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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已安然度过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活动经过以往两年放缓后，现正日趋回升。

最重要的是，国内需求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为日前亟需的经济再平衡发挥

作用。为了保持这一成果并在更为长远的未来实现强健的包容性增长，我们仍需新的改

革动力。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实现繁荣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

自成立五十余年以来的工作核心。我们携手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国家，一同致力于建立一个

更强大、更清洁且更公平的世界经济。通过广泛汇集政策社群经验、我们的实证分析以及

成员国和合作伙伴所积累的专业知识，我们旨在为了全民的利益传达并完善世界各国的政

策制定。

经合组织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与中国开展的合作深感荣幸。今天，作为一个充满

活力的世界经济引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种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重

要意义。经合组织在诸多政策领域的工作尤为契合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
年）中的重点内容，例如结构性改革、社会包容、城市化、教育、绿色增长和节能。 

经合组织秘书长

安赫尔•古里亚

(Angel Gurría)  

1

www.oecd.org/china



www.oecd.org/chinawww.oecd.org/china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以及创新政策实践的发掘者，中国是经合组织的关键合作伙伴。中国政府官员在经合组织

内各机构和横向项目中的参与程度逐年上升。中国自身通过积极参与本组织的工作而从中受益，仅举几例，

如税收和财政、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等领域。 

我们期待继续加强并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了制定、推动并实施“更好的政策，更美好的生活”

这一理念，本宣传手册简述了双方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还强调了进一步增强双方未来合作中所蕴藏的巨大潜

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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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经合组织与中国的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是中国与经合组织之间合作事务的协调机构。多年来，商务部在发展

与引导双方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他一系列部委和机构亦参与其中。

2012年12月，经合组织和商务部联合举

办了中国与经合组织合作研讨会。二十

八个部委和机构以及若干经合组织成员

国和欧盟分别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在研

讨会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及科技部就其与经合组织的合作经验

给予了积极的反馈。商务部部长助理俞

建华出席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俞

部长助理积极肯定中国与经合组织政策

对话与合作，表示中国正处在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而经合组织也

在努力扩大与非成员经济体的关系，希

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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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合组织方面，全球关系秘书处协助总秘书处处理我们与非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全球关系中的战略规

划和优先事宜安排。全球关系秘书处促进非成员参与经合组织委员会并遵守经合组织的标准和文书，同时担

任其在本组织内的统筹联络点。此外，它还服务于经合组织内部的对外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监督经合

组织的整体全球关系。

“中国与经合组织之间必须建立一种

互利型关系。经合组织固然可以通过

其最佳做法和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建

议助力于中国迈向更具可持续和包容

性发展的改革，同时，中国对该组织

的贡献对于为解决全球挑战而制定更

为切实有效的政策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

前，拓宽和深化这种互利合作关系正逢其时。我

们欢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政策网络内的全球辩

论。”

Kyung Wook Hur 
韩国驻经合组织大使
中国思考小组主席

“为在全球治理中持续发

挥关键作用，经合组织必

须适应全球化。在尤其是

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的作用日益重要的时

代里，我们应找到与这些新伙伴的

合作之道。因此，在本组织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关系中，我们与中国之

间的合作便成为重中之重。”

Pascale Andreani  
法国驻经合组织大使
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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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

保持经济韧性

经合组织考察宏观经济、结构政策和发展，包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定期对成员国和关键合作伙伴

国家开展“经济调查”，对它们的主要经济挑战进行深入分析，并借鉴国际最佳做法提出改革方案。

 
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合作进行的第三次中国经济调查于2013年3月发布。本次调查聚焦如何保持强劲的且在

环境上可持续的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展了深入分析。本次调查同时还探讨了财政政策

框架的改革需求，以确保在有助于促进平稳增长的同时，各级政府能够资助必要的公共产品。本次调查中所

讨论的改革系中国于2020年之前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必经之路。

此外，经合组织每年发布两期《经济展望》报告，分析全球经济的近期发展，并对包括中国在内41个经济体

的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另外一份出版物《力争增长》则从比较的视角概述各经济体为维持强劲、稳定增长而

制定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和改革重点。2013年版《力争增长》强调了中国从深化教育改革、加强移民社会保障

以及放松对私营机构进入国有企业主导性行业的限制等方面可以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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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绿色增长举措

绿色增长战略于2011年召开的经合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提出。该战略启动了一项长期议程以支持各国和国

际社会为实现绿色增长而付出的努力。三份报告形成了该战略的基础（i）《迈向绿色增长》，（ii）《迈向

绿色增长：进展测量——经合组织指标》，及（iii）《实现绿色增长的工具》。

经合组织能够为各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国家就制定

和实施经济、环境、投资和创新政策提供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建议。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绿色增长

战略时，经合组织的工作可包括：评估绿色增长和

减贫之间的联系，确认农业和基础设施等部门需要

进行的改革，以便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

由于城市拥有世界人口中半数以上的人口并且面临

当今的诸多环境挑战，经合组织为城市实现绿色增

长提出了经由同行评审过的建议。特别是，经合组

织一直积极支持中国自身的绿色经济举措，例如，

出版《广东省区域评估》（2010年）以及《中国的

城市化与绿色增长》（2013年），这两份出版物将

《迈向绿色增长》

ISBN 9789264094970
《迈向绿色增长：进展测

量——经合组织指标》

ISBN 97892641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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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for Delivering  
on Green Growth 
 
 

OECD Green Growth Papers

www.oecd.org/greengrowth

Green Growth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ULTATION DRAFT

June 2012

《实现绿色增长的工具》 《绿色增长与发展中国家》

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2013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

调查》还专设一章来论述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社会

包容。

经合组织亦曾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领导下的一个绿色经济特别工作组。2011年年底，

该工作组就如何发展绿色经济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

若干建议。2011年3月，经合组织为工作组专家举办

了一期研讨会，会上专家介绍了经合组织在涉及绿

色增长等关键议题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在正在进行的《新兴与发展中亚洲迈向绿色增长》

研究项目中，中国还将成为参照国家和基准。该报

告将于2014年发布。

 Î www.oecd.org/green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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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发展和城市化

经合组织通过开展比较分析及各国间的同行评审研

究区域发展政策如何能够最好地促进地区竞争力以

及有效、创新的区域治理。此外，经合组织还设定

标准以促进区域政策的良好实践。

在中国，由于城市发展是政策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所

以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政策议程中占据优先

的位置。经合组织携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撰写了

一份《中国的城市化与绿色增长》报告。在之前针对城

市发展趋势和政策所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本报告着重

论述了中央政府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增长政策的实施以

满足中国“十二五规划” 两大支柱“绿色发展”和“城

市化”中所强调的目标。该报告还是我们目前在经合组

织内外开展的城市绿色增长相关工作的核心之一，因此

是对国际社会了解城市和环境政策的一项重要贡献。

 
 
 
 
 
 
 
 

 
 

经合组织国家的城市化趋势与政策 
对中国的启示? 

