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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财务实力，以及无论经济环境好坏 

都取得的成功业绩，帮助我们的私营部门客户在世界最贫困的 

地方创造机会，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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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本报告总结了国际金融公司在私营部门发

挥的创新和领导作用。报告的编排旨在突出说明

公司的战略——国际金融公司角色（私营部门发

展的领导者，第 32–39 页），国际金融公司的业

务（我们的重点部门，第 40–49 页），国际金融

公司的业务地区（边缘市场，第 50–57 页），国

际金融公司的业务方式（筹集资金，实现最大化

的效益，第 58–65 页）。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收

获对我们最重要的实效和成果——创造机会，改

善生活。

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国际金融公

司致力于为贫困人口提供机会。通过

一路走来的创新和增长，国际金融公

司取得了巨大实效。

领导层致辞

2–5 实效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集团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202 473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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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金融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部分，是全球专门针对私营

部门的规模最大的发展机构。

我们通过资助私营部门投资、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和向 

政府及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

我们通过证明对新兴市场投资的可营利性，扮演催化剂的 

角色。

国际金融公司成立于 1956 年，股东是 184 个成员国，由成员国

共同决定公司的政策。我们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工作，让新兴

市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创造就业、创造税收、改善企业 

治理和环境绩效并为本地社区作出贡献。

国际金融公司的愿景是，人人有机会摆脱贫困，改善生活。



过去五年是对世界银行集团的考验， 

也是对我们回应客户需求的能力的 

考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 

遇到了粮食、石油和金融危机三重 

威胁的挑战。

各国面临着饥饿、贫困、失业和债务问题，这是经济、 

社会和人类的危机，并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这种艰难时期，

世界银行集团加大了工作力度，灵活、迅速、勇于创新、

注重成果，为客户提供支持。在各种挑战中，我们一直 

寻找着机会和希望。

世界银行集团的股东提供了一流的财务基础，支持我

们的重点工作和绩效。 IDA 于 2007 年和 2010 年进行的

两次充资均打破纪录，筹集资金超过 900 亿美元。2010 年，

股东支持 IBRD 进行了 20 多年来第一次增资。今天我们

拥有的是一个资源充足、AAA 信用评级的世行。

我们一直致力于多边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多极增长的

世界经济；致力于通过提高开放性和问责，实现发展的民

主化；致力于分享知识和信息。我们正在为扩大社会问责、

打击腐败和建设良治奠定基础。我们一直关注着所有地区

的贫困人口，尤其是非洲的贫困人口，强调需要为人民建

设财政负责的安全网络，以保护最为脆弱的群体。与此同

时，我们为中等收入国家定制开发了新的产品，这些国家

正在成为愈加重要的增长驱动力。我们的议程还涵盖了性

别平等、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基础设施投资、

灾害预防、金融创新和包容性。

世界银行集团特别重视私营部门在发展中所发挥的关

键作用。我们支持为投资和私营部门活动创造有利环境，

开拓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小额贷款，支持贸易融资，倡导

给予公私合作机制更多重视，鼓励在最需要的国家投资，

特别是那些受冲突影响及脆弱的国家。

国际金融公司在这些努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建

设高效率的私营部门，国际金融公司推动增长，创造就业，

解决贫困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问题。国际金融公司的工

作就是帮助企业家实现梦想，同时造福他们的社区。公司

的工作使得企业和国家在危机来临时更俱韧性，使他们有

能力应对最艰难的发展挑战——从气候变化到粮食安全，

再到创造财富和收入。

2012 财年，国际金融公司提供了 200 亿美元的融资，

其中包括从合作伙伴筹集的约 50 亿美元。在拉斯.斯耐尔

的领导下，国际金融公司视赤贫国家和地区为其战略核心。

今年将近一半的新项目都在 IDA 国家展开，因为国际金融

公司能够为这些国家带来最大的改变。2012 财年，国际金

融公司为 58 个 IDA 国家的 283 个项目投资近 60 亿美元。

在正在经历动荡和转型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国际金融

公司致力于扩宽小企业融资渠道，确保青年可以获得符合

市场需求的工作技能，并为长期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自从 2011 年阿拉伯变革开始，国际金融公司已经在该地区

投资超过了 20 亿美元。

国际金融公司也加强了短期融资的力度，短期融资对

于各国间顺畅开展贸易及保持主要初级商品的价格不超出

可承受的范围至关重要。此项工作的风险相对较低，但是

能极大地促进发展和开放市场进程。

国际金融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展示了一个创新的理念

如何能迅速地在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效益。资产管理公司创

造了筹集资金的新渠道：目前公司管理着 45 亿美元资金，

其中大约 30 亿美元来自之前基本未涉足过新兴市场的外

部投资者。

拉斯.斯耐尔也将完成他在国际金融公司作为执行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的任职。国际金融公司近年来的成功反映

了他的远见、创造力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不懈努力。在

世界银行集团领导层中，拉斯.斯耐尔是大家珍视的合作伙

伴和顾问。

罗伯特 · B · 佐利克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2012 年 6 月 30 日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2007–2012)  
罗伯特·B·佐利克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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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为了推进我们共建繁荣、消除贫困的共同目标，

世界银行集团内部协作及与外部伙伴合作极为重要。

今天，世界银行集团拥有独一无二的机遇，来加速包

容性、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继续支持客户应对迫

在眉睫的压力，尤其是通过帮助客户国建立具有高成本效

益的社会安全网。同时，我们也具备有利的条件，可以通

过贷款、知识、经验和专长来协助各国设计、实施更长期

的发展战略。

我期待着与董事会、我们的伙伴和客户、以及世行集

团位于华盛顿特区和全球各地的尽忠职守的员工一道工

作。我们的使命比以前更为重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

燃眉之急，同时也要展望未来的机遇。我很荣幸承担这一

伟大的工作。

金墉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2012 年 7 月 1 日 

共建繁荣， 
消除贫困

3世界银行集团新任行长 
金墉致辞

我很高兴传送国际金融公司 2012 年年度

报告。报告重点介绍了在全球经济环境 

不佳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公司所取得的成绩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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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公司重新定义了发展融资和

自身的业务方式。我们开发筹集资金的创新方式，加大了

在世界最贫困、最脆弱的地区的工作力度。过去五年，我

们在非洲的投资翻了一番还多，增加了股权融资和短期融

资业务，为全球贸易和小型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流动性。我

们帮助建立重要的全球发展合作机制，在思考厘清私营部

门发展面临的挑战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

我们的成功帮助政府和利益相关者认识到了私营部门

在发展中能够发挥的核心作用。不论是对于需要创业活动

和创造就业的贫困国家，还是对于正摆脱多年冲突、需要

增加税收收入的政府，如果没有私营部门的有效运作， 

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想想看，未来十年需要创造数亿个新就业岗位来降低

失业率；在未来二十年每年需要投入 3,000 亿美元来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没有私营部门，这些不可能实现。作为

全球最大的私营部门发展机构，国际金融公司的角色很 

明确。

新的市场力量正在改变发展格局。我们必须通过建立

伙伴关系创造更多机会，因此我们要与 20 国集团、基金会、

所有的筹资伙伴及世界银行集团各地的同事们展开合作。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们与 20 国集团在融资渠道和包容

性商业领域展开合作；我们努力扩大本地货币融资；我们

与私营部门的企业结成水资源集团伙伴，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我们努力推动更多企业和发展机构采用我们的环境和

社会标准。

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06–2012)  
拉斯·斯耐尔致辞

国际金融公司正在适应转型中的世界。 

以前，发展中国家只占世界经济中的 

一小部分，而现在他们是全球经济增长 

的主要驱动力。

这些国家拥有不断壮大的消费阶层，同时也有超过 10 亿的人

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 1.25 美元。金融危机使得迅速创造就

业机会的需求更为迫切。社会媒体的崛起强化了大家要求政

府和公共机构更为透明和问责的诉求。

新的 
市场力量 
正在改变 
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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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存在不确

定性的时期，银行通常会保留资金，停止在传统上视为有

风险的地区放贷，其中也包括新兴市场。这导致的后果 

会很严峻。因此我们采取了以下应对方法：寻找和催化 

新的资金来源；加大短期融资业务力度；特别重视为妇女 

创造机会——发展中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小企业为妇女 

所拥有。

世界银行集团已经承诺为受欧元区危机影响的国家提

供 270 亿美元的资金。国际金融公司为此做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发起了一系列活动，增加资金供给，支持东欧

和南欧的脆弱市场。

我们在 2009 年成立了国际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长期股权资本的新来源。资产管理公

