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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A 简介

我们的使命是向投资者和贷款机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和 

信用增级担保，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跨境私人投资。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降幅将高达 40%。根据世界银行集团预测，新冠

肺炎疫情或将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发展

中国家面临着关键发展成果可能被抹去的风险，数百万人

可能会因此陷入极端贫困。

面对上述挑战，MIGA 的作用和使命比以往更为重要。在

2020 财年，MIGA 提供了近 40 亿美元的新担保，帮助

筹集资金总额超过 70 亿美元。通过 MIGA 在 2020 财年

所支持的项目，约有 1,240 万人将用上电，每年在当地采

购 430 万美元的商品，并且每年减少约 300 万吨碳排放

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之一，MIGA 向那些具有经济、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项目提供支持，致力于取得重大 

发展影响。MIGA 帮助投资者缓解货币兑换和汇出限制、

政府合同违约、征收、战争和动乱等风险，也提供主权债

务信用增级服务。

世界银行集团 2020 财年 1   



128 亿美元 
拉美和加勒比

世界银行集团 
全球承诺 2020 财年，世界银行集团通过向客户交付成果、召集关键合作伙

伴以及应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行病和全球经济挑战，继续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支持。

48 亿美元 
中东和北非

254 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

92 亿美元 
欧洲和中亚

144 亿美元 
南亚

105  
亿美元 
东亚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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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771 亿美元向伙伴国

和私营企业提供的贷款、

赠款、股权投资和担保。*
* 包括多地区项目和全球业务。地区总额是基于世界银行对各国的 

地区划分。 



今年，新冠大流行给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它们对

医疗卫生、经济活动和民众生计等各方面所受的重大破坏做

出迅速应对。世界银行集团一直走在应对行动的前沿，迅速动

员起来给予各国它们急需的支持——提供关键物资，挽救生

命，减缓经济困境，保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并履行我们减少

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的使命。我们的所有这些努力，目标都是

为最贫困和最脆弱人口改善当下和长期的生活条件。

新冠疫情爆发伊始，世行集团就采取了广泛而果断的行动， 

建立了一个快速通道机制来帮助各国快速应对危机。预计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这 15 个月里，我们将通过新业

务和重组现有业务来部署高达 1600 亿美元资金，帮助各国

应对疫情引发的广泛需求。这包括通过 IDA 资源提供的超过

500 亿美元赠款和条件极为优惠的贷款。

截至今年 5 月，我们已在 100 个国家开展了紧急医疗卫生业

务，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初期项目以限制疫情扩散和提高卫

生服务能力为重点。我们通过采购和后勤支持，包括代表各

国与供应商谈判，帮助各国获得了必要的医疗物资和设备。 

很多发展中国家医疗物资依赖进口，因此极易受到价格波动

和贸易限制的影响。我们通过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

资担保机构（MIGA），为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尤其是核心

产业的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营运资金和贸易融资，并帮助金融

部门继续向有存续能力的本地企业提供贷款。

3 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双边债权国暂停 

IDA 国家的债务偿还。4 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发布

了一项历史性协议，暂停从 5 月 1日到 2020 年底的官方双

边债务偿付，并呼吁商业债权人给穷国类似待遇。这是国际社

会通力合作帮助最贫困国家的有力范例。

行长致辞

世界银行集团除了帮助各国应对当下的健康问题，也为各国重

启经济、恢复就业和服务、走向可持续的复苏道路提供支持。

我们的许多客户国都通过更充分地披露其公共财政承诺而提

高了透明度以及对新投资的吸引力。世行正在帮助债务脆弱性

最严重的国家评估其债务可持续性和透明度，这对取得良好

的发展成果至关重要。

世行集团正在支持各国扩大社会安全网。这包括通过以面对

面方式和数字方式提供现金转移，以便政府可以高效地向最

脆弱群体提供他们需要的关键支持。我们还与有关国家的政

府合作，取消那些成本高昂且对环境有害的燃料补贴或将资

金转作其他合理用途，并减少食品和医疗物资的贸易壁垒。

2020 财年，IBRD 净承诺额增至 280 亿美元，支付额也保

持强劲。IDA 净承诺额为 30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9%。 

IDA 第 19 轮增资于 3 月获得批准，在三年内为全球最贫困的

76 个国家提供 820 亿美元融资。新的增资期内我们将扩大

对受脆弱性、冲突和暴力（FCV）影响国家的支持，提高债务

透明度，并加强可持续借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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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对世行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整，以加强

国别业务协调并将高质量知识置于我们运营和发展政策的

中心。我们正在扩大我们的全球足迹，让工作人员更接近 

业务一线。我们还设立了两个新的副行长职位以加强对非

洲的重视：一人负责西非和中非，一人负责东非和南非。这个 

变化将于 2021 财年生效。我还任命了四名新的高层领导： 

安舒拉 · 坎特（Anshula Kant）任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 

冯慧兰（Mari Pangestu）任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 

行长，俣野弘（Hiroshi Matano）担任 MIGA 执行副总裁，

阿克塞尔 · 冯 · 托森伯格（Axel van Trotsenburg）担任

运营常务副行长。此外，过去一年里还有 12 名副行长得到 

任命或调职。强大的领导团队和高度敬业和进取的员工正在

共同努力，将世行集团建成世界上最有效的发展机构，通过强韧、

适应客户需要的业务模式帮助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更好的 

发展成果。

在 10 月举行的年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追踪学习贫困的新 

指标——十岁儿童中不能阅读和理解简单故事的人数比例。

减少学习贫困需要开展全面改革，但是它的回报——使儿童

具备成年后获得成功并充分发挥其潜力所需的技能——对推

动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帮助各国利用新的数字技术，我们正在使更多人可以获得

低成本金融交易服务，尤其是妇女和其他脆弱群体。数字连接

是帮助妇女充分释放其经济潜力的诸多关键步骤之一。由世界

银行集团主持的“女企业家融资倡议”（We-Fi）致力于消除

妇女面临的监管和法律障碍，帮助她们获得企业成功所需的

融资、市场和网络。世行业务还着重提高妇女的能动性以及她

们在所属社区的发言权，确保女童可以在学校有效和安全地

学习，促使更多母亲和儿童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我们帮助各国强化私营部门，这对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至关重要。2020 财年，IFC 长期融资承诺增至 220 亿美元， 

包括来自 IFC 自有资金的 110 亿美元和来自外部资金动员、

私人投资者和其他渠道的 110 亿美元。此外，IFC 还提供了

65 亿美元的短期融资。MIGA 的承诺总额为 40 亿美元， 

项目平均规模为 8400 万美元。从下一步工作来看，MIGA

的产品线、人员配备和上游工作非常适合帮助世行集团应对 

新冠疫情，尤其是重点向 IDA 国家和 FCV 国家的较小项目提

供支持。

如果没有我们员工的辛勤工作以及他们对疫情期间居家办公

所做的成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我们的员工在

世界各地和各个层面上开展工作，继续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以

满足各国最紧迫的需求。我对他们在这些困难条件下所表现

出的奉献精神和灵活性深表感谢。

在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应对新冠疫情和严重经济衰退

的过程中，世界银行集团将继续坚定支持他们建设更好的未

来，向他们提供克服危机并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复苏所需的支

持和援助。

戴维·马尔帕斯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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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经历自 1944 年世界银行成立以来最大的发展挑战