 

 

 

 

 

                                       

 

 

《经合组织国家的城市化趋势与

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ISBN 9789264092259

《经合组织区域评估：中国广

东省》（2010年）

ISBN 978926409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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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经合组织以广东省为对象，对中国地区开展了首次区域评估。该评估讨

论了如何利用经合组织的区域发展指导方针和最佳做法来帮助解决广东省所面临

的经济和环境挑战。此外，中国其他城市，如大连、天津、青岛、烟台也被列入

2009年《泛黄海地区跨边界城市合作》的研究中。

经合组织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目前正在为下一步工作，即《国家城市政

策评估》做准备。该评估将对全国的城市政策开展评议。

为了便于在地方各级开展比较分析，经合组织建立了一个囊括人口、经济、劳动

力市场、创新及其他统计数据的综合性区域与都市数据库。经合组织正在与国家

统计局积极开展合作将地方各级的数据纳入其中。这些数据目前已包含中国地区

和城市大量且不断增加的关键指标。

 Î www.oecd.org/gov/ruraldevelopment 
 Î www.oecd.org/gov/cities

《经合组织区域评估：泛黄海

地区跨边界城市合作》（2009
年） 

ISBN 978926407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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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食品安全

提高农业生产率增长是中国主要农业政策目标之

一。为了确认并推动能够加强食品安全和提高农业

生产率的政策，经合组织一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20
国集团经济体保持紧密合作。去年，经合组织和联

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粮农组织）联合编写

了《农业生产率可持续增长和缩小小型家庭农场差

距》的20国集团报告。该报告为《洛斯卡沃斯20国
集团领导人宣言》提供了重要信息。该宣言呼吁经

合组织制定一个用于分析最佳政策如何以可持续方

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框架以及提高农业用水效

率的方案。

此外，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每年出版《经合组

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2012年版对2012年至

2021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

济体的大宗商品中期前景进行了详细的预测，并专设一章论述农业生产率的可持续性提高。2013年版将通过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CAAS）密切合作的方式进行编写，其中有关

于中国农业的专题。同时，经合组织正在与粮农组织合作，以提升中国开发农产品市场监控模型和工具的能

力，而且双方还正在合作编制农业展望报告，旨在提高中国的战略制定能力，确保稳定国内粮食供应。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BRIDGING THE GAP FOR SMALL-FAMILY FARMS 

Interagency Report to the Mexican G20 Presidency 

With contributions by Bioversity, CGIAR Consortium, FAO, IFAD, IFPRI, IICA, 
OECD, UNCTAD, Coordination team of UN High Level Task Force on the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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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021年经合组织——
粮农组织农业展望》

ISBN 9789264173026

《农业生产率可持续增长和缩

小小型家庭农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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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agriculture
 Î www.oecd.org/agriculture/code

出版物《农业政策监测与评估》对中国的农业政

策保障手段和政策制定情况进行两年一度的评

估。2011年版回顾了中国政府在2009年至2010年期

间对农产品市场的干预措施以及其对贸易和国内经

济的相应影响。2013年将发布新版本，其中有一章

节重点介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

农业风险管理已成为中国的一项政策重点。经合组

织目前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从农

场层面对农业风险管理进行分析。有关发达经济体

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风险管理的最终报告

将于2013年发布。

经合组织是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特定农林信息和商

品认证和标准化的重要参考。自1988年以来，中国

一直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拖拉机协定》（OECD 
Tractor Codes）的积极成员。

《经合组织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农

业政策监测与评估》（2011年）

ISBN 9789264106178

《经合组织绿色增长研究：

粮食与农业》

ISBN 97892641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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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有效的发展合作

中国有着提供发展合作的悠久传统。随着其所提供国际援助的不断增加，

中国正在努力优化其南南合作管理体系以及提高对外援助的质量。

通过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经合组织专注于共享知识和政策经验、有用的分析工具，向拥有不同的政策经验

和传统（包括发展合作领域内的经验和传统）的组织学习，并与之开展合作。虽然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不存在 

“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但是更好的与他人共享并向他人学习可以使自身显著受益。经合组织将以下自身经

验拿出来进行共享：50年来实施“更好的政策，更美好的生活”这一理念的经验，以及与世界范围内的成员

国和非成员国家所开展的发展合作工作的经验。

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国际论坛。凭借

该论坛，双边捐助者和多边机构共同努力通过政策审查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其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考虑到与

中国这一重要参与者共享知识的重要性，该委员会正在同中国开展合作。中国与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即为上

述合作的范例之一。该小组目前正在推动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国际支持以及加强评价能力方面的经验交流。

中国曾多次参加发展援助委员会高层会议，而且经常参与经合组织全球发展论坛以及经合组织与世界贸易组

织的贸易援助跟踪工作。2012年，经合组织与中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有关援助统计的

研讨会。2011年，中国表示支持《关于有效发展合作的釜山伙伴关系》宣言（Busan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该宣言规定了关于有效的国际发展的共享原则、目标及共同但有差别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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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发展中心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OECD Development Centre）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经合组织和非成员国之间支持世界经

济发展、稳定和增长的桥梁。鉴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该中心已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政策对话和相互学习的平台。发展中心的现任成员包括非经合组织国家，仅举几例，如巴

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泰国和越南。该中心深入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动态以及影响发展和政策

效果的多维因素，从而为可靠且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共享奠定坚实的基础。

该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与中国开展合作。近年来，该中心加强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DRC）在竞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合作。双方对运用最新技术

的中国服务行业的服务生产率和效率以及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进行分析，并将就如何提高服务生产率和效率使

其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实现更公平收入分配的更为重要的驱动力开展与该等分析相辅相成的政

策讨论。中国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将在发展中心的旗舰出版物《全球发展视角》（2014年）（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4）中进行介绍。

今天，这一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侧重于中国、该中心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并围绕该中心在非洲、拉

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工作展开阐述。

 Î www.oecd.org/dac
 Î www.oecd.org/dac/cd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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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展望：非洲和它

的新兴合作伙伴》（2011年）

ISBN 9789264111752

中国与该中心的区域工作

中国对非洲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一直是该中心分析工作的核心。中国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已

受邀为《非洲经济展望：非洲和它的新兴合作伙伴》（2011年）等主要出版物撰稿。该中心一直与北京的利

益相关者共享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6月，这一点突显出该中心的分析工作作为知识

共享手段的持续性作用。 

该中心与中国在拉丁美洲方面的合作得益于最近几年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的频繁合作，并以其对中国在该

地区所拥有的影响力分析为基础。拉丁美洲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中产阶层的兴

起或中小型企业能够在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对中国而言，都属于具有重要意

义的经验。2012年，该中心为一份通过介绍拉丁美洲和东亚结构转型和生产发展

政策信息重点论述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年度旗舰报告撰稿。该报告与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2年）中文版一同在北京发布，还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高级会议上再次提交。

由于中国在东南亚发挥的主要作用，该中心已迅速加强对中国的分析以及与中

国的合作。每年出版的《东南亚经济展望：中国和印度视角》（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Outlook with Perspectives on China and India，SAEO），以东南亚国家

联盟（东盟）10个国家为关注重点，为亚洲经济增长、发展和整合提供区域性经

济展望，并探讨中国和印度的相关经济问题。通过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

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AMRO），该中心与中国的合



18

www.oecd.org/china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面向

发展的国家转型》（2012年）

ISBN 9789264121706

《东南亚经济展望：中国和

印度视角》（2013年）

ISBN 9789264180765

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在2012年9月首届经合组织发展

中心和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联合亚洲地区

圆桌会议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会议讨论了欧元地区

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对亚洲经济体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中

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该联合圆桌会议第二届会议将于今

年下半年举办。

 Î www.oecd.org/dev
 Î www.oecd.org/dev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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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网络

2007年，发展中心推出了“新兴市场网络”（Emerging Markets Network，EmNet）。作为专门针对商务领

域的一项举措，新兴市场网络充当总部位于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及其在新兴国家的交易对方之间进行对话和

经验交流的平台。

中国通过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China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CICPMC，中国商务部相关商务推广的协会）在该网络中发挥积极作用。自2010年开始，在

汇集中国和国外领先企业高管的年度活动——商业领袖圆桌会议（Business Leaders Roundtable）的框架

内，“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与新兴市场网络”联合会议一直在举办。前几次会议的主题分别是：中国经

济结构调整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2010年）；中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业务往来和投资机会（2010年）；以

及中国西部省份的发展以及实现更清洁、更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努力（2012年）。下一届联合研讨会将于

2013年11月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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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2010年11月6日“新兴市场网络与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会议”之一的图片

 Î www.oecd.org/dev/e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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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实的数据，更完备的分析与政策

经合组织拥有可比统计数据的综合数据库，以支持其分析和政策工作。本组织同时制定、推广国际统计标

准，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统计活动。

到目前为止，一些最有影响力且最重要的经合组织数据库已经将中国纳入其中多年。这些数据库包括一系列

短期经济统计数据，例如，国际贸易、货币总量和利率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国际收支、生产指数和价格。

这些经常被查询的短期经济统计数据提供有关近期国际经济发展的概况和比较，并用于商业周期模型的建

立。此外，经合组织已将中国列入“国民核算”数据库，并于2012年首次发布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值。