司已经显示了其潜力：截至 2012 财年底，其管理的资金

达到 45 亿美元。我们也花大力气确保发展中国家继续贸

易和商品融资活动，否则国际贸易将停滞不前。我们的贸

易融资活动，一种低风险的扩大发展效益的方式，保持着

增长势头。

作为让员工和决策机构更接近客户努力的一部分，我

们也在变革国际金融公司内部的工作方式。现在我们有过

半的员工在发展中国家的办事处工作。我们在许多国家成

立了新办事处，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了业务中心来加速业务

处理。通过这些变革，我们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全球

知识和地方专长。我们对成果也予以加倍的重视——推出

了有助于驱动战略和决策的国际金融公司发展目标。

我想感谢国际金融公司的所有员工，谢谢大家让我在

公司的时光不论在个人层面还是职业层面都不曾虚度。国

际金融公司取得的不凡成就，归功于尽忠职守、持之以恒

地专注于创造机会和改善生活的所有员工。

过去六年投身这样的工作是一种荣幸。我们在这里所

做的工作正在产生重大的实效——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

在以前没有私营部门的地方建设富有韧性的私营部门。

我有信心，国际金融公司能够应对发展中世界目前面

临的挑战，能够迅速而富有创造性地抓住新机遇，在未来

的岁月实现我们的愿景。

拉斯 · 斯耐尔

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20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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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 
重新定义了 
发展融资和 
自身的业务方式

5



这是在迅速 
变化的世界中， 
国际金融公司 

取得实效 
的故事。

6



现在不再是那个机构了。自那以来，国际金

融公司已经重新定义了发展融资：设计创新

的金融产品和咨询服务、重视客户并实现效

益的最大化。现在，我们是全球专注于私营

部门的发展机构中的翘楚，办事处遍及近 
100 个国家。

国际金融公司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坚

持汇集我们所有力量成为私营部门发展领导

者的战略，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能产生最大

实效的地方。

五年前，国际金融公司是 
一个主要在华盛顿特区运作、 
专注于项目融资的机构。



战略

实效

咨询

增长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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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通过坚持和创新取得了成功。通过坚守稳定的战略，我们收获

了五年的成长、创新和更广泛的发展实效。现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私营部门

发展机构。

客户

资产管理
公司

12
加大我们在非洲 
的工作力度

10
业务增长

14
咨询服务

12
聚焦边缘国家和  

IDA 国家 

16
短期融资

20
接近我们的客户

18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22
树立我们的品牌

20
思想领袖和重要伙伴

22
实施战略

合作伙伴

国际金融公司成功的基石
国际金融公司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

非洲

短期 

融资

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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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亿美元 个项目

小企业所有者 Mohammed Nasim Ahmed 和他的客车，客车由国际金融公司的客户印度  

Magma Fincorp 私人有限公司提供融资 。

国际金融公司 
的投资项目数量 
翻番，达到

承诺投资额翻番，
超过了

我们将近半数 
的投资项目 
在 IDA 国家：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私营企业的投资增长了一倍，达到了 200 多亿美元，从而能够利

用私营部门的力量创造就业、推动创新，解决全球最迫切的发展挑战。我们进行了

开拓性的工作来减缓经济危机的影响，扩大了我们的业务范围——从 66 个国家增

加到 100 多个。

增长

实效

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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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两人中就有一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因此促

进该地区的发展是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工作重点。在过去五年，我们在这一地

区的投资翻了一番还多，包括筹集的资金在内，总额达到约 40 亿美元。每年在

该地区的投资占到我们全球总投资的约五分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是国

际金融公司咨询服务最活跃的区域，占到咨询服务项目开支的近 30%。

加大我们在非洲的工作力度

IDA

非洲

实效

实效

我们加强了对全球赤贫国家、脆弱及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中等收入国家的边

缘地区的重视，使国际金融公司能够惠及更广大地区的更多人口，人数之多

超出六年前的想象。自 2005 财年，我们对 IDA 的投资翻了三番，达到将近

60 亿美元。国际金融公司近半数的投资项目在赤贫国家展开，约三分之二

的咨询服务项目开支在 IDA 国家发生。国际金融公司在 19 个脆弱及受冲突

影响的国家积极投资，在 32 个这样的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聚焦边缘国家和 IDA 国家

去年国际金融公司 
的客户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提供了超过

12



万个就业岗位。

国际金融公司在卢旺达

进行的改善投资环境工

作帮助创造了 16,000 
个工作岗位和 8,000 个
新企业。



我们在中国的担保交易项目帮助小企业获得了 
巨额融资，达到



我们把咨询服务发展成为了公司的一项主要业务，将其融合

进了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所有工作中。我们的咨询服务工作

重点是扩大融资渠道、促进公私合作模式和倡导可持续营商。

自 2008 财年以来，国际金融公司咨询服务项目开支增长了近

50%，达到约 2 亿美元。我们为 105 个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提

供咨询。

咨询服务

咨询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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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扩大了短期融资业务规模，为全球贸易和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 

流动性。我们的全球贸易融资计划自 2005 年以来已经签发了超过

12,000 份担保。我们继续创新开发新的短期融资产品，包括全球 

贸易供应商融资计划和全球存货融资计划。

短期融资

短期 

融资

实效
国际金融公司的全球贸易 

流动性计划自 2009  
年推出以来，

已经支持了超过 
210 亿美元的 
贸易活动

16



全球存货融资计划帮助 

小农户，如巴拉圭 Pindo 
合作社的农户，更快地 

得到付款

份担保

全球贸易融资计划
已经签发了超过



国际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为贫困人口融资、帮助投资者获益于国际金融公

司 56 年的发展中国家经验提供了一条良好途径。我们在 2009 年成立该公司，

目的是扩大发展中市场的长期股权资本供给，同时增强我们的发展效益。现在，

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 45 亿美元资金。自 2009 年以来，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已

经投资了 33 个项目，总额超过 17 亿美元，其中将近半数的投资进入全球的

赤贫国家。

资产管理
公司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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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近半数的投资进入全球的赤贫国家

在国际金融公司及其资产管理

公司的支持下，南太平洋银行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边远地区的 

农民提供手机银行服务。



在这个经济和技术都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们缩短了与客户的距离，

以便对他们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做出迅速响应。今天，国际金融公司

过半的员工在发展中国家的办事处工作。通过这一举措，我们能够与

客户通畅互动，整合投资和咨询服务，扩大发展效益。我们帮助 1,700
多位客户创造机会，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

接近我们的客户

我们在可持续私营部门发展领域的专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中包括 20 国

集团主要经济体的认可，因此后者要求国际金融公司帮助拓宽中小企业的融

资渠道。我们的客户和伙伴期望我们能够作为思想领袖、发挥汇集力量并提

供发展效益的明确证据。我们的工作帮助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国际

金融公司是第一家报告全部业务发展成果的多边发展银行。

思想领袖和重要伙伴

伙伴

客户

实效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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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发起方之一，国际金融公司与私营部门企业合作 

建立 2030 水资源集团，目的在于减轻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我们使用 50 多种本地货币 
提供融资



通过我们的社会媒体宣传，超过 

 
人了解到了私营部门 
在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国际金融公司进行战略规划的方法严谨而有序。我们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

管理人员团队，确保公司有效地部署资源，注重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和满足客户

的需求。在每一层级，我们都把预算资源、绩效目标与战略重点的实现情况挂钩。

建立管理层架构实施战略

我们已经巩固了国际金融公司作为国际金融机构领导者的角色。通过坚持我们

的品牌价值主张——创新成绩、证明投资挑战性市场可以盈利、提高标准和塑

造政策的影响力、取得的发展效益，我们巩固了这一角色。通过我们的社会媒

体宣传，超过 100 万人了解了私营部门在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树立我们的品牌

战略

品牌

实效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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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财年，国际 
金融公司的 
投资和服务为 
经济增长消除 
障碍，帮助私营 
部门创造就业、 
改善基础设施、
加强粮食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
并应对新兴市场
的其他发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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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财务概览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单位为百万美元，财务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净收入（亏损） $ 1,328 $ 1,579 $ 1,746 $  (151) $ 1,547
对 IDA 赠款 $   330 $   600 $   200 $   450 $   500
对 IDA 赠款前的收入 $ 1,658 $ 2,179 $ 1,946 $   299 $ 2,047
总资产 $75,761 $68,490 $61,075 $51,483 $49,471
贷款、股权投资及债务证券（净额） $31,438 $29,934 $25,944 $22,214 $23,319
股权投资估算公允价值 $11,977 $13,126 $10,146 $ 7,932  $10,979
关键比率

平均资产回报率（GAAP 法） 1.8% 2.4% 3.1% -0.3% 3.4%
平均资本回报率（GAAP 法） 6.5% 8.2% 10.1% -0.9% 9.6%
现金和流动性投资占未来三年净现金需求量估算值的百分比 77% 83% 71% 75% 62%
资本负债率 2.7:1 2.6:1 2.2:1 2.1:1 1.6:1
总资金要求（单位：十亿美元） $  15.5 $  14.4 $  12.8 $  10.9 $  10.4
总可用资金（单位：十亿美元） $  19.2 $  17.9 $  16.8 $  14.8 $  15.0
贷款损失准备金总额/已付贷款总额比率 6.6% 6.6% 7.4% 7.4% 5.5%