时期。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各社会

阶层无一幸免，全球数百万大小企业的生计以及我们所知的

全球经济遭到严重打击。世界银行集团已迅速采取全面行

动，与各方共同努力，携手战疫。为此，我们向全体员工表示

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调动资源来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全

球性健康、社会和经济危机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世界银行集

团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的双重目标以及针对新冠肺炎 

危机的业务方针文件《拯救生命，扩大影响力，重回正轨》为

指导，已承诺在 15 个月内提供 1,600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以帮助各国应对危机。截至 2020 财年底，世界银行集团已

MIGA 
董事会致辞

DJ Nordquist，
美国

吉田正纪， 

日本

Richard Hugh 
Montgomery，
英国

Arnaud 
Buissé，
法国

Juergen Karl 
Zattler，
德国

Shahid  
Ashraf Tarar，
巴基斯坦

向超过 100 个国家提供了支持。根据我们的设想，该笔资金将

用于帮助各国提高抵御危机的能力，增强包容性，并促进他们

的转型投资，以帮助各国更好地进行疫情后重建。我们认为， 

我们与政府、私营和公共部门合作伙伴以及众多利益相关方 

的持续合作对于帮助各国重新踏上可持续的复苏和发展道路

至关重要。 

为进一步推动实现双重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签署了

《世界银行集团脆弱性、冲突与暴力（FCV）战略》。在正在

顺利实施的《2016 年前瞻》和 2018 年一揽子资金的基础上，

FCV 战略旨在在帮助各国解决 FCV 的驱动因素和影响以及

增强各国韧性方面发挥更大的效力，重点关注最脆弱人群和

边缘人群。

在 2020 财年初，我们讨论了与就业和经济转型、移民、全球价

值链和数字化转型有关的战略和运营问题。我们讨论了 MIGA

的承保和担保机制，以及如何在强化现有市场的同时开拓新市

场。我们同样欢迎 MIGA 新任执行副总裁俣野弘先生。

Louise  
Levonian， 

加拿大

Adrián  
Fernández， 

乌拉圭

Kunil Hwang，

韩国

Nathalie 
Francken， 

比利时

Merza Hussain 
Hasan， 

科威特（主任）

Aparna  
Subramani，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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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Claude 
Tchatchouang，

喀麦隆

Anne  
Kabagambe，

乌干达

Elsa Agustin，

菲律宾（候补）

Kulaya  
Tantitemit，
泰国

杨英明， 

中国

Jorge Alejandro  
Chávez 
Presa，墨西哥

我们讨论了对我们机构来说至关重要的事项，例如如何加强

员工与客户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衡量发展成果；我们的独立

问责机制；治理框架和 2020 年股权评估。此外，我们讨论 

并认可了 MIGA 在 2021–2023 财年的战略和业务前景及其

对 2021 财年的预算，以帮助塑造世行集团未来一年的发展 

方向。

MIGA 董事会坚决支持世界银行集团内部以及我们的工作

中维护种族正义与平等。我们将继续优先考虑增强机构各方

面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并持续为客户和社区提供支持。我们 

认为，将对种族和民族的关切纳入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工

作和项目中至关重要，而且增强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也与我们机构的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上述工作仍将是未来

一年的重点。 

Koen Davidse，

荷兰

Geir H. 
Haarde， 

冰岛

Patrizio 
Pagano，意大利

（联席主任）

Hesham 
Alogeel， 

沙特阿拉伯

Roman  
Marshavin， 

俄罗斯

Werner 
Gruber， 

瑞士

Larai Hajara 
Shuaibu，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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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经济相比一年前完全不同只是一种保守性说法。

尽管疫情造成的后果将持续数年，但其直接损害业已显现：失业，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下降 40%，致使约 1 亿人陷入极端贫

困。曾经充满信心的全球投资者现在开始退缩，并将目光转 

向国内市场。

俣野弘 

致辞

执行副总裁

动员了 73 亿美元的发展融资。在我们所发行的担保中，有 50%

用于支持 IDA（低收入）国家和脆弱地区的项目，超过 20% 为

适应或缓解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在 2020 财年所发

行的担保将帮助约 1,240 万人用上电，每年在当地采购 430 万

美元的商品，并且每年减少约 3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然而，除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和信用增级等主要产品外，我们 

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银行集团下设的机构，我们可

与世界银行各成员国接触，并且经常被邀请来帮助改善关系

并保持项目的正常进行。 

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就专注于通过产品创新应用来开拓新 

市场，此次疫情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加快行动的必要性。

其中的关键部分是将焦点从单笔大额风险交易转向在具有 

挑战性的环境中规模相对较小、风险较高的项目，这些项目在

达成切实的发展成果方面具有更大潜力。

“除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和信用增级等主要产品外，

我们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在当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MIGA 的作用是鼓励私人投资者

坚持到底，以及通过管理和减轻国家风险来帮助各国增强稳

定性。事实上，在 2020 财年，我们通过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

伙伴合作，向跨境私人投资者发行了近 40 亿美元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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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向遵循巴塞尔以及其他可能会限制发展中经济体融

资能力的监管制度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资本宽减。得益于 

资本宽减举措，由于信贷仍在流动，中小微企业（MSME）在

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将继续保持流动性。

为应对疫情，我们与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一道迅速采取

行动，于 4 月初宣布提供一项 65 亿美元的快速通道基金，

以便将 MIGA 的能力用于购买紧急医疗设备；为中小微企业、

公司和个人提供营运资金；以及满足政府的短期资金需求。

该基金利用了以下四种机制：

•  针对政府及其机构以非优惠条件贷款购买紧急医疗设

备、防护装备、药品和服务而提供的信用增级

•  为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的降低风险解决方案，以便

他们继续通过其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子公司提供贷款

•  针对政府及其机构寻求进入信贷市场以在流动性受限 

的环境中为经济复苏项目和计划提供资金而提供的信用

增级

•  支持贸易融资，以维持货物在全球供应链上的持续流 

动，特别是在低收入和脆弱国家

我们支持的一些项目包括为巴拿马国内的银行提供资金，帮

助它们解决由于疫情而引发的流动性紧缩问题，并为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多家银行提供强制性准备金担保。截止 6 月底，