《经合组织概况》是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统计数据的大规模年度汇编，主要介绍了统计主题选择范围日益扩

大的种类越来越多的中国统计数据。

经合组织与中国之间更为深入接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于制定全套的标准化、综合性统计指标，以此为基础在

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为此，经合组织自1996年以来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持续与中

国国家统计局开展技术对话。此外，经合组织正在领导国际贸易附加值（TiVA）、绿色增长和性别指标等领

域的工作，这将有助于确保国际统计数据保持其相关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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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首期《亚洲收入统计、趋势和政策挑战》

（Revenue Statistics, Trend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 
Asia）将予以公布。其将详细提供有关亚洲各国政府

税收收入的国际可比数据。该出版物不仅提供亚洲国

家之间，而且还将首次提供亚洲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

之间的财政状况和税收结构的国际比较。

《民生问题 :衡量社会幸福的

11个指标》

ISBN 9789264111615

《经合组织概况：经济、环境和

社会统计》（2013年）

ISBN 9789264177062

 Î www.oecd.org/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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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平稳运行

加强国际投资合作

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之中。目前，中国已成为对海外进行投资的主要投资者。

因此，中国对开放、公平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投资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合组织促进投资政策改革，

支持国际投资合作，旨在加大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特别是，经合组织发布外国直接

投资（FDI）统计数据，监测20国集团的投资保护主义，举办交流投资政策信息和经验的政府间“投资自

由”圆桌会议，并制定全球范围内使用的国际文书和工具。其中包括《关于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

（Declara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矿业责

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导方针》（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
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资本流动自由化准则》（Codes of Liberalis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以

及《投资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

中国广泛参与上述一系列活动，包括参加制定《投资政策框架》的特别行动工作组会议、国际投资统计

工作小组（Working Party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atistics）以及国际投资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中国还经常参加经合组织主办的“投资自由圆桌会议”。鉴于中国既是主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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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又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会上讨论的诸多政策问题——例如，接受国的主

权财富基金政策、投资保护主义、国际投资法以及投资国家争端解决——对中国

均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中国的第四次投资政策评估计划于2013年进行。经合组织是一年一度的“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和“中

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Fair）的永久协办方。

 Î www.oecd.org/daf/investment

《鼓励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经合组织

投资政策评估》（2008年）

ISBN 978926405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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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贸易

贸易自由化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保持市场开放符合经合组织和中国的共同利益。经合组织

和中国都强烈希望加深对全球价值链及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了解。中国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与经合组织全球价值链研讨会于2012年9月在北京举行，为展示经合组织相关工作、共享数据以

及向这一重要领域的中国官员和专家学习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

此外，旨在从附加值方面来衡量贸易的经合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举措将支持对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分析。这

一新型经合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于2013年1月中旬推出，提供了能够更准确衡量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

体所贸易商品和服务价值的衡量标准。

经合组织在“关于贸易与就业的国际合作倡议”（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ICITE）的范围内研究经合组织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贸易、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这项工

作的成果已发表于《国际贸易和就业优先政策》。经合组织还与世界贸易组织就贸易援助开展合作。出版物

《贸易援助一览：成果展示》（2011年）对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并受益于贸易机会的援助之趋

势和发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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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就业优先政策》

ISBN 9789264180178
《贸易援助一览：成果展示》

（2011年）

ISBN 9789287037800

 Î www.oecd.org/trade

经合组织一直担任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CIFTIS）的协办方。经合组织正在制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该指数可以帮助参与经济体确定

具体服务领域规制的最佳做法。中国在可以从中受益的同时又能够为这一举措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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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出口信贷

政府通过出口信贷机构提供官方出口信贷，为从事海外销售活动的本国出口商提供资金支持。经合组织提供

一个用于讨论和协调与良好治理问题（如反贿赂措施、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以及可持续贷款等）有关的国家

出口信贷政策的论坛。经合组织主持制定的规则确保出口信贷计划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反补

贴义务，并有助于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

《官方支持出口信贷的安排》为获得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规定了最宽松的融资条款及条件。由此产生的出口

信贷规则首先适用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几个关键伙伴国家，如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则通常遵守“出口

信贷和信用担保工作小组”（Working Party on Export Credits and Credit Guarantees）以及“安排参与者”

（Participants of the Arrangement）会议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欢迎该等非成员国家遵守任何经合组织出口信贷

规则。

非成员国亦被邀请充分参与这些规则的谈判和实施，且在这一过程中无需承担任何非出口信用义务。

 Î www.oecd.org/trade/x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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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立：保持公共与民营

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

ISBN 9789264178946

促进良性竞争 

经合组织提倡良性竞争的原则，并帮助增进相互了解和实现国家趋同。其已经针

对竞争执法者之间的国际合作、硬核卡特尔以及政府政策反竞争效果评估确立国

际最佳做法。

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竞争规制壁垒仍然较高，这可能会阻碍

中国的发展并使消费者无法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合组织已制定《竞争

评估工具书指南》，为评估限制竞争的法律和法规提供了一套通用方法（或核对

清单）。经合组织还制定了《打击公共采购领域中串通投标之指导方针》，以协

助政府提高对公共采购中串通行为的风险和代价的认识。

在2012年，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竞争中立》报告，考察竞争管理机构可以采用

的打击国有企业反竞争行为的方法，以及政府为确保私人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

的竞争中立可以运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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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竞争规制机构执法能力的提高，

中国与经合组织之间的竞争政策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经常出席经合组织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ttee）会议，并且中国官员参加“经合组织与

韩国政策中心竞争项目”（Competition Programme 
of the OECD-Korea Policy Centre），与其在该地区

的同行交流知识和经验。经合组织与韩国政策中心

曾于2012年在北京为中国法官提供竞争法培训。

在中国实施《反垄断法》初期，经合组织与中国最

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及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作人员联合开展了

一系列的能力建设活动。2010年和2011年，经合

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商务部联合主办了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State Council’s Anti-Monopoly 
Commission）首次会议，向来自各个国家机构的高

级官员介绍竞争政策。

 Î www.oecd.org/competition

 

www.oecd.org/competition/toolkit 
 

 

 

指南 

竞争评估工具书 

《打击公共采购领域中串通投标

之指导方针》

《竞争评估工具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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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daf/fin
 Î www.oecd.org/daf/fmt

金融市场与消费者保护

经合组织提倡高效、开放、稳定、完善的以市场为导向、以高度透明、信任和诚信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经合

组织监测并调查当前市场发展状况和结构变化，并通过半年刊出版物《金融市场动向》（Financial Market 
Trends）发布其关键研究结果。

经合组织还评估并制定有关银行、证券和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保险公司和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改革措施。

此外，其还促进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对话和经验交流。

经历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与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健康。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健

全的法规和有限的国际市场风险均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展望未来，因其经济增长以及在世

界贸易和投资中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将继续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参加了“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亚洲资本市场改革圆桌会议”（OECD/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Roundtable on Capital Market Reform in Asi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债务管理全球论坛”

（OECD Global Forum on Public Debt Management）以及“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券

市场论坛”（OECD/World Bank/IMF Global Bond Market Forum）。中国还出席了“亚洲金融消费者保护圆

桌会议”（Asian Roundtable on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首次会议，并为“20国集团/经合组织金融消

费者保护特别小组”（G20/OECD Task Force on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并给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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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金融教育实效性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开展全面金融教育项目的必要性得以彰显。为提高消费者和投

资者的金融意识和技巧，有必要开展金融教育。中国特别需要加强民众对金融服务的接触使用，尤其是在偏

远和欠发达地区。中国还应支持投资者教育，从而促进中产阶级和富裕社会成员养成更好的投资习惯。

经合组织通过“金融教育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Financial Education，INFE）、“金融教育国

际门户”（International Gateway for Financial Education）及其20国峰会参与者的身份来提出建议。金融教育

国际网络成立于2008年，汇集了来自200多家公共机构和100多个经济体的公共专家，旨在开展分析工作并确

立良好实践。中国在该经合组织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网络的官方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通过中国的积极参与，中国官员可受益于经合组织和金融教育