*计算方法详见“管理层讨论和分析”和“合并财务报表”，网址：http://www.ifc.org/FinancialReporting

国际金融公司业务概览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单位为百万美元，财务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新增投资承诺

项目数 576 518 528 447 372
国家数 103 102 103 103 85
国际金融公司自有资金  $15,462 $12,186 $12,664 $10,547 $11,399

核心外部筹集资金*

联合贷款1 $ 2,691 $ 4,680 $ 1,986 $ 1,858 $ 3,250
结构化融资 — — $   797 $   169 $ 1,403
国际金融公司的新项目和其他 $ 1,727 $ 1,340 $ 2,358 $ 1,927 —
资产管理公司 $   437 $   454 $   236 $     8 —
公私合作项目筹集的资金2  $    41 — — — —
核心外部筹集资金总额 $ 4,896 $ 6,474 $ 5,377 $ 3,962 $ 4,653

投资拨付

国际金融公司自有资金 $ 7,981 $ 6,715 $ 6,793 $ 5,640 $ 7,539
联合贷款3 $ 2,587 $ 2,029 $ 2,855 $ 1,958 $ 2,382

承诺组合

企业数目 1,825 1,737 1,656 1,579 1,490
国际金融公司自有资金 $45,279 $42,828 $38,864 $34,502 $32,366
联合贷款4 $11,166 $12,387 $ 9,302 $ 8,299 $ 7,525

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项目支出 $ 197.0 $ 181.7 $ 166.4 $ 157.8 $ 130.8
IDA 国家项目比例5 65% 64% 62% 52% 49%

* 指客户由于国际金融公司直接参与筹资而得到的来自其他实体的融资。

1 包括 B- 贷款、平行贷款和出售 A- 贷款参与权 (ALPS)。

2 指公私合作项目由于国际金融公司在中央、地方或其他政府机构发挥了授权首席顾问的作用而得到的第三方融资。

3 包括 B- 贷款和代理平行贷款。

4 包括 B- 贷款、出售 A- 贷款参与权 (ALPS)、代理平行贷款和非融资性风险参与 (URP)。

5 本报告中所有的 IDA 国家和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地区咨询项目开支比例都不包括全球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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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财年，国际金融公司对 103 个发展中

国家投资了创纪录的 204 亿美元，这标志

着过去五年间，我们的年度承诺投资实现

了翻番式的增长。这些投资中包括从其他

投资者筹集的近 50 亿美元资金。我们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总额达到 27 亿美元，

是五年前的近两倍。我们的咨询服务项目

开支增长到 1.97 亿美元，比五年前上升了

50% 多。

我们的客户再一次充分利用了我们的

投资和咨询服务，为贫困人口真正创造了

效益。2011 年，国际金融公司客户帮助 

支持了 250 万个工作岗位，为微型、小型

和中型企业发放了 2,300 万笔贷款，总额

超过 2000 亿美元。我们的咨询服务支持

33 个客户国政府推出 56 项投资环境改革，

促成公私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将为 1,600

多万人提供基本服务。

在取得重大发展效益的同时，我们也

实现了赢利。公司对国际开发协会 (IDA)

赠款前的净收入为 16.6 亿美元，IDA 是世

界银行为最贫穷国家设立的基金。自 2007

财年以来，我们拿出了 20 多亿美元收入捐

助给了 IDA。另外，我们在 IDA 国家的投

资超过 230 亿美元，2012 财年一年就达到

近 60 亿美元。

国际金融公司的全球

成果
37 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29 亿美元
欧洲和 

中亚地区

22 亿美元
中东和 

北非地区

2.5 亿美元
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

27 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

1.3 亿美元
南亚地区

26



204 亿美元
投资，其中包括 155 亿我们的 
自有资金承诺

65% 的咨询服务项目开支是在  
IDA 所服务的最贫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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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财年环境和社会类别的 
承诺数额

类别1 承诺数额  项目数

 （百万美元） 
A 931 17
B 3,629 153
C 6,975 267
FI 3,340 120
FI-1 140 2
FI-2 410 11
FI-3 37 6
合计 15,462 576
1  参见本报告背面第 37 页关于类别的说明。

2012 财年投资额最多的国家1

2012 年 6 月 30 日（国际金融公司自有资金） 

国家  占全球 
 （排名） 投资承诺 总额的 
  （百万美元）  %
印度 (1)  3,965 9 %
巴西 (2)  2,572 6 %
中国 (3)  2,429 5 %
土耳其 (4)  2,329 5 %
俄罗斯联邦 (5)  2,263 5 %
墨西哥 (6)  1,188 3 %
埃及 (7)  1,153 3 %
尼日利亚 (8)  1,106 2 %
菲律宾(9)  1,055 2 %
越南 (10)  1,025 2 %
1  不包括各国在区域性和全球性项目中的份额。

2012 财年的投资承诺情况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合计  $15,461.76 (100.00%)

行业明细

贸易融资  $6,003.67 (38.83%)
金融市场  $3,371.33 (21.80%)
基础设施  $1,447.43 (9.36%)
消费者与社会服务  $1,374.82 (8.89%)
制造  $1,021.30 (6.61%)
农业企业与林业  $1,020.92 (6.60%)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  $490.55 (3.17%)
基金   $484.28 (3.13%)
电信与信息技术  $247.45 (1.60%)

产品明细

贷款1   $6,667.88 (43.13%)
担保2  $6,401.66 (41.40%)
股权投资3   $2,281.91 (14.76%)
风险管理产品  $110.30 (0.71%)
1 包括贷款类、准股权产品。

2 包括贸易融资。

3 包括股权类、准股权产品。

地区明细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679.79 (23.80%)
欧洲和中亚  $2,915.37 (18.86%)
撒哈拉以南非洲  $2,733.25 (17.68%)
东亚和太平洋   $2,548.15 (16.48%)
中东和北非   $2,209.71 (14.29%)
南亚   $1,312.16 (8.49%)
全球  $63.31 (0.41%)
有些金额包含按正式分类属全球项目投资中的地区份额。

投资承诺  
国际金融公司自有资金，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合计  $45,279 (100%)

行业明细

金融市场   $13,881 (31%)
基础设施  $8,608 (19%)
制造  $5,578 (12%)
消费者与社会服务  $3,826 (8%)
农业企业与林业  $3,556 (8%)
贸易融资 $2,961 (7%)
基金  $2,952 (7%)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 $2,392 (5%)
电信与信息技术 $1,520 (3%)
其他 $5 (0%)

地区明细

欧洲和中亚  $10,503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371 (23%)
东亚和太平洋  $7,216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 $6,461 (14%)
中东和北非 $5,585 (12%)
南亚 $4,697 (10%)
全球   $445 (1%)
有些金额包含按正式分类属全球项目投资中的地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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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和非加权总体投资服务  
DOTS 分数

10财年

11财年

12财年

 非加权             加权

2012 财年投资服务各行业 DOTS 分数

基础设施 80 ($3,478)
基金 73 ($945)
农业企业和林业 71 ($2,903)
金融市场 218 ($20,775)
制造 88 ($3,352)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 29 ($1,918)
消费者与社会服务 84 ($1,762)
电信与信息技术 25 ($765)
国际金融公司合计 668 ($35,897)
每个横条左端的数字为评价的项目总数，括号内数字为国际金融公司在这些项目中的投资总额（单位：百万美元）。

2012 财年投资服务各地区 DOTS 分数

东亚和太平洋  96 ($5,645)
南亚  78 ($2,56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48 ($9,98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02 ($4,717)
欧洲和中亚  158 ($8,861)
中东和北非  75 ($3,824)
国际金融公司合计 668 ($35,897)
每个横条左端的数字为评价的项目总数，括号内数字为国际金融公司在这些项目中的投资总额（单位：百万美元）。

2012 财年咨询服务项目开支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合计  $197.0 (100.00%)

业务线明细

融资渠道  $62.6 (32%)
投资环境 $56.5 (29%)
可持续营商 $47.9 (24%)
公私合作 $30.0 (15%)

地区明细

撒哈拉以南非洲 $57.4 (29%)
欧洲和中亚 $34.4 (17%)
东亚和太平洋 $28.2 (14%)
南亚 $27.6 (1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9 (11%)
中东和北非 $17.9 (9%)
全球  $10.6 (5%)