我们已提供了 21 亿美元的担保，这些担保是我们抗疫行动

的一部分，占我们全部担保的 50% 以上。

展望未来，我们今年向董事会提交的 2021–2023 财年战略

为探索增加 MIGA 影响的新机会指明了途径。正在探索的 

创新包括将如何将业务范围扩大到贸易融资担保；增加机构

可提供担保的货币数量；与国内投资者合作；支持资本市场发

展；以及加强与国际金融公司，其他多边开发银行（MDB）和

出口信用机构（ECA）的合作。 

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年度总发行额增加到 

平均每年 55 亿至 60 亿美元之间，并且将其中更大一部分 

用于支持在 IDA 国家以及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地区（FCS）

开展项目。这意味着在这些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每年发行 

担保将从 25%（2017–2019 财年）增至 30–33%（2021– 

2023 财年）。此外，我们将在 2021–2025 财年中将至少

35% 的年度担保用于支持气候融资，这也符合世界银行集团

的目标。

尽管我们目前正处于艰难时期，但非常欣慰的看到，通过与客

户合作，我们正在帮助个人度过难关。我仍然坚信，我们必将

坚持完成世界银行集团的使命。

我特别为我们的员工感到骄傲，并向我们的客户和董事会致

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不确定和艰难环境下仍能坚持实

现关键目标。尽管未来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拥有应对这些挑

战的工具、资源和意愿。

 
俣野弘

执行副总裁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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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初，世 界 各 国 受 到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病

（COVID-19）打击，卫生系统面临巨大挑战， 

同时也引发了大规模封锁措施，学校停课，企业关

闭，工人失业。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

济衰退。

世界银行集团一直处于全球疫情响应的最前沿。 

3 月，执董会批准了一项新的快速通道基金，帮助 

各国应对紧迫卫生需求并促进经济复苏。4 月 

世界银行就部署了该基金下的第一批项目，加强有

关国家的卫生系统、疾病监测和公共卫生干预。 

为了缓和疫情对经济的打击，IFC 和 MIGA 快速 

行动起来提供融资，帮助企业保持运营以及向员工

支付工资。

应对新冠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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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5000 万美元 

IFC 对当地银行贷款以扩大中小企业贷款，帮助它

们保持运营、维护就业。这是世行集团支持该国实

现韧性复苏的努力之一。

蒙古：2700 万美元 

世行融资为急诊医生、护士和急救员提供培训；购

买医疗和检测设备及物资；修缮卫生设施；增强国

家应对卫生危机的能力。

吉尔吉斯共和国：1200 万美元 

世行融资通过提供医疗和检测物资、ICU 设备以

及医院疫情准备资金来增强快速反应团队、医院

和实验室的能力。

哥伦比亚：3.85 亿美元 

MIGA 担保支持向因疫情而面临融资困难的中小

微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护理。

也门：2700 万美元 

世行融资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帮助该

国控制新冠疫情的传播并缓解相关风险。

印度：28 亿美元 

世行融资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并为最贫困、最脆弱群体（特别是妇女和移民工人）

提供社会保护。

世行集团预计在到 2021 年 6 月为止的 15 个月内部署高达

1600 亿美元资金，通过一系列新业务、现有业务重组以及 

触发巨灾支用期权等措施支持各国应对新冠，同时支持通过

可持续的私营部门解决方案推动重组和重建。新冠疫情可能

导致 2020 年约 1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FCV 国家在疫情的健

康、社会和经济影响面前尤其脆弱。我们对这类国家的支持

主要围绕以下方面：投资于危机预防，在危机局势中维持接触， 

保护人力资本，向包括流离失所人口在内的最弱势和边缘化

群体提供支持。由于供应链中断和出口限制威胁粮食供应， 

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还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为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敦促各国确保食品供应链的继续流动和安全运转，

并帮助有关国家监测疫情对人们食品购买力的影响。我们倡

导针对最贫困、最弱势群体建立有力的社会保护计划，在保护

他们生计的同时确保他们能够负担和获得基本食品供应。

我们的研究和知识产品考察了疫情的广泛影响——这些产品

包括最新经济形势报告、关于全球汇款下降的报告以及一份

关于疫情对教育和儿童未来冲击的政策说明。但即使在眼下

的危机消退很久以后，各国仍需要获得支持以减轻疫情影响，

推动长期增长。我们的政策建议为各国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

的方法，包括改善治理和营商环境、应对金融市场动荡、通过

教育和健康投资改善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新

投资、扩大穷人的现金安全网、审查能源价格政策以及实施有

助于资本和劳动力快速适应疫情后经济结构的改革。

与私营部门合作对应对这场危机至关重要，作为世行集团疫

情响应行动的一部分，IFC 预计到 2021 年 6 月为止将提供

470 亿美元资金支持。作为初步支持方案，IFC 已提供 80 亿

美元帮助企业维持经营、保留就业。这一救助方案将为基础设

施、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现有客户

提供支持，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使其可以为进出口企业提

供贸易融资以及向企业提供信贷，增加企业营运资本。 

 

世界银行集团 2020 财年 10   



2020 年 6 月，执行董事会批准了一份详细说明我们的新冠 

疫情应对方法的文件。这份文件题为“拯救生命，扩大影响， 

重回正轨”，阐述了我们在救助、重组和韧性复苏三个阶段 

如何组织我们的危机响应行动。第一个阶段是对疫情的即时 

健康、社会和经济影响做出紧急响应。然后随着各国疫情防控

取得成效、经济重启，即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我们的工作重

点包括：强化卫生系统以应对未来危机；通过教育、就业和医

疗卫生服务来帮助人们恢复生活和生计；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

重新站稳脚跟。韧性复苏阶段则要求我们帮助各国在被疫情深

刻转变的世界里建立更可持续、更包容和更有韧性的未来。

我们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提供支持，同时把精力

集中在能取得最大影响的领域并保持采取有力响应行动所需

的财力。世行集团各机构将密切合作，继续寻求公共部门和 

私营部门解决方案的恰当搭配，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抗击 

疫情。

尽管这场危机规模空前，我们对各国的支持方式和力度也前 

所未有，但我们的长期使命并未改变。我们仍致力于实现我们

的目标——以可持续的方式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同繁荣。 

为此，我们将集中精力帮助各国有力地从疫情中恢复并变得更

加强韧。 

IFC 也正在准备第二期响应行动，向现有客户和新客户提供 

支持，包括通过“全球医疗卫生平台”帮助有关国家获得口罩、

呼吸机、检测盒和疫苗等关键医疗物资。IFC 将利用 20 亿美元

自有账户资金并通过私营部门伙伴动员 20 亿美元。它还将帮

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复苏过程中进行重组和资本结构调整。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也启动了一个 65 亿美元的快速

通道机制，帮助私营部门投资者和贷方应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疫情。该机制采用简化的快速程序签发担保。它为政府

部门和相关机构购买紧急医疗设备、防护装备、药品和服务以

及拉动经济复苏提供信用增级，另外还包括针对商业银行和

金融机构的去风险解决方案以及对本地银行的贸易融资支持。

IFC 和 MIGA 都通过支持贸易融资，配合着世行集团维护 

全球供应链的更广泛努力，特别是在重要医疗用品的生产和 

分销方面。我们迅速动员起来，代表有关国家的政府与供应商

联系，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这类物资。我们还警告各国政府不要

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这可能减少全球供给，导致价格

上涨，妨碍发展中国家获得所需物资。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发出呼吁，号召债

权国暂停要求 IDA 国家偿还双边债务，以确保它们拥有应对

疫情挑战所需的流动性并有机会对其融资需求进行评估。 

4 月 15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采纳了这一意见并发布

了债务纾减协议，从 5 月 1日起暂停穷国的双边债务偿付。

在世行集团和货币基金组织的网上春季会议上，世行行长 

戴维 · 马尔帕斯对这一历史性成就表示称赞：“债务纾减是可

以为贫困国家的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效果好、见效快的有力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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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RD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 

