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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布的发展合作年度报告，是反映国际援助最新趋势、统

计数据和分析的重要参照文件。新近就任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艾哈德•德伊切先生，

在其首次发展合作报告中回顾了关于提高援助效率的阿卡拉高级论坛，强调需加倍

努力使援助工作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一方面，发展援助预算今天要在经济金融危

机下争夺财源，另一方面近年来发展援助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提出了新的挑

战。 

 本报告探讨了援助中条块割裂的严重问题，即从太多方面同时提供数额太小的援

助。报告指出，由于援助方分工低效，行政管理成本日益提高。受援政府必需能获

得完整透明的援助交付款额，才能帮助国家脱贫。所有这些，都要求捐助国和受援

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 

 最后，报告从若干国家个案研究出发，提出五条经验教训，如何运用关于援助效率

的巴黎宣言，加强发展政策和人权、环境可持续性、性别平等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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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立以来，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新的行动方和新挑战不断涌现，游戏规则也势必随之改变。 

2008 年人们看到，正式或非正式的根深蒂固的国际管理结构，在
短短几周内便深受震撼，引发出深层持久的变革。”  

–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艾哈德•德伊切 

 

艾哈德•德伊切先生就职后的第一个发展合作报告，审视了发
展援助的新环境，及这种环境对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影
响。他呼吁加强集体行动，这些行动要“建立在设计良好、相互
扶持、和谐一致的政策基础上，以不妨碍和无损于受援国可持
续、广泛发展这一共同目标的方式去推动各行各业”。 

德伊切先生也介绍了 2008 年 9 月在阿卡拉举行的第三次提高
发展效率高级别论坛。他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地认识到如何才能实现巴黎宣言目标及千年发展目标。显而易见
的是，继续以同样方式做得再多也无法达标”。 

报告发出的信息  

阿卡拉高层论坛确定，要在 2005 年一百多个国家和援助机构
通过的巴黎宣言拟定的提高发展效率五项原则方面衡量进展： 

主人公原则：由发展中国家自行设立发展战略，改进体制和整
治腐败。  

跟进原则：援助国根据这些目标、并利用本地系统提供支持。 

协调原则：援助国协调其行动，简化程序、共享信息以避免重
复。  

重成果重管理原则：发展中国家与援助方要重在产生成果和管
理成果。  

相互问责制原则：援助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都对发展成果负
责。 

在这些普遍原则下，巴黎宣言拟定出应在 2010 年达到的十二
项绩效指标。为便利阿卡拉论坛与会者商定亟需加速行动的最紧
迫领域，在论坛的会前阶段拟定了三个重要研究。到 2010 年预订
日期前的时间中点，这些研究应报告巴黎宣言各项目标达到或未
达到的情况。 

尽管范围方法各不相同，这些研究的结论有若干共同点： 

 2010 年目标的实现进度，在各项指标和各国之间都很不均

匀。 

 为达到巴黎宣言目标，加强承诺与实施的力度至关紧要。 

 获得进展不仅有赖于援助方和发展中国家各级政府的广泛参

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它团体也必须充分参加这一进

程。 

 

 

 

 

 

 

 

 

 

 

 

 

 

 

 

 

 

 

 

图 4.1. 我们离目标还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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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巴黎宣言的核心原则是有效的，但也

有新的挑战，如需要对监测和评估加以细化。  

阿卡拉行动议程 

阿卡拉论坛产生了阿卡拉行动议程，指出亟需加速进展的关键
领域。它呼吁要根本性地重新平衡援助方和受援伙伴国的关系。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供援助时，使用受援伙伴国的系统应该是首选。 

 提高援助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使受援伙伴国能更好地预

算、规划和实施其发展战略。 

 一个根本性改变是，根据受援国的发展规划，援助方与受援

伙伴国共同确定给援条件。  

 在无条件援助方面应有明显、重大进展。 

 通过改进国内和跨国分工，减少援助的条块割裂情况。 

援助的条块割裂程度如何？ 

援助对发展未能产生应有影响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条款割裂现
象，就是有太多援助方，给予款额太小的援助，产生不必要的行
政费用浪费，也使资金不能指向最需要的地方。 