国际金融公司客户领导力奖

国际金融公司的客户领导力奖表彰最

佳彰显创新力、优异的业务水平和卓

越的企业治理的机构。此奖项表达了

公司对那些持有我们的价值观，并践

行我们的可持续最佳实践、实现发展

效益承诺的企业客户的认可。

今年的奖项表彰中东地区生产非专利

药的领先厂商约旦 Hikma 化工企业

所做的工作。Hikma 为该地区的人

民提供高质低价的药物，其中很多人

享受不到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中

东和北非地区第一家获得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批准、为当地市场生产出

口质量药物的化工企业，Hikma 为

其它企业树立了典范。

2009 年，Hikma 推出了注射型肿瘤

药物，其价格比当时的普遍价格低了

多达 80%。那些本来无力进行癌症

治疗的患者从中大大受益。该企业开

展了富有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项

目，通过职业培训和教育活动，让员

工以及更广大的社区增进环境意识并

关注发展。

71%
82%

67%
77%

68%
72%

69%

76%

72%
73%

70%

56%

63%
57%

68%

80%
73%
72%

64%
61%
60%

68%

约旦大学医院的 Abdallah Awidi 医生

用 Hikma 的药物治疗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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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管理团队

Janamitra Devan
副总裁，财务和 
私营部门发展

华敬东

副总裁，资金管理、 
联合贷款与信息技术

Rachel Robbins
副总裁兼 
总法律顾问

Dimitris Tsitsiragos
副总裁， 
东欧和南欧、中亚、 
中东和北非地区

Karin Finkelston
副总裁， 
亚太地区

Thierry Tanoh
副总裁，撒哈拉以南 
非洲、拉丁美洲与 
加勒比地区和西欧

我们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确保国际金融公司有效地部署资源，注重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公司的管理层受益于多年

的发展经验、多元化的知识和多样的文化视角，正是这些素质加强了公司的独特性。管理层团队制定公司战略和政策，致力于让国际金融公司帮助发展

中世界的更多贫困人口改善生活。高级管理人员对传承国际金融公司绩效、问责和合作的企业文化非常重要。



Nena Stoiljkovic
副总裁， 
企业咨询服务

Rashad Kaldany
副总裁， 
全球工业

Dorothy Berry
副总裁， 
人力资源、 
信息沟通和行政管理

Lars H. Thunell
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Gavin Wilson
首席执行官， 
国际金融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Saadia Khairi
副总裁， 
风险管理、 
财务报告和公司战略

Jorge Familiar 
Calderon
副总裁兼公司秘书
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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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全面行动 

创造就业

36
国际金融公司和 

私营部门的力量

34
我们在扩大融资 

渠道中的 

全球角色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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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发展挑战，富有 

活力的私营部门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想 

确保私营部门增长带来的利益能惠及最 

需要的人群——贫困人口，那么就需要 

特殊的领导者来发挥作用。作为全球首要

的私营部门发展机构，我们努力发挥这种

领导作用。

国际金融公司的目标是为人们创造摆脱 

贫困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我们通过利用 

国际金融公司的全球覆盖优势和专长提供

投资和咨询，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的

可持续增长。我们发挥一系列特有的优势

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通过创新加强私营

部门；我们发挥影响力，提高标准和塑造

政策；我们证明了投资挑战性市场可以 

盈利；我们取得了可以测量的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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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给 
私营部门的发展融资中， 
国际金融公司占了

34 私营部门发展



就业。创新。机会。私营部门是这一切的驱动力。 

在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驱动经济增长和

创业，提高生活水平，让人们有机会过上更好

的生活。私营部门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为

政府提供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必

要资金。私营部门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尤为重要，

因为全球经济在更多地冀望新兴市场能驱动更

广泛的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公司拥有独特的优势来催动私营

部门的力量，创造增长，造福穷人。在国际金

融机构提供给私营部门的发展融资中，我们占

了近三分之一，我们提供领先的咨询服务，改

善投资环境，提高营商的可持续性。我们与客

户和决策者合作，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

推广风险管理方法，让市场更繁荣、更透明、

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在世界银行集团致力于调动私营部门资源

以促进强劲而可持续的增长的努力中，国际金

融公司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公司明确了解我们

能带来变化的一些领域，一些需求巨大、仅靠

公共资源无法满足的领域。

为了促进通信、港口、发电、陆地运输、

供水和卫生事业，我们支持在基础设施部门建

立公私合作模式。没有私营部门，重要的基础

设施项目就没有资金来源——发展中国家每年

大约需要 1.1 万亿美元来满足对基础设施服务

的需求。其中大部分的资金将来自私营部门。

我们也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好的投资

环境，因为如果创业者受阻于官僚程序和不必

要的规章，企业就不能壮大，不能创造就业。

我们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其他成员合作，帮助政

府建设有利于创造就业和增长的法律、监管和

制度环境。

在金融市场，我们的项目目标在于扩大中

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加强本地货币债

券市场。我们也致力于拓宽贸易渠道，因为贸

易贡献了全球一半的经济产出，并且是抵御经

济危机的重要屏障。国际金融公司的贸易和供

应链融资计划帮助新兴市场的企业获得亟需的

融资，从而保证了增长和就业。

由于我们在私营部门发展领域的广泛经

验，主要的全球决策机构寻求与我们合作。 

我们正与 20 国集团的主要经济体合作塑造创

新的包容性商业模式。2012 财年，国际金融

公司管理的“G20 挑战之包容性商业创新奖” 

(G-20 Challenge on Inclusive Business Innovation)

表彰了 15 个企业，这些企业发掘创新方式，

改善了处于经济金字塔底部的数百万人口的 

生活。

 

国际金融公司和 
私营部门的力量

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需要

1.1 万亿美元
来建设基础设施

左图

一家雅加达建筑公司的负责人 
Anton Suparlan 说，国际金融

公司在绿色建筑领域的工作 

可能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将拥有 

 “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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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贫困人口，工作是获得更好生活的最可靠

途径。没有工作，人们很难——通常不可能——

照顾自己或家人。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和经济 

动荡。如果这种状况循环下去，贫困就会愈演

愈烈。

这就是为什么失业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

最紧迫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形势最为

严峻——世界四分之三的失业人口，将近 1.5 亿 

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仅仅为了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降低全球

失业率，全球就需要创造上亿个就业岗位。没

有私营部门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

家 90% 的就业岗位都源自私营部门。我们与

客户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确保私营部门不只

是创造很多就业，而是创造体面的就业机

会——这些工作有安全的工作环境、良好的福

利、以及让员工能找到更好工作的充足机会。

这一问题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尤为严重，因

为这一地区的年轻人未能接受符合当今劳动力

市场需求的培训或教育。国际金融公司致力于

解决这一错位问题，通过 “阿拉伯青年就业教

育倡议”(e4e Initiative for Arab Youth)，我们

动员捐款伙伴，与广大的客户网络合作，为高

质量的教育投资。 

我们也在为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项目融

资。我们为埃及的 Orascom 建筑工程公司

(Orascom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投资了 2.5

亿美元，该公司预期将提供 2,500 多个职位，

帮助促进农业生产。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我们为秘鲁

的一家化妆品企业 Belcorp 投资了 1.3 亿美元，

预计将产生近 9,000 个岗位，其中四分之三将

提供给女性。

我们知道，投资和咨询工作的效益不会总

是直接显现。这些效益可能间接产生，难以测

量。例如，我们扩大融资渠道、改善投资环境

的工作会带来本不会产生的就业岗位，但是这

些效益不容易统计。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对就业产生的间接

影响，我们进行了一项首开先河的研究：国际

金融公司对创造就业的贡献，旨在加深我们对

私营部门和就业的理解，完善我们的决策方式。

初期的研究结论已经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创

造就业之间的联系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这些信息，以及我们从客户那里学到的经

验，将不只应用于国际金融公司的工作，而是

将帮助决策者、其他发展金融机构和私人企业

推动创业、提高竞争力、最终创造就业。

我们采取 
全面行动创造就业

发展中国家有

1.5� 亿
失业人口 

我们致力于确保私营部门创

造体面的就业机会——这些

工作有安全的工作环境、良

好的福利、以及员工成长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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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发展中国家 90%的 
就业岗位都源自 
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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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亿家企业 
缺乏发展壮大 
所需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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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对于经济繁荣至关重要。但是在发展中 

国家，两人中就有一人没有银行账户，总数 

超过 25 亿人。近 4 亿家企业缺乏发展壮大所

需的融资。这些企业的信贷缺口估算达 2 万亿

美元。

20 国集团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

资金匮乏是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于是找到国

际金融公司，要求公司帮助实行其新的“全球

金融包容性合作计划”，该计划旨在为最需要

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开拓融资渠道。

我们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应对这种规模

的挑战，不仅需要技能，还需要广泛的合作伙

伴，包括政府、发展机构和私营部门。这是我

们的优势领域。我们具备数十年的经验帮助发

展中国家拓宽融资渠道，与超过 800 家的金融

机构客户网络进行合作。

2012 财年，作为部分与 20 国集团相关 

的工作，我们发起了一项知识共享倡议“全球

中小企业融资论坛”(Global SME Finance 

Forum)，加强中小企业在增长、就业和减贫中

的作用。我们还出版了几份有关促进中小企业

融资的最佳实践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小

企业融资政策指南》(SME Finance Policy 

Guide)，供政府和监管者参考。

正如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咨询项目所证明

的，我们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催化作用。对于许

多中国的小企业，融资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

他们没有当地贷款机构要求的各种抵押资产。

2005 年，中国有关机构推行了鼓励扩大

贷款抵押范围的改革，特别是有价值的动产，

如库存和应收账款。我们是积极的合作伙伴。

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中国一项国家层面的重

点工作，我们的中国担保交易项目为此提供了

帮助。

对此项目的外部评估显示，截至到 2011 年

6 月，中国企业获得了超过 385,000 笔贷款， 

总额超过 3 万亿美元。许多受益方都是小企

业，他们的资产主要以库存和应收账款形式

存在。 

我们在扩大 
融资渠道中的 
全球角色

全球

超过  
800 家
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公司展开合作

国际金融公司支持的一个小额贷款 

公司 Bancamia 提供的贷款支持了 

哥伦比亚 Millar Landy Mateus Quiroga 
的木材小企业。

我们帮助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种植户提高

咖啡的质量和产量，从而增加了他们的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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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20 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 