向中等收入国家和信用良好的 

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提供贷款。

ICSID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对投资纠纷提供国际

调解和仲裁。

MIGA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向投

资者和贷款机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和信用增级，以促进新兴经济体的

外国直接投资。

IFC
国际金融公司（IFC）提供贷款、股权

投资和咨询服务，以刺激发展中国家

的私营部门投资。

IDA
国际开发协会（IDA）以极为优惠的 

条件向最贫困国家的政府提供融资。

世界银行集团的机构 
世界银行集团是全球发展中国家资金与知识的最大来源之一，它包括五个 

共同致力于减少贫困、推动共享繁荣和促进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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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为伙伴国 

提供资金概况

各财年数据（百万美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世界银行集团

承诺额a 64,185 61,783 66,868 62,341 77,078 

支付额b 49,039 43,853 45,724 49,395 54,367 

IBRD

承诺额c 29,729 22,611 23,002 23,191  27,976 

支付额 22,532 17,861 17,389 20,182  20,238 

IDA

承诺额c 16,171 19,513d 24,010e 21,932e 30,365e 

支付额 13,191 12,718d 14,383 17,549  21,179e 

IFC

承诺额f 11,117 11,854 11,629 8,920 11,135 

支付额 9,953 10,355 11,149 9,074 10,518 

MIGA

总发放额 4,258 4,842 5,251 5,548  3,961 

受援国实施的信托基金

承诺额 2,910 2,962 2,976 2,749  3,641

支付额 3,363 2,919 2,803 2,590  2,433

a. 包括 IBRD、IDA、IFC、受援国实施的信托基金（RETF）承诺额和 MIGA 担保资金总额。RETF 承诺额包括所有由受援国实施的赠款。由于世行集团公司记分卡仅包括部分由 

信托基金支持的活动，因此世行集团的承诺总额与世行集团公司记分卡公布的资金总额不相同。 

b. 包括 IBRD、IDA、IFC 和 RETF 的支付金额。

c. 金额扣除了该财年批准的完全终止和取消项目。  

d. 金额包括流行病紧急融资基金 5000 万美元赠款的承诺和支付金额。

e. 承诺额和支付额不包括 IFC-MIGA 私营部门窗口下的活动。

f. 来自 IFC 自身账户的长期承诺额。不包括短期融资和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的资金。

世界银行集团资金承诺额、支付额和总发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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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0 万美元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4.992 
亿美元

欧洲和中亚

39.614 亿美元

2020 财年总发放额

14.8 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2.82 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 4.442 亿美元

南亚

1.68 亿美元

中东和北非

MIGA 的全球 
影响和国别成果 

国别成果

注：数据来自2015–2020财年已签署的项目。

哥伦比亚

15 亿美元
贷款支持

科特迪瓦

170 万人
获得电力服务或 

原有服务得到改善

吉布提

1.22 亿美元
私人动员资金 

（直接和间接）

几内亚

2,500 个
直接就业机会 

（暂时 + 永久）

塞内加尔 
440 万人

获得电力服务或 

原有服务得到改善

塞拉利昂

1,860 万美元
税费（每年）

所罗门群岛

1,080 万美元
气候融资私人资金动员

南非

减少 420 万温室气体 

排放（吨二氧化碳当量 / 年）

总发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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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 73 亿美元 

的融资 

每年在当地采购价值 

430 万美元 

的货物 

每年向东道国政府 

缴纳 1.97 亿美元 

的税费 

1,226 兆瓦 

发电装机量 

每年发电量增加  
5,547 吉瓦时

1,240万人获得 

电力服务或原有 

服务得到改善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00 万 吨二氧化碳 

当量 / 年 

支持贷款总额  
55 亿美元

MIGA 2020 财年所签署 

项目的预期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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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A 新冠肺炎 
疫情快速道专用 
基金

2020 年 4月，MIGA 启动了一项 65 亿美元的专用

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私营部门应对疫情带来的

影响。MIGA 采取了多方面的抗疫措施，涵盖疫情的

三个阶段：

（1）首先满足眼前的紧急需求，重点向公共和金融 

部门提供支持；（2）恢复阶段，支持在短期和中期内

恢复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特别实体部门和私营企业

的经济活动；（3）投资公共和私营部门，增强长期适应力。

截至 2020 年 8月，MIGA 已提供了 26 亿美元的项

目资金，用于减轻疫情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影响。此外，还有大量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 

重点项目正在筹备之中，预计将于明年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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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A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道专用基金的支柱

支柱 1
抗疫医疗物资 / 服务采购

•  支持东道国政府购买所需的医疗产品和

服务（例如，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医用

防护服、口罩、呼吸机和药品）

 

支柱 2
缓解疫情造成的不利经济影响

•  信用增级计划—在疫情期间支持合格的

主权国、次主权或国有企业级别的政府

为中小企业、公司和个人提供短期资金

和流动资金支持

•  资本优化—通过释放被锁定在央行强制

性准备金中的风险加权资产，支持金融机

构扩大在东道国的贷款规模

支柱 3 
为疫情后的贸易融资提供支持

•  支持贸易融资，通过全球供应链加强商

品和服务的流动，特别是针对 IDA 和

FCS 国家急需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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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MIGA 向东南非贸易与发展银行（TDB）提供了 3.59 亿欧元的担保，

后者是一家有 22 个成员国参加的区域性发展银行。这些担保将有助于

使该银行的长期筹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加强对关键食品和燃料进口的关

注，并通过其结构化的贸易融资业务为进口医疗机构所需的抗疫设备和

建筑材料提供便利。

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加纳、 

莱索托、莫桑比克、尼日利亚、

赞比亚

根据其抗疫一揽子计划下的第二支柱，MIGA 向南非第一兰特银行集团

有限公司（FirstRand Limited）发放了高达 2.35 亿美元的担保。通过

该项担保释放出的资金可帮助第一兰特银行的七个子公司度过此次危

机并维持运营，同时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阿尔巴尼亚

为帮助缓解疫情带来的巨大压力，该项目为阿尔法银行（Alpha Bank）

在阿尔巴尼亚的贷款业务提供了支持。在 MIGA 提供的 4,750 万欧元

担保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用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这些企业是

推动阿尔巴尼亚增长的关键力量和主要就业来源。

阿根廷

为支持阿根廷的信贷业务，MIGA 扩大了桑坦德银行（Santander 

Bank）在里约热内卢的投资承保范围。这些担保释放了银行的能力， 

使其能够为经济中的信贷供给提供持续性支持，其中包括由政府推动

的多项抗疫计划和中小企业计划。在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强压之时， 

亟需 MIGA 的支持。

哥伦比亚

MIGA 已提供一项贷款担保，该笔贷款将被哥伦比亚外贸银行

（Bancóldex）用来资助多个向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公司和中小微

企业提供紧急流动性的政府计划。由 MIGA 提供担保的该笔贷款将

用于为多项政府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包括“Colombia Responde”和

“Colombia Responde para Todos”等。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科索沃、黑山共和国、 