发展援助委员会最近完成了第一个有关援助拨款政策和计划经
费到位预估的全面调查，使用一个称为“国别可规划援助”的新
方法衡量援助，反映援助的割裂程度。国别可规划援助系指一个
发展中国家可纳入预算规划的援助款额，即援助总量减去紧急救
援、减免债务或其它形式的受援方无法用作预算支出的援助量。 

在进行该调查的基准年 2005 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
的双边国别可规划援助款额为 470 亿美元，相当于它们该年双边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46%，该比例 2007 年上升到更具典型性的
59%。 

调查报告显示，捐助方的援助额度往往太窄，同时分给太
多的国家。2005-06 年 38 个国家获得的援助来源于 25 个以上
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及多边援助方。报告还将一个援助方在
各受援国受援总量中的份额，与该援助方在全球援助量中所占
份额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每个援助方的“援助集中度”。23 个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只有 8 个国家的援助集中度超过
50%。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情况就更加明显，它们从众多的援助方
获得相当小额的资金。例如越南有 29 个主要援助方，其中 17 个
给予的援助加起来只占越南受援总量的 10%。但有 38 个国家，多
数为小岛屿国，2005-2006 年的援助方都在 10 个以下。 

为提高援助效率，捐助方有必要使其工作合理化。改进分工能
使一些捐助方将援助集中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部门，如教育和卫

 

 

 

 

 

 

 

 

 

 

 

 

 

 

 

 

图 2.1. 2005 年双边官方发展

援助总额的构成 

（总额 1020 亿美元） 

 

 

 

 

 

 

图 2.2. 每个受援国的发展援

助委员会及主要多边援助方

数目，按 2005-06 年国别可规

划援助总额计算  
 

 

 

 

 

 

 

 

 

 

 

图 2.3.  集中化机遇：向一国

提供的援助加在一起不到该

国受援总量 10%的国家数

目， 按照 2005-06 年国别可

规划援助总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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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门，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和加强协调。这样做也有利于兼顾
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而不只是援助一些“受偏爱的”国家。 

援助的可预测性有多大？ 

发展中国家在管理、调拨援助方面的努力，常常因援助难以预
料而受挫。援助方不能尽早披露其开支计划使受援政府提前规
划，有时甚至根本不能兑现承诺。 

发展援助委员会 2008 年进行的援助拨款政策和计划经费到位
预估调查，能预测未来的援助流动，帮助识别各发展中国家现有
或预期的缺口，减少一些援助的不确定性。 

这次调查的主要结论包括： 

 官方发展援助净值近期下降，显示 2010 年的援助目标更难预

料。 

 随着债务减免数额行将下降，需要大幅度增加其它形式的援

助才能达到现有的援助目标。 

 一些处于冲突状况或脆弱环境的国家，面临 2010 年国别可规

划援助量将下降 2 千万美元以上的形势，对经济恢复构成威

胁。  

非洲的供资缺口特别严重。2005 年非洲被许诺至 2010 年将获
得 250 亿美元额外援助。要达到这个目标，对非洲大陆的官方发
展援助总额需每年增长 17%。 

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调查指出，对 102 个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划
总额将增加 100 亿美元，但也反映 2005 至 2010 年对 51 个国家的
国别可规划援助计划将有所下降，主要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约 21

个国家的受援绝对款额，计划将分别减少 2 千万美元以上。 

扩大视野：利用巴黎宣言实现更广泛发展目标 

要实现持久平等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男女平等、环境可持续
性和人权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处理好了又能反过来推动发展。例
如已经确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能减小婴儿死亡率。 