降低了一半。但是还有 13 亿人口每天 

依靠不到 1.25 美元的生活费艰难度日。

在未来数十年，这些国家的繁荣可能 

面临着新的巨大威胁，包括人口从农村

迁移到城市带来的威胁，因为这种变化

会增加基础设施的压力、危及粮食安全

并损害环境。

设法消除这些风险是国际金融公司的 

工作重点。我们与私营部门合作，帮助

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非洲实现基础 

设施的现代化，让更多人能得到良好 

教育和医疗保障；帮助粮食短缺的地方

增加粮食供给，实现供给的多元化； 

帮助建立强大而富有韧性的地方金融 

市场；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 

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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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非洲基础设施现代化， 

推动良性循环

44
当务之急： 

应对气候变化

42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 

粮食安全

46
支持贫困人口享有更好的 

教育服务和医疗保障

47
开创本地货币融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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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亿美元
的资金承诺，用于气候相关的投资 

%
的应对气候变化 
所需的资金 
将来自私营部门 

42 我们的重点部门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人口增长不断增加 

着食品、水和土地等基本资源所承受的压力。

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局面，尤其是

对于赤贫人口。

要应对这些挑战，私营部门不可或缺——

私营部门预计需提供稳定气候变化所需的 80%

的投资。这样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政府、公民社

会和国际金融组织相互合作。此外，私营部门

的创新可以降低减缓和适应的成本。

国际金融公司把气候变化纳入了业务的几

乎所有方面。通过提供包括风险资本和混合融

资在内的投资、包括设定标准和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经营风险进行基础研究在内的咨询服务，

我们推动创新。在过去几年，我们在项目中引

入了气候相关的公私合作模式，成绩斐然。

2012 财年，国际金融公司在与气候相关

的投资中投入 16 亿美元，占到全年承诺总额

的 10% 还多。我们 2015 财年的目标是将此比

例提高到长期融资承诺的 20%。我们在电力部

门 70% 的投资都涉及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其

中包括 Karadzhalovo，保加利亚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 60 兆瓦的太阳能电站。我们还在全球实

施了 3500 万美元的咨询项目，支持私营部门

进行与气候相关的投资。我们新的公私合作项

目中有约 30% 与气候相关。

提高办公楼、住宅和其它建筑物的能效会

产生巨大影响。到 2030 年，建筑物相关的温

室气体排放可能翻番，其中大部分新增排放来

自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大投资，制定建筑规范，

国际金融公司正帮助全球的建筑商重视可持续

性和能效，从而降低运行成本、减少碳排放，

并降低遇到严酷气候事件时的脆弱性。

在哥伦比亚，我们与中央政府和国家建筑

协会合作制定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绿色建筑规

范”。哥伦比亚将在多达 70 万栋的低收入住宅

建设中实施新规范，这些住宅占到 2020 年前

新开工建筑的 72%。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墨

西哥、菲律宾和越南也在展开类似的工作。

地方金融机构也在气候融资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我们为中国的决策者和银行提供指导和

资源，支持中国金融部门的转型。开创性的“绿

色信贷政策”鼓励中国的银行为采取能效和可

持续措施的公司提供更多投资。这个项目对一

个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世界之最的国家很重要，

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榜样。

当务之急： 
应对气候变化

在我们的支持下， 

EnergoStroy 得以修复 

俄罗斯的蒸汽发电厂， 

并实现了该电厂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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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非洲的 
基础设施

1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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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非洲有很多新近竣工的道路、港口和发电

站，但还是不能满足非洲人民和经济增长的 

需求。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非洲近来的经济

增长凸显、甚至加深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在许多非洲城市，拥挤的道路、清洁用水的 

短缺和频繁的断电就是现实。大部分非洲人口

根本无电可用。

针对这种状况， 2012 年国际金融公司的努

力创造了历史记录。我们第一次投资和筹集了

近 16亿美元资金，用于非洲各类私营基础设施。

投资额是 2011 年的两倍还多。

我们把重点放在任何现代经济都需要的基

本构件：港口、铁路、电信和电力（包括可再

生能源）。

最近的一些成功项目展示了国际金融公司

帮助非洲建设基础设施的多种方式。在塞内加

尔，我们支持私营部门参与达喀尔收费公路的

建设，这条公路将极大地改善首都内部和周边

的交通和贸易。在多哥，我们通过投资和咨询，

支持多哥电力公司 ContourGlobal Togo S.A. 在

首都洛美开发、建设和运营一个 100 兆瓦的热

电厂。

这些项目和许多其他项目都显示了非洲在

大步前行。但是，非洲大陆要打造稳健的基础

设施体系，还需要时间和持续的投资。

国际金融公司也在带头加强非洲的专业 

知识，帮助非洲在发展和指导基础设施项目时，

既能适当地平衡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利益，

也能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

就如何让私营部门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如

何重组国有企业，我们已经成功地为非洲政府，

包括地方城市提供了咨询。在 2008-2012 财年

间，我们对公私合作模式的支持预期促进 1.75

多亿美元的私人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和医疗部

门，从而为 50 万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

政治风险、腐败和监管干扰依然是严重的

障碍，但是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指出了良性 

循环的轮廓：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洲会吸引越

来越多的投资和专家力量，资助和推动未来的 

增长。

实现非洲基础设施现代化， 
推动良性循环

5�0 万
人口获得更好的服务

最左图

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支持下， 

利比里亚的主要电力公司在蒙罗维亚 

为 33,600 新用户接通了供电。

左图

Zorlu 能源集团开发巴基斯坦的风能 

潜力，帮助减轻了该国长期以来电力 

短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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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的粮食足够让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吃饱饭，

而且还有盈余。但是，全球每天有将近 10 亿人还在挨饿，

其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这一矛盾反映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贫困和饥饿

密不可分。贫困人口收入微薄，大部分收入用于食品，

因此他们对粮食价格上涨极其脆弱。即使是短期上涨也

会产生长期的后果，因为孩子们无法摄入健康而有所作

为的人生所必需的食物营养。

粮食价格在过去几年一直快速上涨，带来了迫切的

发展挑战。国际金融公司对此做出了有力地回应。我们

把粮食安全视为战略重点，推出了各种创新举措，帮助

把粮食以可承受的价格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采取了综合举措：重视拓宽农民和农业企业的

融资渠道、建设更友好的投资环境、知识和技术转让、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公私合作模式，以及更高效地使

用土地、水和能源。

2012 财年，我们推出了“重要大宗商品融资计划”，

旨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商品贸易融资，同时响应最

贫困国家的能源需求。该计划预期在未来三年将支持高

达 180 亿美元的贸易额。

通过新推出的“全球存货融资计划”，我们帮助农

民获得稳定收入。按照此计划，农民把农产品交付到 

仓库，即可迅速拿到现金。通常农民必须等待他们的 

产品从仓库运走后才能收到付款，而这可能需要数周 

时间。在此计划中，农民可以凭借其交货的收据立刻 

获得贷款。

另外，我们还把“农业价格风险管理项目”扩展到

了非洲和中东，让这两个重要地区的进出口商能够获得

融资，管理风险。

国际金融公司还在管理世界银行集团“全球农业企

业及粮食安全计划”的私营部门业务，该计划旨在为发

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项目扩大融资。私营部门业务通过

提供贷款、信贷担保和股权投资，支持私营部门活动，

加强粮食安全。

我们知道，单靠我们自己无法应对粮食安全这一挑

战。随着未来 40 年全球人口的增长，粮食产量需要增

加 70%。发展中国家每年平均需要 830亿美元的净投资。

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创新和合作。

国际金融公司具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想条件。

加强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安全

国际金融公司对粮食 

价格上涨做出了有力 

地回应，帮助把粮食 

以可承受的价格送到 

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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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当今的全球经济变化迅速，未接受教育的劳动