北马其顿、塞尔维亚

通过 MIGA 提供的担保，新卢布尔雅那银行（NLB）投资组合因新冠 

肺炎疫情而遭受的去杠杆化压力将会有所缓解。这些担保将释放资金，

为其在东欧的六个子公司提供急需时额外的转贷能力。

巴拿马

巴拿马经济是完全美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由于没有中央银行，该国很

难通过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冲击。MIGA 担保的贷款将为巴拿马储蓄

银行（Caja de Ahorros）提供资金支持，助其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危 

机。贷款收益将用于为中小型企业和其他公司提供流动性，以提高它们

的适应力并刺激巴拿马的经济复苏。

MIGA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道专用基金项目（2020 财年）

（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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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目

近距离审视 2020 财年 

MIGA 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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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A 通过向吉布提风电有限公司提供9,160万美元的担保，

支持在吉布提实施首个公用事业规模的风能项目。这一担保

为位于古拜特的 58.9 兆瓦风电场以及阿尔塔地区（阿萨勒

湖和吉布提市之间）互联互通设施的设计、开发、建设、运营

和维护提供支持。这一担保涵盖了该项目投资和未来收益的

90%，期限长达 20 年。担保内容涉及货币不可兑换和转让 

限制、征收、违约、战争和内乱。

吉布提： 

风能突破 

项目 

作为该国的首个独立发电厂（IPP）项目，该项目将产生强大的

示范效应。MIGA 为该项目提供的支持不仅可以维持有竞争力

的电价，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还可支持该国在提高能

源安全性的同时向可再生能源过渡。项目投产后，每年将减少

约 154,500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另外重要的一

点是，该项目旨在提振私营部门的信心，并为既属于 IDA 国家

又属于 FCS1 国家的吉布提动员更多的外国私人投资。该项目

还得到了来自 IDA18 私营部门窗口（PSW）MIGA 担保基金

的支持，包括共同承担 4,400 万美元第一亏损层。

吉布提风电项目致

力于减少对进口电

力的依赖，并促进

吉布提向可再生能

源过渡。

1  列入世界银行集团 2017–2019 财年

脆弱局势协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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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偏远位置和规模等限制性因素影响，所罗门群岛面临着严峻

的能源挑战。在整个群岛中，各社区接入电网的情况参差不齐，

其中首都霍尼亚拉有 66% 的居民可获得电力，而在该国其他

地区这一比例不到 10%。此外，由于严重依赖老化的发电机和

进口柴油，该国难以获得稳定的电力，而且获得电力的成本较

高。MIGA 支持对蒂娜河水电开发项目进行投资，以促进该国

能源独立。MIGA 向韩国水资源公司和现代工程有限公司提

所罗门群岛 

支持清洁 

能源发电 

供了 1,409 万美元的担保，承保范围覆盖征收、违约、战争和

内乱等风险，承保期限为 20 年。该项目包括在位于霍尼亚拉

东南部 20 公里处蒂娜河上建设一座 15 兆瓦的水力发电厂。 

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可减少 13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

体排放。这也是 MIGA 在所罗门群岛（同时属于 IDA 国家和

FCS 国家）实施的第一个项目。该项目还得到了 PSW 的支持，

包括共同承担 5,100 万美元第一亏损层。

在整个群岛中，各社区接入电网的情况参

差不齐，其中首都霍尼亚拉有 66% 的居民

可获得电力，而在该国其他地区这一比例

不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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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财年，MIGA 支持对两家泛非银行进行投资，增加

了该地区在疫情期间的贷款，提高了银行的韧性。MIGA 向南

非联合银行集团有限公司（Absa Group Limited）提供了 

4.97 亿美元的担保，以帮助在以下七个国家 / 地区扩大融资：

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舌尔、乌干达和赞比亚。

所提供的贷款将重点用于增加公司和中小企业的融资，以及可

南 非 联 合 银行集团 

有限公司和第一兰特

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非洲地区银行的

韧性 

获得潜在气候共同利益的项目。此外，作为 MIGA 新冠肺炎疫

情快速道专用基金的一部分，MIGA 向第一兰特银行集团有限

公司（FirstRand Limited）提供了担保，为该公司在博茨瓦纳、

斯威士兰、加纳、莱索托、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子公

司提供支持。这些子公司可利用从担保中释放出的资金维持运

营并应对疫情带来的压力。

MIGA 支持对两家泛非银行

进行投资，增加了该地区在

疫情期间的贷款，提高了银

行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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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财年 2018 财年 2019 财年 2020 财年2017 财年

业务与运营概述

MIGA 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来投资，支持世界银行集团

履行其终结极端贫困、推动共同繁荣的使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但在本财年，MIGA 继续

动员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投资。MIGA 致力于确保提供的担保符合

每个项目和发起人的特定需求，并确保每个项目都能为各国带来积极

的发展成果。

在 2020 财年，MIGA 发放了近 40 亿美元的新担保，为 47 个项目

提供了支持。在这些项目中，有 70% 与 MIGA 的一个或多个优先发

展领域有关。这些战略优先领域是：具有 IDA 贷款资格的国家，脆弱

和受冲突影响地区，气候变化。MIGA 的总担保余额为 226 亿美元，

净担保额为 92 亿美元。

总担保组合承保额 

（单位：10 亿美元）

净担保组合承保额 

（单位：10 亿美元）

14.2

17.8

21.2

23.3 22.6

6.7 6.8
7.9 8.3

9.2



IDA 国家以及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地区（FCS）

MIGA 继续致力于加深对 IDA 和 FCS 国家的影响。据估计，世界

上有 63% 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为 1.90 美元或以下）

生活在 IDA 国家，而且预计这一比例还会增加。暴力冲突激增，

程度相比过去三十年更甚，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发展挑战。据估计，

到 2030 年，将有 2/3 的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脆弱、冲突和

暴力频发的国家。

面对充满挑战的投资环境，MIGA 仍继续优先考虑这些国家。 

在 2020 财年，MIGA 向 15 个具有 IDA 贷款资格的国家发行了

17 亿美元的担保。为支持以下三个 FCS 国家的项目，MIGA 向

它们发行了4.95 亿美元的担保：科索沃、尼日利亚和所罗门群岛。

自 2019 财年以来，MIGA 在符合 IDA 资格的国家和 FCS 地区

中的总承保余额分别增加了 13% 和 25%。 

MIGA 利用 IDA 私营部门窗口（PSW）为 2020 财年的多个项

目提供支持。建立于 IDA18，PSW 的目标是仅面向 IDA 国家（特

别是 FCS 地区）动员私营部门投资。在 2020 财年，MIGA 利用

PSW 发行了四份担保，总额为 1.931 亿美元，并在第一亏损层

下将 7,350 万美元让渡给 IDA。支持的项目包括尼泊尔和所罗门 

群岛的水力发电设施以及吉布提的风电场项目。

MIGA 的战略 
优先领域

在 2020 财年所支持的 47 个

项目中，有 70%与三个 MIGA
战略优先领域中的至少一个有

关。这些战略优先领域是： 
具有 IDA 贷款资格的国家，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地区，气候