尽管这些问题之间的重要相关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巴黎宣言
于 2005 年通过后，仍为化承诺为行动增添了新动力。个案研究得
出的 5 条经验教训，指明了如何运用巴黎宣言推进更广泛的发展
目标。  

经验教训 1： 贫困男女的积极参与，能加强发展成果的所有
权和问责制。 

自下而上的方法，就是尽可能让社区广泛参与政治、政策讨
论。津巴布韦和秘鲁的个案研究表明，通过让穷人参与制定卫生
保健政策、做法和计划，可在该领域获得重大持续的改善。 

 

 

图 3.2. 全球：2001-2010 年发

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

发展援助及国别可规划援助

净额 

 

 

 

 

 

 

图 3.3. 非洲：2001-2010 年发

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

发展援助及国别可规划援助

净额 

 

 

 

 

 

 

 

 

表 3.2. 已规划增加额 1 亿美

元以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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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 2：基于结果的人权方针，能改善向全民提供的服
务  

只有对边缘化群体的处境、需要有正确了解，这些群体才可能
从发展中充分受益。促进该目标实现的一个手段是“分解监测”
法：就是使用反映不同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等特征的统计数
据。 

经验教训 3： 更有效地利用联合援助战略，推动发展重点领
域 

援助方能通过制定执行联合援助战略，推进人权、环境可持续
性、男女平等。例如在男女平等领域具有最大比较优势和能力的
援助方，可牵头提供相关专门技能、技术支助，促进该目标的实
现。 

经验教训 4： 必须说到做到。 

虽然在人权、环境可持续性、社会排斥和性别平等方面有过许
多好的政策声明，但白纸黑字还不够。乌干达和塞拉利昂的例子
展示，重要的是有设计良好的预算和监测框架，社区层次的伙伴
关系，民间社会的宣传推广及能力建设，能将良好的意愿化为行
动和影响。 

经验教训 5：援助方的协调支持能帮助脆弱形势下的能力重
建。 

尽管脆弱国家往往缺乏直接应用巴黎宣言原则的能力，这些原
则仍能对它们发挥有利作用。塞拉利昂是很好的例子：2007 年成
功举行的选举，部分归功于该国发展伙伴的协调支持。 

双边援助方的政策和努力 

2007 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净额实际
价值为 1035 亿美元，下降了 8.5%。 但不包括债务减免的官方发
展援助实际价值则增加了 2%，是全面趋势的更真实反映。 

上述数字显示出债务减免对 2005 和 2006 年官方发展援助净值
的影响。也反映 2005 年人道主义援助略有增长，主要是印度洋海
啸和巴基斯坦地震后的特别援助。双边发展援助项目计划 2006 年
略有下降，但 2007 年再度回升，表明援助方在逐渐加强核心援助
计划。 

但对援助方实现 2010 年的承诺而言，该进展速度实在太慢。
在 2005 年召开的 Gleneagles 八国首脑会议，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五年后审评首脑会上，援助方承诺到 2010 年将增加 500 亿美元
的官方发展援助（与 2004 年相比，按 2004 年价格汇率计算）。
迄今为止约，500 亿美元中已提供或计划提供的约有 210 亿美元。
这意味着援助方还需在其援助预算中增加按 2004 年价值计算的
300 亿美元，即相当于 2007 年的 340 亿美元，才能履行承诺。  

 

 

 

 

 

 

 

 

 

 

 

 

 

 

 

 

 

 

 

 

 

 

图 6.1. 发展援助委成员国净

官方发展援助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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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必须确保不会消减援助
预算而导致援助危机。响应经合组织秘书长葛利亚和发展援助委
员会主席德伊切的联合呼吁，世界各主要援助国于 2008 年 11 月
24 日做出援助承诺，“重申早先做出的承诺：增加援助量，使援
助流量与承诺水平保持一致”。 

每年由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发布的发展合作报告，是
主要双边援助国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协作论坛。报告提供反映
国际援助最新趋势的各种数据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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