的基金组织贷款，这些贷款要符合用
于解决各类国际收支平衡困难的基金组织贷款的一系列基本政
策和条件（被称为“信贷档”政策）。成员国份额25%以内的
拨付是第一信贷档拨付，要求成员国证明自己正在采取合理的
努力来克服其国际收支困难。超出份额25%以上的拨付被称为
高信贷档提款；它们以借款国达到某些既定实绩目标为条件分
期拨付。这种拨付通常与备用安排（以及新的灵活信贷额度）
有关。不根据任何安排而获得基金组织资金的情况很少，预计
今后仍将如此。

101 见www.ieo-imf.org。

90 从2009财年的实际结转为5200万美元。

104 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的互动”（www.ieo-imf.org/eval/

102 见“基金组织参与国际贸易政策问题”（www.ieo-imf.org/
eval/complete/eval_06162009.html）。
103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35号，“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独立评估
办公室对基金组织参与国际贸易政策问题进行评估后的实施
计划”（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35.htm），
以及实施计划（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11120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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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eval_01202010.html）。
105 见公共信息通告第10-23号，“基金组织讨论有关执行执董会
批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建议的《第三个定期监测报告》”
（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10/pn1023.htm）以及

《第三个定期监测报告》（www.imf.org/external/pp/longres.
aspx?id=4417）。
106 见www.imfyouthdialog.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缩略语
ACRM		
AFRITAC		
AML/CFT		
CAPTAC-DR

基金组织是开展国际货币合作的核心机
构，有187个成员国（截至2010年6月）。世界上
几乎所有国家在基金组织中同心协力，努力增进
共同福利。基金组织的主要宗旨是维护国际货币
体系（即汇率和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使各国
以及各国人民能通过这一体系相互进行货物和服
务交易。这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
平的关键。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讨
论各国经济政策对国家、地区和全球产生的影
响。本《年报》报告了执行董事会、基金组织管
理层和工作人员在2009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
日的财年期间的活动情况。
基金组织的主要活动有：
• 建议成员国实行有助于其防范或化解金融危
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加快经济增长和减
轻贫困的政策；

• 应成员国的请求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以协
助其建立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所需的专长和
机构。
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并且还
在世界各地设有代表处，体现了它的全球活动范
围和与成员国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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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成员国提供暂时融资，协助它们解决国际
收支问题，即解决它们向其他国家的付款超
过其外汇收入而造成的外汇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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