变化。

MIGA 在塞拉利昂的 

Sierra Tropical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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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财年

展望未来，MIGA 将继续支持 IDA/FCS 和气候变化等领

域项目的实施，并随着 2021–2023 财年 MIGA 战略和业

务的实施，进一步加深其影响。根据 MIGA 的计划，该机

构将增加在 IDA/FCS 中的投资份额。为此，MIGA 已将

一名高级工作人员派驻内罗毕，以重点增加对低收入国家

和脆弱环境中新交易的支持。该机构还将继续在清洁能源、

公共交通、绿色建筑、气候智能农业综合企业和绿色金融等

领域建立气候业务。

有关MIGA2021–2023财年战略和业务前景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www.miga.org/about-us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实现世界银行集团的双重目标构成严重威胁。对

于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响尤为严重。到 2030 年，气候变化可能会使贫困人口增加 

1 亿。此外，到 2050 年，仅在三个地区就可能有多达 1.43 亿

人成为气候移民，其中有 8,600 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4,000 万在南亚，1,700 万在拉丁美洲。因此，继续致力于限

制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

在本财年，MIGA 筹集了 13 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气候资金， 

用于支持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今年，MIGA 向北非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强劲支持，

此外，还引入了部分新项目，包括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 6 个太

阳能项目、南非的 2 个项目、塞内加尔的 2 个项目以及南非的 

2 个风能项目和 FCS 国家吉布提的 1 个风能项目。支持的其

他项目包括塞尔维亚的垃圾发电项目，以及两个极易受气候

变化影响的国家—所罗门群岛（FCS 国家）和尼泊尔适应气

候变化的水电项目。此外该机构重点关注绿色金融领域，为 

肯尼亚和毛里求斯的区域银行提供支持，帮助银行为新的气

候融资至少承保 3.25 亿美元，以扩大气候融资贷款。预计

2020 财年所签署的项目将有助于每年减少 300 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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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再保险业务，MIGA 可以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并最大程

度地减少风险集中。同时，MIGA 通过分保佣金的形式从再

保险业务中获利（即，转让给再保险公司的保费中按照一定

百分比由 MIGA 保留）。

MIGA 运营模式（单位：10 亿美元）

Integrated Services

净担保额 

$9.2

东道国

2 类

实缴资本 

$0.36

投资国

1 类

根据 MIGA 保留资本以支持未来增长的战略，该机构继续利

用其再保险能力，将 2020 财年中 16 亿美元的新业务割让

给再保险市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再保险业务已覆

盖总承保余额的 132 亿美元（58%）。在过去五年中，MIGA

已将其担保组合中的再保险业务增加了 57 亿美元，这样 

一来，该机构能够通过提高担保能力来刺激增长，无需股东

增资。

再保险 

担保

$22.6

私人 

再保险公司

公共 

再保险公司

私人投资者

再保险

$13.2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2017 财年 
2016 财年 

13.2 
14.9 
13.3 
11.0 
7.5

+$5.7
再保险资本

世界银行集团
综合服务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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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财年，MIGA 继续加强与世界银行集团、

各国政府、私营部门，特别是多边开发银行（MDB）

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MIGA 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加强与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互动，包括

在 2019 年世界银行集团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期间举办首届多边

开发银行担保大会，以及多场技术研讨会和双边会议。这些互动加强

了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对话。MIGA 正与多边开发银行共同探讨如何

进一步加强双方对开发项目的支持，并增进双方互补。此外，MIGA 正

在编制一本手册，其中将重点介绍在政治风险保险方面与 MDB 实现

成功合作的驱动原则，MDB 以创新方式进行合作的项目示例以及促

进项目成功的最佳实践。上述原则将为 MIGA 与开发社区成员之间签

订业务协议提供依据。

MIGA 正在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世界银行集团其他机构的合作、 

联合产品开发以及与 IFC 的其他合作模式，以期对私营部门议程产生

更大的协同影响。

此外，在 2020 财年，MIGA 正式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的技

术合作伙伴，这符合该机构扩展合作伙伴关系和增加上游活动的战略

目标。MIGA 可利用 GIF 平台加深与其他 MDB 的合作，并利用该平

台提供的资源参与支持未来业务发展的上游活动。

利用 MIGA 的 
伙伴关系实现 
更大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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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

MIGA 致力于与客户共同确保其支持的项目具有环境和社会

可持续性。通过 MIGA 全方位的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可帮

助识别潜在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和 / 或影响，并商定缓解措施。

另一方面，客户可以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企业创造价值， 

并尽可能地降低项目成本。MIGA 绩效标准适用于符合

MIGA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政策要求的项目。

MIGA 会定期监测项目是否符合环境和社会要求。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MIGA 投资组合中约有 209 个项目，其中非洲约

占 45%、欧洲和中亚占 21%、中东和北非占 14%、拉丁美洲

占 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 8%、南亚占 4%。在出台出行限

制抗疫措施之前，MIGA 在本财政年度开展了45 个项目的实

地考察，以进行环境和社会监测。此外，还开展了二十次环境

和社会绩效自我评价。

影响衡量 

基于证据的、健全的成果衡量系统对于评估我们的发展影

响至关重要。MIGA 正在不断努力改进项目成果衡量方法，

并于近期启动了 IMPACT 框架。影响绩效评估和比较工具

（IMPACT）旨在评估预期的特定项目成果，以及对外国投

资的项目外影响。该框架是对 MIGA 更广泛的成果衡量系统

的补充。修订后的 IMPACT 框架设定了以下目标：

  在发展影响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估中使用类似的维度

  与 IFC 的预期影响力衡量和监测（AIMM）框架保持一 

致，并协调 IFC-MIGA 联合项目的发展影响评级

  开展项目预期发展影响比较分析

  对预期发展影响进行基于证据的严格事前评估，以便为

确定项目的优先顺序提供依据

  采用敏捷方法有效整合 IMPACT 与 MIGA 现有的担保

流程

廉洁性

 
MIGA 作为发展合作伙伴，对其业务进行诚信和声誉风险 

管理至关重要。因此，MIGA 考虑在其客户和项目中同时实施

诚信和声誉风险管理。为此，MIGA 签署了世界银行制定的 

《反腐败指南》，该指南中将腐败、欺诈、串标、胁迫、阻碍交

易认定为发展的主要障碍以及可予以制裁的行为。MIGA 的

诚信团队会在业务发展和承保过程中开展尽职调查，并对投

资组合中的项目进行监测，以识别是否存在潜在的诚信或声

誉风险。MIGA 使用桌面资源开展尽职调查，包括专有数据

库、世界银行和 IFC 的本地知识、市场调查结果、以前与客户 

打交道的经验以及现场评估。在 2020 财年，MIGA 通过与

世界银行集团其他成员和发展合作伙伴的合作以及组织各种

以诚信为主题的论坛继续分享诚信最佳实践。

MIGA 与环境、 
社会和治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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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A 绩效标准

MIGA 环境和社会（E&S）可持续性绩效标准

绩效标准 1： 

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评估和管理 
强调在整个项目周期识别 E&S 风险与影响并管理 E&S 绩效的 