国际网络代表在制定和实施有效金融教育战略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该网络制定的准则、工具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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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financial-education.org      
 Î www.oecd.org/daf/financi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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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公司治理

规制改革和行政简化

经合组织通过研究和传播规制政策、机构和工具的最佳做法，考察并促进规制质量。其帮助各国进行法

规的制定和实施，以加强市场运行，保护市场的健康、安全和环境，在适当情况下放松管制，并鼓励更

加开放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经合组织制定了国际文书和工具——例如，《规制质量与绩效指导原则》

（Guiding Principles for Regulatory Quality and Performance）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规制改革综合核对清单》（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OECD Integrated Checklist on 
Regulatory Reform），进行各国间同行评审，并促进经合组织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对话。经合

组织的工作还包括行政简化、规制合规和执法、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和沟通以及规制替代方案。

经合组织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合作开展了《中国规制改革回顾》。此次回顾研究了规

制改革的整体环境和政府对这种改革的管理能力，以及竞争政策改革和市场开放改革。提出的政策建议包

括：需要通过建立一个机构或网络来提高政府规制能力从而促进高质量规制的实施，制定程序以确保规制

的透明度，以及设立机制在必要情况下（例如，通过规制影响分析来衡量法规的影响）简化、修改或取消

规制。

进一步降低规制的复杂性以及国内外企业进入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准入门槛，这将提高市场开放带来的

好处。尽管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现代法律和法规基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仍然存在重要挑战，如进一步

明确公有制产权的范围、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政策具有更强的连贯性，法治得以更稳固

的确立，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和程序得到加强。

 Î www.oecd.org/gov/reg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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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公共支出

经合组织通过评估国家预算制度并对各国预算编制制度的具体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对各种预算问题进行研

究，并拥有一个综合的“国际财政预算实践与程序数据库”（Database on International Budget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这项工作的成果发表于经合组织的《预算期刊》（Journal on Budgeting）。该期刊的最新一期

载有一篇题为《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公共治理问题》（The Fiscal Stimulus Programme and Public Governance 
Issues in China）的文章。

经合组织与中国财政部合作，开展预算编制和执行程序改革的规划。此外，经合组织曾与全国人大合作开展预

算审批程序的改革。

中国还积极参与经合组织的“高级预算官员亚洲区域网络”（Senior Budget Officials’ Regional Network for 
Asia）。该网络汇集来自亚洲和经合组织国家的预算主管和高级官员，分享政策经验并探讨共同的预算问题。

该网络的工作由三大支柱构成：旨在确定最佳做法的跨国家分析研究，如自然灾害预算领域；关于该地区国家

的预算编制系统的同行评审或介绍；以及关于亚洲地区预算机构与预算实践的数据库。

 Î www.oecd.org/gov/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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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税务透明度与合规水平

在税务领域，中国与经合组织的关系紧密。2012年4月，双方在北京联合举行“中

国国家税务总局与经合组织税收政策和管理中心税务管理会议”（Centre for Tax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China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Management Meeting）。

这为加强双方关系和发展三年制的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为开展国际税务问

题的结构式对话和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定期、积

极参与经合组织财政事务委员会（OECD Committee on Fiscal Affairs，负责经合组

织的税务工作）。中国还是“税务管理论坛”（Forum on Tax Administration）成

员，该论坛汇集了来自40个经济体的税务局长，旨在加强税务合规。

中国在“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中发挥主导作用，担任其指导小组副

组长。该论坛汇集了约120个经合组织及非经合组织司法管辖区，通过各国间同

行评审来监测国际商定的税务透明度与信息交换标准的落实情况。中国还是近期

新成立的“转让定价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Transfer Pricing）和“增值税

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VAT）的指导小组成员。

《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全球论

坛同行评审》（2012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

ISBN 978926417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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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凭借与经合组织的伙伴关系，中国举办了约120次税务技术培训活动，已有15000
多名中国税收官员出席，这有助于中国实施能够反映经合组织制定的国际最佳做法和标准的税收和管理措

施。

因此，经合组织致力于与中国就国内税务改革和加强国际税务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互动，包括由一线税务人员

就重要政策问题开展对话并合作共同塑造国际税收格局。

 Î www.oecd.org/taxation
 Î www.oecd.org/tax/global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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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随着中国全球贸易和投资网络的拓展，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遇到腐败问题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经合组织通过由40名成员组成的“反贿赂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Bribery，WGB）领导全球打击国际

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该工作组包括34个经合组织国家再加上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哥伦比亚、俄

罗斯和南非。该工作组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程序监测《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

约》（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的实

施情况。中国加入《公约》将提高中国反海外贿赂的执法能力，并巩固打击跨国贿赂的全球框架。进而，中

国与其他《公约》成员国之间在跨境贿赂调查方面的合作将会增加，并且中国还能够通过国际没收增强对腐

败所得的收回。此外，中国将有助于在国际商业交易中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多次参加 “反贿赂工作组”会议。2010年10月，经合组织和监察部联合举办了国外

贿赂和《公约》技术研讨会。2011年5月，中国新增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国还

同意加入“20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在2012年6月洛斯卡沃斯首脑会议上批准通过的《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

计划》（G20 Anti-Corruption Action Plan）。此外，自200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亚

太地区反腐败行动倡议》（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OECD 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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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corruption
 Î www.oecd.org/corruption/asiapacific

 

 
 
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

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

公约 
 
及相关文件 

1

BOOSTING
INTEGRITY

FIGHTING
CORRUPTION

www.CleanGovBiz.org

《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

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

《清廉政商行动计划》 《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亚太

地区反腐败行动倡议：亚太地区

贿赂刑事化》

ISBN 978926409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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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共部门廉政

在中国，确保公共决策的公正性不受政府官员私人利益的影响并尽量减少政府浪费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

题。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纪委领导班子誓言要加大反腐败力度。经合组织随时准备通过提

供有关文书、流程和制度架构的实践性政策建议支持中央纪委的工作，从而有效地规划和管理公共部门的廉

政风险并使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在公职人员中深入人心。

对于提高公共部门廉政制度的必要性，

亚洲国家日益重视。作为支持这些努力

的行动之一，经合组织与亚洲开发银行

于2012年10月在越南河内举办了一次

研讨会，分享亚洲国家在计划和实施金

融权益披露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实践。改

善采购实践的工作目前也正在开展过程

中。

 Î www.oecd.org/gov/ethics 

《公共部门廉政：评估

框架》

ISBN 978926401059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公共采购中的廉政

原则》

ISBN 9789264055612

《说客、政府与公众信

任，第2卷：通过自律

促进诚信》

ISBN 978926408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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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共部门改革 

有效的公共机构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经济繁荣、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减贫。中国已展

开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对其雇佣3000万人的120万个“公共机构”进行体制改

革。在这种背景下，以战略眼光安排公共部门的整体架构和优先事项的取舍，并

确保中央领导改革的能力对于实现改革的有效且可持续实施将是至关重要的。

经合组织的治理和职能评估在各国政府对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做出决策过程中向

其提供支持，以确保其公共部门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民需求，并保障持续的经济

增长和稳定。开展职能和公共管理评估能够使政府提高精简化运作的效率和成效

并改善服务提供模式和能力，也可以通过确保技能、资源和信息技术的运用适应

于新的政府机构设置和优先事项来帮助政府提高机构的效能。此外，经合组织出

版的《政府概览》提供了一个得以加强并确保公共部门工作质量与效率的比较基

准，从而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清洁和更公平的经济和社会。
《政府概览》

ISBN 978926409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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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司治理

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和中国股票市场的扩张已使得公

司治理成为中国改革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健康的资本

市场和高效、透明的企业实践对于增长和创新至关重

要。公有制产权在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也引

起广泛关注。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公司

治理架构和实践具有全球性意义。

过去十多年以来，经合组织始终支持中国为改革所

付出的努力，通过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委员会”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CGC）、经

合组织“公有制产权和私有化实践工作组”（OECD 
Working Party on State Ownership and Privatisation 
Pract ices）、亚洲地区“公司治理圆桌会议”

（Roundtabl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以及双边

的“中国与经合组织公司治理政策对话”（China-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cy Dialogue）开展多