力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经专业培训，想找

到能够提供经济稳定性和社会流动性的真正就

业机会基本是天方夜谭。

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收入人口往往就面临这

样的现实。当一代又一代人得不到培训，贫困

就愈加根深蒂固。

通过对教育投资，国际金融公司致力于扭

转这种趋势。我们的项目让更多人接受高质量

的教育，为他们提供符合全球市场需求的技能。

我们对教育企业直接投资，支持针对学生的贷

款，为政府制定政策出谋划策，并分享我们在

此行业学习到的知识。

在过去十年，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兴市场的

卫生和教育企业投资了 22 亿多美元，项目分

布在 30 多个国家。我们在技术和职业教育领

域的工作能产生重大效益，我们还会继续加大

在这一领域的投入。项目针对的对象是未得到

充分服务的人口，这些人常常成为了其家族中

首批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

我们为菲律宾的 TCG 控股集团贷款 2,400

万美元，该集团经营的一系列学校重点培训旅

游接待。我们的投资将支持亚洲旅游接待艺术

学校扩建两个校园，新建四个校园，从而能够

再容纳 5,000 名新生。

成果：菲律宾的中低收入学生，其中很多

是弱势女性，有更多机会接受专业培训，从而

增加找到好工作的机会。

教育和卫生是国际金融公司的重中之重，

我们对新兴市场卫生和教育私营部门的投资超

过任何一家多边机构。我们还与世界银行密切

合作，为没有资源给全民提供高质量医疗卫生

或教育服务的国家设计战略。

国际金融公司通过投资创新业务模式，扩

大获取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渠道。在过去十

年，我们在医疗卫生行业投资了 16 亿美元。

我们与阿基米德全球 (Archimedes Global)

合作，开拓了一种为服务匮乏的人口提供关键

医疗服务的新方式。作为我们在医疗保险行业

的第一笔直接投资，我们为阿基米德卫生发展

公司 (Archimedes Health Developments) 提供

了 300 万美元的股权投资。该公司在格鲁吉亚

和哈萨克斯坦提供医疗保险和卫生服务。这笔

投资将帮助阿基米德在 2018 年以前，开设 24

家诊所，为 67 万人提供保险。

支持贫困人口享有更好 
的教育服务和医疗保障

22 亿美元
投资于新兴市场的卫生和教育企业

中上图

我们在菲律宾支持的专门职业培训 

帮助 Jovelyn Manamat 改善了在 

旅游接待行业就业的前景。

个国家受益于 
国际金融公司的 
卫生和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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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 50 多种 
货币的融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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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图扩大经营的小企业

家碰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本地货币融资的渠道

有限。

本地货币债券市场往往规模小，不够成熟。

银行通常更愿意贷款给更有实力的大企业。这

意味着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长期的本地货币融

资，为了发展，他们被迫以外汇借款。

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20

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认识到了这种

情况带来的风险，因此号召各方齐心协力，为

发展中国家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支

持。他们去年曾说道，这样的市场能在金融危

机时起到“备胎”的作用，让本地投资者成为

强劲的替代融资源泉。

这是我们所擅长的领域。今年，我们获得

了加纳和西非货币联盟八个成员的许可，建立

了本地货币债券计划，该计划将加强国内资本

市场，支持最需要私营部门的国家发展私营部

门。凭借我们的旗舰项目“泛非国内中期票据

计划”，国际金融公司可以在未来十年以加纳

塞地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发行 10 亿多美元

的票据。

在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在拓宽发展中国家

本地货币融资渠道的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我们是为阿尔及利亚、印度、墨西哥、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和泰国发行国内债券提供部分信用

担保的第一家机构。我们以 50 多种货币提供

融资，币种超过所有其他的多边发展机构。

为了进一步发展非洲的本地货币贷款和债

券融资，国际金融公司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

一份主协议，进行跨货币掉期交易。通过此协

议，我们可以受益于双方发行的本地货币债券，

提高彼此支持客户发展项目的能力。这是两家

机构第一次与另一家多边金融机构签署此类掉

期协议。

我们也是首个与中国国内银行签署货币互

换协议、提供人民币贷款的多边机构。通过与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的协议，

国际金融公司将能够为私营部门发展项目提供

人民币长期贷款。

扩大本地货币长期融资是国际金融公司加

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战略的基石。通过与监

管者和当地机构的合作，我们能够促进有效的

资本市场规范。同时我们也能够帮助客户降低

货币风险，从而让客户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扩

大经营规模。

开创 
本地货币融资

在过去

10+ 年间，
国际金融公司是 
本地货币融资领域的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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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等收入国家 

边缘地区的人民生活

54
在最贫困国家开启 

增长和机会之门

52
拓展妇女的 

经济机会

56
帮助国家从 

冲突和不稳定中复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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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贫困斗争，首先要知道穷人在哪里。

20 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截了当：

90% 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贫困国家。 

而现在，在每天生活费低于 1.25 美元的

13 亿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低收入 

国家，其余的都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

这些数字进一步说明了我们要调整与 

贫困斗争的战略。贫困在赤贫国家往往

根深蒂固。在非洲这样的地方，即使 

经济增长强劲，贫困率通常也只是缓慢

下降。在饱受冲突或政治动乱蹂躏的 

国家，消除贫困就更为困难。国际金融

公司视这些国家为工作重点。但是， 

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地区也有大量人口

等待帮助，因此这些地区也是国际金融

公司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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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地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Ouanaminthe，就业机会稀缺。

Rolande Pericles 和成千上万和她一样的人一起，为找到工作、

为家人饱暖而奋斗。

随着多米尼加共和国 Grupo M 所有的 Codevi 工业园的

开发，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国际金融公司的支持下，

Grupo M 得以扩展园区。现在，6500 人在 Codevi 找到了工

作，生产供出口的高质量品牌成衣。这些工人享有医疗和教

育福利，还组织了一个在海地稀有的活跃工会。

Pericles 说：“我先做缝纫机工，随后当了组长，现在我

是一名协调员。薪水为我照顾家和家人带来了帮助。”

海地和世界上其它赤贫国家一样，努力根除可预防疾

病、停止冲突和减少贫困。这些国家符合从世界银行赤贫者

的资金“国际开发协会”借款的条件，在这些国家创造机会

和可持续增长是国际金融公司的重点工作。我们通过综合的

投资和咨询支持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自 2005 年以来，我们对 IDA 国家的投资翻了三番， 

2012 财年达到了将近 60 亿美元。IDA 国家占到我们近一半

的投资项目，65% 的咨询项目开支。我们在这些国家取得

了出色的成绩：国际金融公司每 1 美元股权投资的回报率是

2.45 美元。

我们的财务绩效使我们能为 IDA 充资提供大量资金，

迄今为止已达 22 亿美元。这几乎和我们 24 亿美元的实收

资本一样多。

在最贫困国家 
开启增长和机会之门

右图  国际金融公司支持 Grupo M 
扩大海地的 Codevi 制衣厂，帮助

数千名和 Rolande Pericles 一样的

工人改善了生活。

下图  2011 年，凭借国际金融公司

客户 ACBA-Credit Agricole 银行 

提供的贷款，Mamikon Yepremyan 
开始了乳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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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我们在 IDA 国家展开工作时，把重点放

在那些能够创造机会、能迅速、可持续地改善

生活的项目上。例如在 2012 财年，我们为历

经数年内战、经济基本上全部被摧毁的布隆迪

提供了 550 万美元的一揽子融资方案，用于建

设有 138 个房间的希尔顿饭店。

布隆迪一直在于 IDA 合作，以恢复国内

稳定，加强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布

隆迪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世界银行《2012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布隆迪的经济体改善程

度位居全球第七。

新建的饭店将提供国际水准的住宿和高质

量的会议设施，从而增加布隆迪对企业和国外

旅客的吸引力。预计该饭店将带来 155 个永久

就业岗位，其中三分之一将由妇女承担。

6�0 亿美元
投入到 IDA 国家

自 2005 年以来， 
我们对 IDA 国家的 
投资增长了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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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亿美元
投入到包容性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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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能够改变生活，但是对于居住在不能

用移动电话的边远地区的 16 亿人口，这样的

机会根本不存在。

大多数移动电话公司的业务最终会止步于

国家的某一地理区域，因为这些地区不具备商

业运行的可行性。对于这些公司而言，遥远的

距离和稀少的人口不值得它们投入安装必要设

备的成本。因此，这些地方的人口被隔绝在通

信革命之外。

但是，有一些企业家在给边远地区人口提

供电话服务中看到了商机。这些新崛起的领导

者采用创新的包容性商业模式，为处于经济金

字塔底端的人口带来能负担得起的改善生活的

解决方案，而国际金融公司的专长就是为这些

企业家新秀提供支持。我们也致力于支持中等

收入国家边缘地区的人们改善生活。

一家爱尔兰技术公司 Altobridge 的首席执

行官 Mike Fitzgerald 说道：“边远社区并非亏

本生意。相反地，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大

量实际证据和经过检验的案例说明，所谓边远

社区投资无法带来丰厚回报的迷思是错误的。”