重要性。

绩效标准 5:

征地和非自愿移民 
适用于因征地等土地交易或定居点荒废造成的物理性或经济性 

流离失所。

绩效标准 2: 
 
劳工和工作条件 
指出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当平衡 

兼顾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

绩效标准 6: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绩效标准 3: 
 
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防治  
指出工业活动的增加和城市化发展往往加剧空气、水和土壤污染， 

资源利用效率往往有待提高。

绩效标准 7: 
 
土著居民 
旨在确保发展过程有助于培育对土著居民的充分尊重。

绩效标准 4: 

社区健康与安全 
指出项目在给社区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可能使社区面临事故、建筑倒塌

和有害材料等风险和影响。

绩效标准 8: 
 
文化遗产 
旨在保护文化遗产不因项目活动而受负面影响，支持文化遗产的 

保存。

执行绩效标准的益处

为企业创造价值 
可持续性已成为商业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很多企业已认识到，妥善

处理 E&S 问题有助于节省成本、改善品牌形象和企业声誉、加强利

益相关者关系。

获得社会对项目运营的认可  
“绩效标准”帮助客户尽可能扩大项目的本地发展收益，鼓励他们 

采用公司良好实践。品牌价值和企业声誉的提高也有助于吸引新的 

投资者或融资人。

把握机会，防范未预见的风险 
执行“绩效标准”有助于企业识别和防范项目实施、品牌保护和 / 或

进入国际市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干扰。

获得国际认可 
已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75 个大型金融机构采纳的“赤道 

原则”以“绩效标准”为基础。据估计，这些原则涵盖了新兴市场 

项目融资债务的 70% 以上。

 
有关 MIGA 绩效标准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s://www.miga.org/guidelines-policy

改善财务和运营绩效 
执行“绩效标准”有助于水和能源等投入品的优化使用，尽可能降低

废气、废水和垃圾排放，提高运营效率和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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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致力于通过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客

户开展合作，帮助缩小全球男女之间的差距，从

而对消除贫困和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以促进共享

繁荣产生持久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MIGA 在

本财年制定了新的性别战略，以便在其业务运营、

与项目和客户的互动以及通过客户的投资活动为

妇女创造机会的承诺中实现对性别的全面整合。

业务

在 MIGA 内部，该机构不断努力实现各员工级别的性别均等，并促

进工作场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在世界银行集团所开展工作的基础上，

MIGA 进一步强化了其为解决私营部门中的性别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性别也是 MIGA 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中的一个跨领域主题。

该项政策呼吁客户最大程度地减少商业活动中与性别相关的风险以

及意外的性别差异影响。MIGA 确保在项目磋商期间对性别问题进行

评估，并在适当情况下支持客户制定可持续的、适合不同性别的缓解

措施。

MIGA 关注 
性别问题

Aïssata S. Béavogui，几内亚铝业公司（GAC）总经理、

2020 年 MIGA 女性 CEO 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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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A女性 CEO 奖

2016 年，MIGA 推出了 MIGA 女性 CEO 奖，以表彰那些为妇女创

造机会和促进性别平等而建立和维持有利环境的客户。今年，几内亚

铝业公司（GAC）总经理 Aïssata S. Béavogui 女士摘得这一奖项。 

Béavogui 女士负责监督几内亚最大的绿地投资项目的实施及其可

持续发展战略，为采矿业如何在整个地区运作提供了示范。她还是几

内亚一家国际公司的首位女董事。Béavogui 希望进一步增强 GAC

对当地女性拥有的企业的支持。为此，她牵头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倡

议，倡导促进几内亚的可持续发展、创新、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并对此进行赋权。

哥伦比亚达维维恩达银行

向妇女拥有的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

在哥伦比亚，女性创业者面临着巨大的融资挑战。

约有 14.6% 的哥伦比亚女性创业者由于缺乏资

金不得不放弃商业活动，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如

阿根廷、秘鲁和乌拉圭，这一比例则小于 10%。 

此外，在哥伦比亚女性拥有的中小企业（WSME）

中，有 30% 受到信贷限制，造成了 54 亿美元左

右的正式融资缺口。

在 2020 财年，MIGA 发行了4,750 万美元的担

保，用于支持哥伦比亚系统性关键银行—达维维

恩达银行（Banco Davivienda S.A.）增加其贷

款组合，尤其是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该项目

是 IFC 制定的 6 亿美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该融

资计划有望使达维维恩达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

增加 3.5 亿美元，共计约 5,200 笔额外贷款。

巴拿马储蓄银行

为妇女提供住房融资

在巴拿马，仅有 29% 的房屋为女性或女户主家

庭所有。MIGA 正在帮助巴拿马储蓄银行（Caja 

de Ahorros）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提供住

房贷款，以解决住房所有权方面的性别差距，其

中约有 50% 的住房贷款将发放给女性或以女性

为户主的家庭。通过实施帮助妇女积累财富以及

可能改善她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措施，该项目

可为增加该国妇女的房屋所有权奠定基础。

巴拿马储蓄银行住房贷款受益人

MIGA 2020 财年 31   



MIGA 董事会
理事会和董事会代表 182 个成员国指导 MIGA 的项目和活 

动。每个国家任命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MIGA 的公司权

力归理事会所有，而理事会又将大部分权力授予由 25 位董事 

组成的董事会。投票权按照每位董事所代表的资本份额分配。

董事们定期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集团总部开会，对投资 

担保项目进行审查和决策，并对总体管理政策加以监督。

更多信息见董事会网页：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leadership/

governors

合规顾问巡查官

合规顾问巡查官办公室（CAO）是针对 MIGA 和 IFC 的独

立问责机制。CAO 处理受 MIGA 和 IFC 业务活动影响人员

所提出的投诉，目的是强化项目实施地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增强对两个机构的公众问责。

更多信息见合规顾问巡查官网页：  

http://www.cao-ombudsman.org/

集团内部审计

通过提供独立、客观以及富有洞察力的基于风险的保证和

建议，集团内部审计（GIA）可帮助保护和提升世界银行集

团的价值。GIA 为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供合理保证，以确保

全面设计风险管控及总体治理流程，并促进这些流程的有

效运作。GIA 向总裁报告，并接受审计委员会的监督。

更多信息见集团内部审计网页：   

http://www.worldbank.org/internalaudit 

独立评估局

独立评估局（IEG）评估 MIGA 的战略、政策和项目以改善其发

展成果。IEG 独立于 MIGA 管理层，评估结果向 MIGA 董事会

及其发展成效委员会报告。

更多信息见 IEG 网页： 

http://ieg.worldbankgroup.org/

廉政局（INT）

世界银行集团廉政局（The World Bank Group Integrity 

Vice Presidency，简称 INT）是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下的独

立机构，负责调查世界银行集团项目是否涉及腐败、欺诈、串标、

胁迫、阻碍交易等行为，以及世界银行集团职员和供应商是否

涉及欺诈和腐败行为。INT 下设廉政合规办公室，INT 通过廉

政合规办公室与各方进行交涉，直到他们满足解除制裁的条件。

INT 在整个机构内分享调查见解，以帮助减轻项目中的欺诈和

腐败风险，在支持世界银行集团就其管理下的发展资源承担信

托责任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更多信息见 INT 网页： 

www.worldbank.org/integrity 

世行集团资助项目中涉嫌欺诈、腐败或其他被制裁行为的举报

渠道参见以下网页： 

www.worldbank.org/fraudandcorruption 

治理 

监督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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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财年数据（百万美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经济资本总量 a 663 592 685 717 756