方面合作。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发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自评

估》

ISBN 9789264119086

Ta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a Higher Level

reform priorities in Asia  

2011

《亚洲改革优先要务：领导公

司治理迈向更高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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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经合组织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公司治理、发展和创新

研讨会。高级别讨论中强调，中国为了催生新成长型

企业和报酬较高的就业岗位，重视发展资本市场。

2010年以来，以中国证监会为代表，中国一直积极

参与“公司治理委员会”会议。2011年，中国证监会

和经合组织合作出版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发展报

告》（Self Assess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其以《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

则》的标准来观察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体制框

架。在“公司治理委员会”会议期间，按照标准的经

合组织同行评审的方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自评估进

行了探讨。通过评估法律和法规框架，中国上市公司

治理自评估不仅为了解中国的公司治理成果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而且也将成为未来活动的基础。

OECD 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ECD 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e new OECD Guidelines 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ly agreed benchmark to help governments 
assess and improve the way they exercise their ownership functions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y build on a wealth of concrete experience from a large 
number of OECD and non-OEC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offer concrete 
advi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when the 
state is a corporate owner.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becoming a reform 
priority in many countries.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better transparency in the state 
owned sector will result in considerable economic gain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here state ownership is important. In addition, creating a level-playing field for 
private and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compete will encourage a sound and 
competitive business sector. The Guidelines thus provide a tool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For any question 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OECD Guidelines 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ease contact the Corporate Affairs 
Division of the OECD at: corporate.affairs@oecd.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OECD’s work in the area of privatis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
owned assets and the Guidelines, visit:  
www.oecd.org/daf/corporate-affairs/soe/.www.oecd.org/daf/corporate-affairs/soe/.www.oecd.org/daf/corporate-affairs/soe/

www.oecd.org

«
《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

ISBN 9789264015975
《经合组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指引》

ISBN 9789264116061

 Î www.oecd.org/daf/corporate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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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社会发展

寻求社会政策的最佳做法

社会

经合组织的社会政策工作所涵盖的问题范围广泛，并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人口因

素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不断寻求新的最佳做法。由于全球金融形势持续地给社会保

障制度带来额外压力，经合组织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旨在解决新兴经济体

中人类层面的危机。

2011年12月，经合组织与“经合组织/韩国政策中心”共同出版了《社会概览

2011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中对无薪酬工作以及促进中国妇女就业的途径给予

了特别关注。新版本预计将于2013年出版。此外，经合组织/韩国政策中心与亚

洲开发银行（ADB）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共同主办了若干次社会核算数据研

讨会。

《社会概览2011亚洲/太平洋地

区》

ISBN 9789264105690



44

www.oecd.org/china

在“经合组织性别倡议”框架下，亚洲开发银行/

经合组织于2012年2月在马尼拉举行了性别平等研

讨会。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本次研讨会上齐聚一

堂，探讨了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加大教育、

就业和创业方面性别平等所面临的潜在障碍，并确

定了相关良好实践。

2012年12月，经合组织发布了《弥合性别差距：立

即行动》报告，研究性别平等在教育、就业和创业

三个方面的最新趋势，并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弥合这

些领域内仍然存在的性别差异。该报告与新建立的

经合组织“性别数据”门户网站同步推出。该门户

网站涵盖经合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BRICS）。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FINAL REPORT TO THE MCM 2012

Meeting of the OECD Council
at Ministerial Level

Paris, 23-24 May 2012 

《弥合性别差距：立即行动》 《教育、就业和创业中的性别

平等情况：部长级会议最终报

告》（2012年）

 Î www.oecd.org/els/social/indicators/asia
 Î www.oecd.org/gender/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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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

在养老金方面，经合组织收集数据并分析退休收入制

度，为经合组织国家和亚太地区之间的退休金比较提

供参考。经合组织还与中国当局在一般养老金改革以及

风险意识和风险降低措施方面开展合作。《养老金概览

2011亚洲/太平洋地区》每两年出版一次，涵盖包括中国

在内的亚洲地区11个经济体，并提出关键养老金指标，

如替代率和养老金财产。最新版本发布于2012年1月，

下一期将于2013年11月发布。

此外，经合组织/韩国政策中心每年在首尔举办会议，

汇集来自不同经济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

等国际组织的养老金专家。在过去的两年中，经合组织

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退休金项目做出了贡献，最终集

结成《东亚和东南亚养老金制度和养老收入支持》，并

于2011年12月发布。

 Î www.oecd.org/els/social/pensions

Pension System
s and Old-Age Incom

e
Suppor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D

onghyun Park

Pension Systems and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verview and reform directions

Edited by Donghyun Park

Old-age income support will be one of the bigges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acing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growing spotlight on old-age income support is largely due to exceptionally 

rapid population aging which is fundamentally reshaping Asia’s demographic pro�le. A young 

continent reap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a large youthful workforce is giving way to a 

greying continent where the ratio of retirees to workers is on the rise.

In contrast to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most Asian countries do not yet have mature, well-

functioning pension systems. As a result, they are ill prepared to provide economic security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retirees who loom on the region’s horizon. This book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pension systems of eight count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 namel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onesia, Republic of Kore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 Nam – which encompass a wide range of income and development levels. The book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pension systems in the eight countries, including an  

in-depth diagnosis to identify their major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On the basis of the diagnosis, the book sets forth concrete and speci�c policy options for 

reforming Asia’s pension systems. Many policy options for reform are country-speci�c. For 

example, a top prior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o extend the pension system to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a number of reforms – such as the need to extend coverage – resonate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Appropriate reform will enable the region’s pension systems to deliver 

affordable, adequate and sustainable old-age economic security.

Donghyun Park is currently Principal Economist at the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which he joined in April 2007. Prior to joining ADB, he was 

a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Dr Park has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UCLA, and his main research �elds are international 

�nance and trade. His research,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journals and books, 

focuses on policy-oriented topics relevant for Asia’s long-term development, including Asian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Asian pension reform. Dr Park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one of ADB’s �agship annual publications.

ECONOMIC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www.adb.org
ISBN: 9780415692700 www.routledge.com

Cover image: © DAJ / Getty Images

14mm

《东亚和东南亚养老金制

度和老年收入保障：概述

与改革方向》

ISBN 9780415692700

《养老金概览2011亚洲/太平洋

地区》

ISBN 978926410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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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经合组织对与健康相关的数据进行监测，如健康状况、医疗资源、医疗开支和融

资，以及经合组织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护理质量指标。经合组织为各国

提供政策咨询，以通过护理协调和实施信息技术来预防疾病并提高卫生系统效

率。经合组织还帮助各国规划药物政策并应对未来对卫生人力资源和长期护理的

需求。

经合组织与中国卫生机关的合作大多通过经合组织/韩国政策中心开展。该中心

举办会议和研讨会，以便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交流政策经验。

经合组织在2012年通过经合组织/韩国政策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出版了《健康

概览2012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二版，其中专门设有一章论述医疗质量。本出版物

介绍了一套针对27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卫生系统关键指标。其特别指出，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已得到快速提升，但仍低于2010年地

区平均水平。

 Î www.oecd.org/health
 Î www.oecdkorea.org

《健康概览2012亚洲/太平洋

地区》

ISBN 978926418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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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cfe/leed/demographicchange.htm

《人口变化与当地发展：收缩、

再生和社会动力学》

ISBN 9789264180468

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为一些政策领

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仅举几例，包括城市政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政策

等。2012年3月发布的报告《人口变化与当地发展：收缩、再生和社会动力学》

专门设有一章分析中国老年人遭受的社会排斥——人口快速迁徙和老龄化带来的

挑战。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87％。根据

联合国2010年《世界人口展望》，截至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将

达到总人口的14％。为了应对人口的迅速老龄化，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非常

重视与老年人相关的问题。

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国内的迁徙人口已达到220万人。考虑到家庭成员为老年

人提供保障的重要性，人口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的大规模迁徙也为避免中国农

村老年人遭受社会排斥带来了巨大挑战。《人口变化与当地发展》报告指出，外

出务工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人，于是削弱了家庭赡养老年人的功能。因此，家

庭已变成“空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离开农村，预计中国农村地区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空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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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不平等和失业