在过去八年间，包容性商业模式投资占到

国际金融公司每年承诺投资的约 7-10%，总额

达到 70 多亿美元。我们在 80 多个国家与 300

多个包容性商业模式客户合作，惠及了处于金

字塔底部的 2.5 亿多人。

我们还致力于加强中等收入国家边缘地区

的私营部门，帮助引进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

急迫的发展挑战。例如在克罗地亚，我们为希

贝尼克城 (Sibenik) 附近的一个风电场融资，这

个风电场不仅为家庭和工厂提供稳定的电力，

同时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在印度尼西亚，Altobridge 的主打产品是

销售给发展中国家移动运营商的“lite site”基

站，售价为 5 万美元，边远乡村地区常规所用

的设备价格奇贵，而这种产品的成本仅为常规

设备的五分之一。凭借专利软件和低成本的太

阳能板，Altobridge 的设备能让客户高效地接

通 3,000 用户的社区。

国际金融公司向 Altobridge 注入了 500 万

美元的早期股权投资。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运营

商之一 Indosat 利用 Altobridge 的设备，在苏

拉威西岛上一个偏远的村庄 Mambi 找到了新

用户，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机场还有 15 小时的

车程。

Mambi 的村民直到最近都基本上没有通

信方式，他们得走三个小时才能打个电话，或

五个小时到最近的医院。现在医院可以把医疗

最新情况以短信的方式发给他们。小企业主可

以用 Indosat 手机打电话，从而提高企业的经

营效率。

改善中等收入国家 
边缘地区的人民生活

有了我们对 Altobrige 低成本

技术的投资，印度尼西亚的 

移动电话运营商能够为边远 

乡村的用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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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市场
拓展妇女的经济机会

化工行业的薪水通常较高。但是在印度，妇女一向

不能进入这个市场，因为人们假定妇女在这种环境

中无法安全工作。

国际金融公司与客户美曼尼 (Meghmani Organics)

合作，着手证明这种假定是错误的。2008 年，我们

帮助美曼尼建立了第一家招收女性员工的化工厂。

在我们协助下，该公司在其新建的精细化工厂

(FineChem) 制定了更适应女性员工需要的政策， 

其中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特殊的卫生和安全要求。

工厂还为妇女设置了单独的更衣室和淋浴设施。

我们的合作为印度的其它化工企业树立了榜样，

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约有 45 名妇女在精细化工厂

工作，其中许多人来自 古吉拉特邦的港口城市达赫

(Dahej) 附近的农村。公司发现，女性和男性一样胜

任她们的工作，而且生产效率更高，也更重视安全

规定。同时妇女也受益于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

以及在家庭和村庄中获得的权威。

妇女是经济增长和机会的重要源泉。在发展中

国家，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引擎，妇女承担了其

中约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全球 40% 的劳动力由妇

女构成。通过扩大妇女成为企业家、雇员、消费者

和利益相关者的机会，我们就能实现地方和全球市

场的转型。

我们为女性企业家拓宽融资渠道；我们为女性

打破商业壁垒；我们与客户合作改善女性的工作条

件；我们与地方商会及其他伙伴合作，为女性企业

家提供经营和管理技能培训。

例如在埃及，我们与开罗投资和房地产开发公

司合作进行了公司治理审查，鼓励经营着全国最大

规模私立学校网络的公司增加女性董事。基于我们

的建议，该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董事会。该公司报

告说，这一举措使得董事会效率大大提高。

自国际金融公司于 2010 年晚些时候推出了 

“寄望于女性”(Banking on Women) 计划以来， 

公司汲取在撒哈拉南部非洲地区获得的经验，在东

欧和东亚投资了 7,800 多万美元支持女性所有的小

企业。2011 年，我们的客户总计为妇女提供了大约

76 万个就业岗位。我们还为新推出的“全球中小 

企业融资基金”投资了 2 亿美元，该基金预计在 

其 10 年的运作期内为 60 万个小企业提供资金， 

其中四分之一将是女性拥有的企业。

在塔吉克斯坦，国际金融公司一个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帮助 
Mastura Asoeva 扩大了编篮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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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5 亿生活在受冲突和不稳定影响的地区的人口，重新开始

并非易事。受战争和内乱影响，安全局势恶化，基础设施和贸

易受损，监管框架被破坏，潜在的企业家也无法获得信贷。

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短期和长期支持，帮助这些地区复苏。

我们支持他们重建私营部门，培育创业氛围，帮助国民重回职场。

卢旺达不到 20 年前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使国家丧失了多达

五分之一的人口，经济增长和私营部门投资对于减少贫困至关

重要。但是该国的企业家一直以来不得不应对无数法律和行政

障碍，官僚程序使得注册公司、解决商业冲突或进行跨境贸易

都很困难。

通过卢旺达投资环境改革项目，国际金融公司帮助该国政

府革新了复杂的规章制度。其成果是新增了 1.6 万个就业岗位

和 8,000 家企业。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卢旺达在全

球投资环境改革国家中位居前列。投资环境改善后，企业家们

更有可能开设新企业、创造就业和在国内投资。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阿拉伯之春使得发展

挑战更为严峻。自从 2011 年动荡开始，国际

金融公司已经投入了 20 多亿美元。我们采取

了一系列行动，旨在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提高工作技能、增加重要

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国际金融公司在冲突后地区展开的第一步

工作通常是咨询服务，咨询服务能吸引投资，

在个体层面上，对于寻求崭新开始的企业家能

起到改天换地的作用。

例如在矿产资源丰富的科特迪瓦，过去

10 年的政治和军事乱局基本上摧毁了采矿工

业。国际金融公司通过西非萨马资源公司 (West 

African Sama Resources) 投资了 120 万美元，

支持一个镍铜勘探项目。该项目将创造就业，

促进增长。同时项目也将为该国未来的投资项

目树立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2012 财年，国际金融公司在脆弱及受冲

突影响的地区投资了 45 个项目，总计 5.37 亿

美元，同时还实施了 3,100 万美元的咨询服务

项目。二月份，世界银行在肯尼亚内罗毕新建

了一个“冲突、安全和发展全球中心”。通过

提供亟需的资金援助和专业知识，该中心将帮

助饱受战争蹂躏的贫穷社会重建经济。

帮助国家 
从冲突和不稳定中复苏

5�.37 亿美元
投入到冲突后地区

45 个冲突后地区项目得

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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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经济不稳拖累，流向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出现大幅下降。过去两年间，私

人资本流动减少了将近 25%。发展中国

家得到的援助也有下降。

在资源紧张的时期，国际金融公司一直

坚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我们

也不断带来更多其他投资者，以补充我

们自己不断增加的投资。例如在 2012 财

年，我们带来的投资者投资额约达 50 亿

美元，差不多占到我们总承诺投资额的

四分之一。

开拓新的资金源泉对我们的工作至关 

重要。我们通过以下方式来开拓新资金

源泉：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其他 

发展中国家投资；利用私人股权基金 

资源；寻找各种创新方式，在最需要的

地方释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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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资金， 

促进新兴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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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投资的重要性 

日益增加

64
为什么贸易融资 

对于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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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联合贷款达到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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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筹集了将近 50 亿美元资金，比我们

2007 财年的筹集额增加了约 11 亿美元（参见

第 25 页的业务概览）。

国际金融公司的联合贷款计划是多边发展

银行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联合贷款计

划，我们通常通过该计划筹集第三方资源。我

们为投资者提供多种联合贷款产品，让他们与

我们一起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投资。2012财年，

我们筹集了 27 亿美元的联合贷款。

国际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是我们筹集资

金工作中迅速壮大的组成部分。作为国际金融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不仅让投资

者得以分享我们的专长，而且能提供可观的股

本回报和发展效益。2012 财年，在我们筹集和

承诺的资金中，国际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占

了 4.37 亿美元。

我们在铁路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包括三家欧

洲发展融资机构（荷兰 FMO， 德国 DEG 和法

国 Proparco）和国际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管

理的一项基金。一家基于埃及的私人股权公司

Citadel Capital SAE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条铁路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改善。货运量

增加了 8%，客车的频次增加了一倍。事故率

已经降低了将近一半。单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做

到这些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

肯尼亚到乌干达的铁路从印度洋的蒙巴萨一直

延伸到维多利亚湖的岸边，长度约 1,500 英里，

其中经过了干旱的灌木丛地、高原地区和山谷。

这条铁路是东非至关重要的交通和贸易连接线。

但就在几年以前，由于几十年的资金匮乏

和管理不善，铁路网络每况愈下，事故频繁发

生，火车的周转时间难以预测。

要让这条具有悠久历史的铁路线再次正常

运转，私人投资不可或缺。2011 年，我们与几

家金融机构一道，为铁路新的所有者非洲铁路

有限公司筹集了 2.74 亿美元资金。非洲铁路有

限公司投资新设备，请来技术专家，致力于修

建一条更快、更安全的铁路。

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让他们与我

们一道投资，是我们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通

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做到自己独立难以完成

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聚集资金，

而且也能集聚知识和专长。

凭借出色而持续的赢利能力，我们能够有

效地筹资资本。2012 财年，我们与银行、国际

金融机构、主权基金、基金会和其他伙伴合作，

肯尼亚-乌干达这一重要铁路的长度为

1,46�0 英里

左图

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帮助下，以前 

延迟和事故常发的肯尼亚-乌干达

铁路线现在为私人拥有，并发生了

显著的改变。

右图

国际金融公司帮助哥伦比亚筹集了 
27 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该国的

一条主要交通干道：太阳之路高速

公路 (Ruta del 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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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