股东权益 989 1,213 1,261 1,320 1,335

运营资本 1,329 1,398 1,471 1,542 1,591

经济资本总量 / 运营资本（%） 50% 42% 47% 47% 48%

a. 保费收入净额等于保费收入总额和分保佣金之和减去让与再保险人的保费和经纪费用。

b. 行政支出包括养老金及其他退休福利计划支出。

c. 运营收入等于保费收入净额减去行政支出。

a.  经济资本总量（EC）等于担保总额所消耗的资本加上运营风险和投资风险所需的资本。自2017财年起经济资本总量采用了新的计算模型，因此与此前用原有模型计算的数额没有可比性。

资本数据

财务成果

各财年数据（百万美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保费收入总额 139.8 179.7 210.1 237.9 232.3

保费收入净额 a 86.4 93.2 104.1 115.1 117.1

行政支出 b 48.1 51.3 51.6 57.8 61.1

运营收入 c 38.3 41.9 52.5 57.3 56.0

净收入 56.8 200.2 40.9 82.4 57.2

行政支出与保费收入净额之比 56% 55% 50% 50% 52%

MIGA 财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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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年会，华盛顿特区， 

2019 年 10 月 
 
超过 250 人参加了世界银行集团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年会——MIGA“促进环境、社会和

治理投资”分会。在此次分会上，私人投资者

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将环境、社会和治

理（ESG）的影响纳入其投资策略，以及如何

借助 MIGA 和其他类似合作伙伴的力量实现

这些目标。会议一大亮点是由 MIGA 支持的

泰巴 • 恩迪亚耶风电场（Parc Eolien Taiba 

N'diaye）项目，作为西非最大的风电场，该风

电场可为大约 200 万居民提供清洁能源。

专家组成员由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高级

常务董事兼 ESG 投资和资产管理负责人

Rakhi Kumar、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

金会首席执行官 Sujoy Bose、MIGA 首席

运营官 S. Vijay Iyer 和 MIGA 前任副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本田桂子组成。会议由《彭博 

商业周刊》主编 Joel Weber 主持。

多边开发银行担保大会
 
在 2019 年世界银行集团 /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年会期间，MIGA 举办了首届多边开发银行

担保大会。多边开发银行组织的高层领导出席

了此次大会，并向 MIGA 提供了争取更多系

统合作支持的机会。

高级管理人员任命
 
2019 年 11月，俣野弘先生被任命为执行副

总裁。2019 年 9 月，Ethiopis Tafara 出任

副总裁兼首席风险、法律与行政官。

2020 财年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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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成为 MIGA 成员
 
索马里联邦政府与世界银行的财务关系正常

化后，于 3 月成为 MIGA 的第 182 位成员。

成为 MIGA 成员后，索马里政府获得了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并促进索马里未来几年经济增

长的新机会。

《发展影响管理运作原则》
 
2020 年 2 月，MIGA 签署了《发展影响管

理运作原则》（简称“发展影响原则”）。“发

展影响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了确保在整个投

资生命周期内有目的地整合影响因素的框架。

作为“发展影响原则”签署方，MIGA 公开表

明了其对实施投资影响管理全球标准的承诺。

该组织必须每年发布一份公开声明，说明如

何将每个原则纳入其投资流程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与每个原则保持一致。

2020 年 MIGA 女性 CEO 奖
 
2020 年 3 月，几 内 亚 铝 业 公 司 总 经 理

Aïssata S. Béavogui 女士被授予 2020 年

MIGA 女性 CEO 奖，以表彰她在妇女赋权 

和提高女性在工作中的地位方面表现出的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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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vesh Suri 
业务局局长

Ethiopis Tafara
副总裁兼首席风险、 

法律与行政官

Aradhana  
Kumar-Capoor
法律事务局长兼总法律顾问

Merli Margaret Baroudi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局局长

俣野弘

执行副总裁

Muhamet Fall
业务局副局长兼 

首席承保官

S. Vijay Iyer
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Santiago Assalini
财务与风险局局长

人员介绍 
MIGA 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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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层 

俣野弘

执行副总裁 
hmatano@worldbank.org

S. Vijay Iyer
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sviyer@worldbank.org

Ethiopis Tafara
副总裁兼首席风险、法律与行政官

etafara@worldbank.org 

Sarvesh Suri
业务局局长

ssuri1@worldbank.org

Muhamet Fall
业务局副局长兼首席承保官

mfall3@worldbank.org

Aradhana Kumar-Capoor
法律事务局长兼总法律顾问

akumarcapoor@worldbank.org

Santiago Assalini
财务与风险局局长

sassalini@worldbank.org

Merli Margaret Baroudi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局局长

mbaroudi@worldbank.org 

部门

Nabil Fawaz
全球负责人和部门经理—— 

农业企业与一般服务业

nfawaz@worldbank.org

Elena Palei
全球负责人和部门经理—— 

基础设施（电讯、交通和水务） 
epalei@worldbank.org 

Chris Millward
全球负责人和部门经理——金融和资本市场

cmillward@worldbank.org 

Marcus Williams
全球负责人和部门经理——能源与采掘业

mwilliams5@worldbank.org 

地区 

Hoda Moustafa
非洲负责人

hmoustafa@worldbank.org 

Olga Sclovscaia
欧洲和中亚负责人 
osclovscaia@worldbank.org 

Jae Hyung Kwon
南亚和北亚（不包括日本）负责人

jkwon@worldbank.org 

Tim Histed
东南亚和澳大拉西亚负责人

thisted@worldbank.org 

Olga Calabozo Garrido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负责人

ocalabozogarrido@worldbank.org 

林田修一

日本负责人

shayashida@worldbank.org 

Rouzbeh Ashayeri 
北美业务发起高级承保官

rashayeri@worldbank.org 

Layali Abdeen
中东和北非高级承保官

labdeen@worldbank.org 

成琳

中国承保官

lcheng1@worldbank.org 

核算和报告

Thomas Obuya
财务主管

tobuya@worldbank.org

再保险

Christina Deischl
再保险代理负责人

cdeischl@worldbank.org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Moritz Nebe
经济部部门经理

mnebe@worldbank.org

Yasser Ibrahim
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和气候部部门经理

yibrahim@worldbank.org

Judith Pearce 
廉政合规办公室全球负责人

jpearce@worldbank.org

Cherian Samuel
独立评估局首席评估官

csamuel@worldbank.org 

业务咨询

 
migainquiry@worldbank.org 

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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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MIGA 已为 

118 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超过 590 亿美元担保。

关注 MIGA：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wb-miga/

@miga

MIGAWorldBank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国际金融公司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wb-miga/
https://twitter.com/miga?lang=en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H2I0d3ks-gjPJHdtt_Y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