经合组织监测并比较各成员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合作伙伴国家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发展情况。每

年出版的《就业展望》（Employment Outlook）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反战趋势，并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政

策、就业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的改革进行检测。此外，经合组织还提供针对具体国家的分析和政策建

议，帮助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年幼、年老和残疾人工作者等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

经合组织于2010年的《中国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China）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情况进行了评

估，2011年则通过《就业展望》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展望》认为，如果设计得当，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会有助于劳动力市场成果的改善。政府可以通过下列方

式避免鼓励少工作或在非正规行业工作等消极因素：向最需要的人群提供低收入保证，以及推动那些负担得

起的人群购买个人保险。

经合组织2011年《鸿沟耸立——为何不公平仍在加剧》报告，探讨了经合组织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伙

伴国家的不公平模式和相关主要政策挑战。该报告是对之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专家紧

密合作、与欧盟委员会联合开展的《解决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不公平现象：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的

作用是什么？》报告的补充。该报告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及其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状况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

究，并发现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更广义的减少收入不公平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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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els
 Î www.oecd.org/els/social/inequality/emergingeconomies

《2012年经合组织就业展望》

ISBN 9789264166684
《鸿沟耸立——为何不公平仍

在加剧》

ISBN 9789264111639

《解决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

的不公平现象：劳动力市场和社

会政策的作用是什么？》

ISBN 978926408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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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技能和就业能力

经合组织分析并传播为促进企业家精神（包括女

性创业）、中小型企业（SME）成长以及本地经

济发展和就业而开展的规划、实施和评价措施的

最佳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参与相关的政

策对话，即“经合组织中小企业和创业政策博洛

尼亚进程”（OECD Bologna Process on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该进程汇集了经合组织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高层政策制定者，探讨政策成

功与失败，促进相互合作，并制定中小企业和创业

政策方面的路线图。

中国还在“东南亚就业和技能战略倡议”（Initiative 
on Employment and Skills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ESSSA）中发挥积极作用。该倡议由“经合组

织本地经济和就业发展计划”（OECD 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LEED）、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ILO）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联合开展，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跨部门（多学科）政策，建立适当的治理机

制并加强政府实施有效的就业和技能发展战略的能力。

skills.oecd: transforming better skills into better outcomes

SKILLS
PATHWAYS

ASIA

PAKISTAN
PHILIPPINESNEPAL

THAILAND
HONG KONG

MALAYSIA
JAPAN AUSTRALIA

MONGOLIA
PR CHINA

KOREA

VIETNAM
NEW ZEALAND

CAMBODIA

INDIA

eMPLOYMENT
INTEGRATION

PARTNERSHIPS
TRAININGS

DESIGN GREEN

ENTERPRISES

JOBS

SMES

SINGAPORE

Skills Development Pathways in Asia

《经合组织本地经济和就业发展

计划工作文书：亚洲的技能发展

之路》（2012年12月）

《亚洲创造就业型成长：本地就

业、技能发展和社会保障战略》

ISBN 97892641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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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cfe/leed/employmentesssa.htm
 Î www.community.oecd.org/community/esssa

2011年，由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和中国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东南亚就业和技能战略

倡议专家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实施技能战略的综合方法及与之相关的规划和融资。2012年，东南亚

就业和技能战略倡议在该地区举行了多次会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2月10日在马尼拉召开的亚洲开发

银行与经合组织主题为“亚洲是否需要一个独特的技能发展的模式？”的研讨会。2012年东南亚就业和技能

战略倡议报告的主题是“亚洲的技能发展之路”，该报告讨论了15个国家的技能发展政策，并介绍了与亚太

地区如何迈向知识经济有关的创新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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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和培训培养技能

经合组织致力于帮助政策制定者培养人力和社会资本技能、形

成有优势的教育和培训系统以便建成具有活力的和可持续发展

的经济体。通过数据比较和政策分析等方式，经合组织推动建

立高效、务实的教育体系并改善学习成果。

中国力争到2020年实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与此同

时，中国高度重视学习的质量，并将首次以国家身份参加2015
年“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测试。此前，中国的部分地区参

加了前几轮以三年为周期的PISA测试。该测试旨在比较15岁学

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方面的能力，参加测试者包括来自全

球70个经济体的50万学生。

中国的相关教育数据也被纳入经合组织的重要年度出版物《教育概览》（Government at a Glance），该书中

文版已经发布。书中各项指标可使我们深入了解到教育系统的运行方式、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教育参与者

和教育的成果等。

通过许多独立调查，经合组织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及其体系、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了一些研究。“为

工作而学习”项目的报告阐明了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所具有的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教育坚持以开放

促改革，以改革促发

展。我们希望加强与

OECD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学习借鉴先进的教

育理念、教育模式和评

价方法，推动中国教育不断创新、不

断进步、不断完善。”

袁贵仁 
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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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education
 Î www.pearsonfoundation.org/oecd/

《教育概览：经合组织指标》

（2012年）

ISBN 9789264177154

《经合组织职业教育和培训审查：

为工作而学习》（2010年）

《更好的技能、更好的工作、

更美好的生活：技能政策的战

略选择》

ISBN 9789264177338



54

www.oecd.org/china

迎接新一轮国际迁徙

经合组织通过其“国际移民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收集国

际迁徙流量和存量数据，并通过其年度《国际移民展望》（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分析经合组织国家的近期国际移民趋势和政策。2012年版专门设有一章论

述亚洲在国际移民中角色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经合组织国家的主要移民来源

国。2010年，有50.8万中国人移民到经合组织国家，几乎占到这些国家移民总数的十分

之一。2009年，有超过45万中国人在经合组织国家学习，占这些国家国际学生总数的

18％——居所有来源国首位。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亦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技术劳工移民。

目前正在更新2010-2011年度数据的经合组织国家移民数据库（Database of 
Immigrants in OECD Countries，DIOC）提供全面信息，介绍在经合组织国家居住的

中国移民全面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点。 《国际移民展望》（2012年）

ISBN 978926417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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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migration
 Î www.oecd.org/migration/dioc

《管理移民支持包容性可持续

增长》

ISBN 9784899740361

2011年以来，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举办了年度“亚洲

劳工移民圆桌会议”，讨论移民的趋势、政策和具体问题。本次圆桌会议汇集了来自中

国和15个左右其他亚洲国家（既有劳工移民来源国又有目的地国）的代表。经合组织

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阐述了每个国家的主要地区性问题和移

民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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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有效的消费者政策 

经合组织帮助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有效的消费者政策，目的是为全球消费市场高

效、透明、公平的发展原则提供支持。经合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目前主要侧重

于电子商务、产品安全性、争议解决和补偿问题。2010年，本组织公布了《消费

者政策工具包》（Consumer Policy Toolkit），就如何最有效地利用12项原则性

政策工具制定改善消费者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的消费品安全工作。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已多次参与经合组织的活动，并曾表示希望与经合组织消费品安全工作组

（Working Party on Consumer Product Safety，WPCPS）开展合作，加强与经合

组织和其他非成员经济体的信息共享。消费品安全工作组于2012年10月推出了一

个基于网络的全球数据库，汇集了全球的产品召回信息。该工作组开发的第二个

数据库可以帮助跟踪政策和规制的发展；第三个数据库将提供一个伤害信息共享

平台。经合组织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双方在发生安全问题的

情况下的合作和政策应对。

 Î www.oecd.org/sti/consumer-policy
 Î www.oecd.org/sti/consumer-policy/productsafety

《消费者政策工具包》

ISBN 978926407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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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创新

建立知识型经济

通过开展科学、技术和创新工作，经合组织针对科

学、技术和创新对幸福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制定实证

型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其中期战略，力争成为创新型

经济体，并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经

合组织也正与中国密切合作，力求为这些领域的政

策发展献言献策。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其在经

合组织科技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中观察员的身份和对经合组织其

他委员会工作的参与，从事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创

新工作以及全球价值链和知识型资本相关的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曹建林与经合组织副秘书长理查