长期以来，国际金融公司善于创新，挖掘

新的资金来源，支持新兴市场发展，特别是在

危机和不确定性时期。正如我们的经验所示，

私人股权投资在这方面能发挥重大作用。

我们是新兴市场私人股权基金的大力支持

者，而且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为这些基金

投资。我们 30 亿美元的私人股权投资组合投

资于全球约 180 个基金。通过这些投资，我们

把我们的绩效标准和政策要求带到了这些基

金，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旗下项目的环境和社

会绩效。

我们支持私人股权基金，因为这些基金为

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和专业知识。2011 年，我们

的私人股权投资帮助支持了约 795,000 个就业

岗位，占到国际金融公司客户提供的所有就业

岗位的近三分之一。

在一些赤贫国家，我们常常是第一个私人

股权投资者。今年，我们在遭受地震灾害的海

地进行了第一次私人股权投资。我们为“李奥

帕资本海地基金”(Leopard Capital's Haiti 

Fund) 投资 1,000 万美元，支持低价房建设、

可再生能源和粮食生产。

美元投入了遭受 
地震灾害的海地

释放资金， 
促进新兴市场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贷款是件难事，而

且可能很快还会变得难上加难。

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监管机构急于探

索新的举措，以避免出现纳税人被迫为救助银

行买单的情况。根据新的全球规定，银行必须

筹集 6,000 多亿美元资金作为潜在损失准备金。

随着这些规定在 2013 年生效，银行将面临艰

难的抉择。

银行的一种抉择可能是减少放贷，特别是

针对新兴市场的中小企业贷款，因为新兴市场

对银行的资本要求相对更高。

我们预料到了这一挑战，因此支持建立了

一项创新基金，帮助银行在不违背资本限制的

情况下，增加对新兴市场中小企业的贷款。今

年，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建的“资本释放和重新

部署基金”投资 1 亿美元，该基金由私人股权

公司 Christofferson, Robb & Company 管理。

该基金把中小企业贷款的部分信贷风险转

移给第三方，从而释放出资金发放更多贷款。

基金预计还将从其他投资者那里吸引另外 3 亿

美元投资，这样将在新兴市场促成达 40 亿美

元的中小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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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投入了遭受 
地震灾害的海地

2012 财年， 
我们在海地 
进行了 
第一次私人
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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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需要私人资本。但这些资本不能全部

依赖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限

制了银行放贷的能力和意愿。

资本在发展中或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流动，

即南南投资对于深化金融市场、引领增长和增加

新的资金来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南南投资也是国际金融公司的一个战略重

点。在过去八年多，此类投资占到我们项目和承

诺投资额的 20%，特别是在赤贫国家、非洲和

中东地区越来越多。根据独立评估小组的研究，

这一努力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发展成效，并帮助提

高了环境和社会标准。

国际金融公司正在与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合

作，以确保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断增加的投资不仅

赢利，而且可持续。通过遵守稳健的环境和社会

标准，这些项目从长远来看会更加成功，而且贫

困人口能直接受益。

2012 财年，国际金融公司为 41 个南南项目

投资 15 亿美元。我们为加纳沃达丰公司安排了

1.15 亿美元的联合融资，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国家

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7,200 万美元的平行

贷款。这是中国的银行第一次参与国际金融公司

南南投资的重要性 
日益增加

20%

的投资额用于南南项目 

在非洲的资金筹集活动。利用银行业来实施环境

和社会标准，这是国际金融公司找到的一个新途

径。此项交易将支持更加可靠、经济、具有竞争

性的电信服务，因此穷人将从中受益。

南南投资不只是从中国单向流动。我们也在

帮助私营部门基金进入中国的贫困地区。国际金

融公司正与 XacBank（蒙古第四大银行，也是该

国领先的小额贷款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合作，在

中国最贫困、最边远的省份之一新疆成立一家小

额信贷公司。该项目将通过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

渠道，创造就业，推动创业。

国际金融公司也鼓励非洲国家之间跨境投

资，这种趋势有利于这些经济体走出多年的冲突，

创造一个有益于创业的环境。

2012 财年，我们为尼日利亚的 Vitafoam 融

资 280 万美元，帮助其在塞拉利昂扩展业务。这

是国际金融公司在塞拉利昂十年前结束内战以来

投资的第一个制造业项目。该项目展示了非洲国

家之间投资的重要性，并发出了塞拉利昂开放经

济的信号。最重要的一点是，该项目将带来就业

和政府收入，降低塞拉利昂对进口的依赖性。

在国际金融公司融资

的支持下，土耳其 
Zorlu 能源公司 

正在修建风电场， 

该风电场将有助于 

减轻巴基斯坦严重 

缺乏电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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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贸易依赖资金的存在。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贸易融资是金融动

荡时期第一批失踪的事物之一。

今年，发达国家经济下滑伤及了亚洲、非洲和拉美

的企业。几家传统的提供大量贸易信贷的欧洲银行削减

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入。随着贸易融资总量缩小，

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国际金融公司挺身而出，填补空缺，在多边发展银

行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过去几年，我们大幅增加贸易融

资的投资，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全球倡议，扩大发展中

国家的贸易融资。今年，我们也成为了第一家开始测量

我们贸易信贷工作的发展成效的国际金融机构。

我们认为，贸易融资为我们扩大发展效益展示了巨

大的机遇。部分原因在于私营部门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满

足需求，根据一些估算，贸易融资的“市场缺口”至少

为 250 亿美元。另一原因在于我们发现，借助贸易融资，

我们可以在所有的战略重点领域取得进展，有助于改善

那些最需要我们支持的人们的生活。

为什么贸易融资 
对于发展很重要

自 2005 年以来，我们的全球贸易融资计

划已提供了 12,500 多项担保，总额达到 190

亿美元，其中超过半数都在赤贫国家。这项计

划为我们在超过 15 个脆弱及受冲突影响的地

区展开工作提供了机会。在该计划提供的贸易

信贷担保中，超过 80% 惠及中小企业。该计

划超过 25% 的承诺投资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

供支持。

我们的全球贸易流动性计划自 2009 年实

施以来，已经提供了 210 亿美元支持贸易。

2012 财年，我们这两项计划的总投资承诺达

到 61 亿美元，比 2011 财年提高了 23%。

80%
的贸易信贷担保惠及 
中小企业

的贸易融资 
承诺用于支持 
农民和农业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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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www.facebook.com/IFCwbg 

Twitter
www.twitter.com/IFC_org 
#IFC and #IFCAR2012 

LinkedIn
http://www.ifc.org/LinkedIn 

Scribd
www.scribd.com/IFCpublications 

YouTube
www.youtube.com/IFCvideocasts 

国际金融公司网站

www.ifc.org 

社交媒体索引

www.ifc.org/SocialMediaIndex 

年度报告

www.ifc.org/AnnualReport 

有关以下一些重要主题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如下网站资源： 

国际金融公司 / 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 
www.doingbusiness.org

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妇女、 

营商和法律联合项目 

http://wbl.worldbank.org/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国际金融公司各领域工作简介 

www.ifc.org/issuebriefs

国际金融公司项目地图工具 

www.ifc.org/projectmappingtool

非洲：私营部门的力量 

(Africa—the Power of the Private 
Sector) 
www.ifc.org/TOSAfrica

气候变化：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

(Climate Change—Private Sector 
Solutions) 
www.ifc.org/TOSClimatechange

基础设施：私营部门的作用

(Infrastructure—How the Private 
Sector Helps) 
www.ifc.org/TOSInfrastructure

国际金融公司的网站 (www.ifc.org) 提供有关公

司业务活动各个方面的全面信息。网站内容包

括：世界各地办事处联系信息、新闻发布稿、

专题报导、成果测量数据、投资项目建议信息

披露文件和涉及国际金融公司和公司客户企业

的关键政策及指导原则。

《国际金融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的网络

版提供可下载的 PDF 文件，包含印刷版的全

部内容和其他语种的译文（其他语种的译文将

稍后在网上发布）。网络版年度报告的网址：

www.ifc.org/annualreport。网站还提供更多有

关可持续性的信息，包括一项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的指数。 

网站资源

Web 和社交媒体资源

www.ifc.org/annu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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