德·鲍彻（Richard Boucher），在经合组织与中国科学

技术部于2011年10月在北京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成为经

合组织科技政策委员会观察员十周年“创新政策高级圆

桌会议”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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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sti/stpolicy
 Î www.oecd.org/sti/ict
 Î www.oecd.org/sti/industryandglobalisation

Please cite this paper as:

De Backer, K. and N. Yamano (2012),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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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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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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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n De Backer, Norihiko Yamano

《经合组织科学技术与工业展

望》（2012年）

ISBN 9789264170322

《全球价值链国际比较证据》 《经合组织2011年科学、技术与

工业记分牌：知识经济中的创新

与发展》

ISBN 978926411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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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需求

2011年11月，中国成为“国际运输论坛”（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ITF）的第53个成员国，该论坛是一个基于

经合组织的政府间组织，帮助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交通政策议

程。

中国的加入成为国际运输论坛2012年度峰会的一大关注点，交

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出席了本次论坛对此表示祝贺。峰会期

间，冯副部长还参加了部长级圆桌讨论会。预计中国也将派高

级代表出席国际运输论坛2013年的峰会，该峰会的主题是“为

交通运输业融资”（Funding Transport），2013年峰会还将研

究各国对优质交通网络和服务迅速增长的需求、在缺少公共资

金支持的情况下对持续支出和投资方面的需求、以及为实现长

期贸易、增长和繁荣需要对确保私营部门投资的需求。

“国际运输论坛（ITF）是

全球交通运输业中最为重要

的政府间组织。它为各国交

通部长提供了一个探讨有关

交通运输业目前形势及未来

发展方向等关键议题的重要平台。中国

作为新兴经济体之一，十分重视ITF的
意义，并将继续和ITF其它成员国密切

合作，为论坛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冯正霖， 
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于德国莱比
锡，国际运输论坛2012年峰会



60

www.oecd.org/china

2012年11月，国际运输论坛出席了交通运输部中国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与其他合作方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交

通可持续发展国家级方案和资金前景”专家研讨会。国际运输论坛的工作是确认那些能够克服中国城市交通

运输融资障碍的战略。

中国的交通运输统计数据正被逐步纳入国际运输论坛的数据库和政策分析中。

 Î www.internationaltransportforum.org

Transport Outlook
Seamless Transport 
for Greener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2 rue André 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T +33 (0)1 45 24 97 10
F +33 (0)1 45 24 13 22 
Email :  itf.contact@oecd.org
Web: www.internationaltransportforum.org

Transport Outlook
Seamless Transport for Greener Growth

The mobility projections in this Transport Outlook indicate 
that global passenger transport volumes in 2050 could be up 
to 2.5 times as large as in 2010, and freight volumes could grow 
by a factor of four.  Emissions of CO2 grow more slowly because 
of increasing energy effi  ciency, but may nevertheless 
more than double.

The projected evolution of mobility depends on income and 
population growth, and on urbaniz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ramework conditions and mobility is uncertain and not immutable 
and the Transport Outlook examines a number of plausible policy 
scenarios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eff ects of prices and mobility 
policies that are less car-oriented in urban settings. In this scenario, 
two-wheeler use in particular could contribute signifi cantly 
to mobility growth in non-OECD regions. Low car ownership 
with increased two-wheeler use and somewhat lower overall mobility 
results in much lower emissions of CO2.

More generally, the future growth of global mobility and of CO2 
emissions depends strong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obility. 
Mobility policies can slow down CO2 emission growth but cannot 
by themselves stop it; energy technology is the key to actually 
reducing the transport sector’s global carbon 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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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战略交通基础设施需求》

ISBN 9789264095212
《交通展望：无缝交通实现绿色

增长》（2012年）

《交通部门发展趋势》（2012年）

ISBN 97892821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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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流的造船和钢铁产能

造船

目前，中国就交船量而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船舶制造国，船舶制造业在中国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鉴于此，2010年12月经合组织终止造船协议谈判终

止前，中国一直参与经合组织造船项目的关键活动，并曾积极参与经合组织为造

船业建立正常竞争条件而举行的多边造船协议谈判。经合组织还通过《中国造船

业》报告（2008年，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China）对中国造船业的发展进

行了分析。

经合组织造船工作组（Working Party on Shipbuilding，WP6）承认中国在全球

造船市场的重要性，希望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信部”）重申与造船工作组开展对话的价值，并对经合组织在绿色增长

问题和政策同行评审方面的工作表达了特别关注。在未来的几年中，造船工作

组将寻求就涉及双方利益的事项深化与工信部和其他有关机构的合作，以帮助各

国政府应对造船业在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Î www.oecd.org/sti/industry-issues

From:
OECD Journal: General Papers

Access the journal at:
http://dx.doi.org/10.1787/1995283x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China

Yin-Chung Tsai

Please cite this article as:

Tsai, Yin-Chung (2011),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China”, OECD
Journal: General Papers, Vol. 2010/3.
http://dx.doi.org/10.1787/gen_papers-2010-5kg6z7tg5w5l

《中国造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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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

过去的十年中，正如经合组织国家前几十年所经历的一样，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进

入金属密集型增长期，全球钢铁行业也因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产能扩充以应对不

断增长的需求。中国已走在这一发展的前列，并将继续在全球钢铁市场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中国目前占全球钢铁消费量和产量的近45％。

经合组织与中国具有富有成效的长期关系，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钢铁委员

会（Steel Committee）的官方会议和研讨会。中国由中国商务部的官员、来自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代表和其他主要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代表出席钢铁委员会的

会议，帮助促成了对如下各类问题的国际讨论：钢材贸易政策、适用于钢铁行业

的政府支持措施、行业结构变化、原料可获得性以及环境问题。

经合组织有关钢材和原材料的各类分析报告和出版物均广泛涉及中国钢铁行业。

即将出版的2013年版《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炼钢能力新动向》将提供有关中国钢

铁行业投资项目的深入信息，包括中国所投入技术和钢铁生产能力等。在炼钢原

材料领域，中国为2012年《炼钢原料：市场与政策新动向》（Steelmaking Raw Materials: Market and Policy 
Developments）报告做出贡献，该报告对中国的采矿行业和矿产行业的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

《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炼钢能力新

动向》（2010年）

ISBN 9789264110915

 Î www.oecd.org/sti/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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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化学安全

纳米材料和生物技术

经合组织国家目前正在和欧盟委员会、中国和工商业界开展合作，对已经上市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在产品中

使用的九种人造纳米材料进行安全性评估。中国支持经合组织在铁纳米颗粒方面开展的工作。

在经合组织进行的通过实现新型食品和饲料监管评估的国际协调来保护人类和动物健康的项目中，中国也发

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中国还参与经合组织生物技术监管协调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Regulatory Oversight in Biotechnology）的工作，该工作组的宗旨是通过确保各国采用尽量相似的转基因作

物风险和安全评估的信息和方法，达到增进相互了解和避免重复工作的目的。

 Î www.oecd.org/ehs
 Î www.oecd.org/env/nanosafety

农药

中国积极参与经合组织的农药项目，该项目帮助各国政府在评估并降低农用杀虫剂风险方面开展合作。特别

是，中国已将《经合组织农药残留测试指南》（OECD Test Guidelines on Pesticide Residues）翻译成中文，

并在全国各地宣传和推广这一《测试指南》的使用。中国还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旨在促进各国政府打击假冒

伪劣农药国际贸易的合作框架。

 Î www.oecd.org/env/pesticides



64

www.oecd.org/china

振兴旅游业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旅游支出虽然在货物出口中所占份额仅为2.9％，但在服务出口中所占份额

高达28.9％。中国是全球第三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2011年过夜游客总数超

过5760万（比2010年增长3.4％），前往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

也越来越多。

经合组织监测影响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结构性变化，并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经合组织定期邀请来自中国国家旅游局的代表出席经合组织旅游委员

会（Tourism Committee）的会议。2014年版的经合组织出版物《旅游趋势与政

策》将对来自50多个国家（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国、欧盟成员国和中国等主要新兴

旅游经济体）的旅游政策和数据进行分析。

 Î www.oecd.org/cfe/tourism

《经合组织旅游趋势与政策》

（2012年）

ISBN 978926417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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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能源

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的环境

通过与中国环境保护部（MEP）合作，经合组织在符合双

方共同利益的环境税收、执法和政策等领域联合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2011年出版的中文版报告《创新、税收与环境》，

对环境相关税收的利用及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

述。2011年11月，经合组织和环境保护部签署了一份《谅解

备忘录》，确定了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优先事宜，并支持中

国迈向绿色经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

努力。

中国为“经合组织/欧洲环保总局环保政策与资源管理文书数据库”（OECD/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Database on Instrument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作出了贡献。2012
年12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环境执法机构绩效衡量”研讨会上，探讨了环境保护部的执法绩效衡量试点计

划。2013年-2014年的后续活动将有助于环境保护部对执法绩效指标的落实。

2007年经合组织在《中国环境绩效评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EPR）提出的建议中的51项
已获得中国政府支持。2012年10月，中国政府向经合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阐述了中国为落实这些建议所采

“经合组织为加强并改善中国资源和环

境管理做出了贡献，我们对此表示赞

赏，并希望经合组织继续支持中国迈向

绿色发展。”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中期进展报告》
（中国有关当局准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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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environment

取的措施，并对《中国环境绩效评估》制定以来中

国的环境政策措施进行了回顾。

2012年经合组织《环境展望》分析了截至2050年的

经济和环境发展趋势，并模拟了旨在解决四个优先

领域所面临主要挑战的政策行动。中国出席了该报

告的若干次筹备会议。

经合组织秘书处还支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

员会及其三个工作组（绿色经济、中国环境保护与

发展展望和实现“十二五规划”环境保护目标的政

策机制）的工作。

《经合组织2050年环境展望：

不作为的后果》

ISBN 9789264122161

《经合组织中国环境绩效评

估》（2007年）

ISBN 978926403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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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与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同时，降低气候变化带来

的不利影响。经合组织正在协助各国努力寻找持久

的解决方案，为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提供资金，并随

着时间的推移提高该等融资的成效。“经合组织绿

色投资政策框架”（OECD Green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的建立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创造条件，提

高对低碳、气候变化适应型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规

模。为此，本组织编制了2012年《迈向绿色投资政

策框架：低碳、气候变化适应型基础设施》报告，

并正在开发相关案例研究，目的是在具体行业（如

城市交通）和国家（包括中国）适用“经合组织绿

色投资政策框架”。2013年，经合组织还将与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就支持可持

续城市化的融资工具开展合作，该中心是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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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org/env/cc

此外，经合组织还为支持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决策提供依据和指导。2010年文件《未雨绸缪还是临阵磨剑？

使用综合评估模型的适应成本和效益分析》，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效益进行了

估计。

经合组织与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联合为“气候变化专家小组”（Climate Change 
Expert Group，CCXG）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供秘书处支持。该专家小组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提供分析意见。中国定期出席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研讨会，与其他国家分享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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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经合组织的水资源横向项目（OECD Horizontal Water Programme）汇集了具备水资源政策改革实践经验的专

家和政策制定者，推动有助于人们身体健康和绿色增长的综合性水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探索可以被各

国政府用来弥补协调和能力差距的各种机制。这一计划的宗旨是在评估水资源治理安排，并为有效的水资源

政策公共行动提供指导的同时，加强体制和规制框架，并协调参与各级政府水资源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工作。

此外，该计划还着重强调了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水资源管理的经济层面（例如因水资源分配不当所丧失的利

益；改进水资源管理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二是如何设计和选择经济手段将水资源分配给最

需要的地区，目的是提示水资源的稀缺性、推广低成本选择方案并创造收入支持水资源政策与投资。

经合组织正在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和水利部一起探索针对这些问题和相关事项开展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Î www.oecd.org/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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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清洁、廉价的能源

国际能源署（IEA）是经合组织的一个姊妹组织，担任其28个成员国的能源政策

顾问，并与成员国一起协力为其国民提供可靠及经济的清洁能源。国际能源署的

工作重点是能源资源多样化、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政策、市场改革、能效、开

发部署清洁能源技术、并将清洁能源技术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主要能

源消费和生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欧佩克（OPEC）国家展开合作。

1996年，中国与国际能源署签订了《关于在能源领域里进行合作的政策性谅解备

忘录》（Memorandum of Policy Understanding in the Field of Energy）。国际能

源署——中国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协助中国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经济过渡，使

中国更密切地参与国际能源署的工作和能源政策经验交流，并加深经合组织国家

对中国能源系统的了解。

在2011年10月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与国际能源署签署了更新后的《合作协议》（Joint Statement），

该协议反映了双方为实现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更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的必要性。在过去

的一年中，国际能源署已推出多项重要合作计划，为中国推动天然气市场改革和探索碳排放交易系统可行性

工作提供支持。

合作伙伴国系列

天然气定价与监管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
国际经验借鉴

《天然气定价与监管：中国面

临的挑战与国际经验借鉴》



71

www.oecd.org/china

国际能源署提供目前全球最权威的能源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并通过每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执行摘

要》，石油、天然气、煤炭和可再生能源市场中期展望和每月发布的《石油市场报告》，对能源供求趋势

及其对于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提供重要的分析见解。

 Î www.i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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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www.oecd-nea.org
 Î www.gen-4.org 

开发安全且优质的核电

核能署（Nuclear Energy Agency，NEA）是经合组织框架内的一个专业化机构，帮助31个成员国维护和进一

步开发为和平目的安全、环境友好和经济地利用核能所需的科学、技术和法律基础。随着2013年1月1日俄罗

斯的加入，该机构成员国目前已占到全球核电产能的90％。

中国正积极努力将核电开发为低碳基本负荷能源，以满足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电力需求。尽管中国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新建核能设施市场，但核能提供的电力还不到2％。作为“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的一部

分，中国将继续稳步建造核能设施，提高非矿物燃料在其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继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所有利用核能的核能署成员国均对其核电厂进行了全面的

安全审查。在中国，由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开展了类似审查。目前，核能署委员会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小

组正在特别针对核安全、核监管和辐射防护进行高级国际研究。

中国不定期地选择参与核能署的该等活动，核能署目前正在与中国政府讨论“合作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Cooperation），目的是为双方开展更多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便利。中国充分参与“跨国设计

评估计划”（Multinational Design Evaluation Programme，MDEP）和“第四代国际论坛”（Generation IV 
International Forum，GIF），核能署在其中履行“技术秘书处”（Technical Secretariat）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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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参与的经合组织机构和相关组织
成员身份：

• 国际运输论坛（始于2011年）

• 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始于2009年）

• 国际能源署/核能署发电成本联合特设专家组（始于2009年）

参与者身份：

• 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中国上海）（始于2006年）

• 财政事务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始于2004年）

• 科学与技术政策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始于2001年）

中国遵守的经合组织文书
•《关于有效发展合作的釜山伙伴关系》（始于2011年）

•《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信贷声明》（始于2009年）

•《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始于2005年）

•《关于公共资金研究数据使用权的宣言》（始于2004年）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宣言（始于2004年）

• 《国际商定税收标准（透明度和信息交换）》（始于2004年）

•《农业计划及准则：农业和林业拖拉机正式检测的标准规定》（始于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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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的经合组织亚洲网络

 • 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亚洲资本市场改革圆桌会议（“东京圆桌会议”）

 • 亚洲公司治理圆桌会议

 • 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亚太地区反腐败倡议

 • 亚太经合组织/经合组织监管改革合作倡议

 • 亚洲高级预算官员网络

 • 经合组织——亚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网络

 • 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亚洲劳动移徙圆桌会议

 • 经合组织东南亚就业和技能战略倡议

 •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联合亚洲区域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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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全球关系秘书处（GRS）帮助协调经合组织与非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

经合组织

全球关系秘书处

地址：2, rue André-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www.oecd.org/globalrelations
GRS.contact@oecd.or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是一个帮助政府解决全球化经济中经济、社会和治理挑战的国际组织。经合组织提

供了一个平台，政府可以借此比较政策经验、寻求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确定良好实践并努力协调国内和国际政策。

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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