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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开发协会（英文简称

IDA）作为世界银行面向

最贫困国家的基金，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资金来

源之一。IDA在卫生、教

育、基础设施、农业、 

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等领

域为世界上最贫困的77个

国家（其中39个在非洲）

提供援助。

世界各国期待IDA应对各种重大问

题——从减免贫困国家的债务、

为非洲亿万无电人口提供清洁能

源，到向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流

行病（如埃博拉）的国家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和开展恢复重建。IDA

承担着帮助世界最贫困国家应对

错综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的使命，

同时具有极为丰富的跨行业知识

和可用资源。在这一点上没有任

何其他国际机构能与其相比。

在2005至2015财年间，IDA为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065个项目

提供了782亿美元资金。在IDA的

帮助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减贫取

得持续进展。经济普遍增长，从

2012年至2015年，该地区处于日

均1.90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

比例从43%降至35%。

IDA勇于开拓创新，帮助有关国

家跨越传统能源，利用太阳能解

决居民照明和企业生产用电，并

在应对当下环境变化影响的同时

加强长期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我们帮助小农户利用手机及时掌

握最新信息，防治农作物病虫

害，改善粮食安全。我们还资助

了一项研究，为从根本上解决索

马里海盗问题提供指导。我们准

备好打持久战，帮助经历战乱和

其他灾害的国家走上稳定与增长

之路。

下面将向你介绍IDA在非洲取得的

一些突出成果。你也可以在以下

网站了解更多关于IDA的信息， 

包括IDA简介以及我们在性别平

等、制度建设和冲突与脆弱性等

领域的工作：www.worldbank.org/

ida/abcs.

IDA在非洲

78.2亿美元

主要成果

非洲很多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增

长，2012至2015年，该地区生活

在每天1.90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所占比例从43%下降到35%。

35 % 

2005至2015财年间，IDA向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065个项目提

供了782亿美元资金。

http://www.worldbank.org/ida/abcs
http://www.worldbank.org/ida/ab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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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从2012年到2014年，获得接

种免疫的儿童从3.4万增加到

16.7809万。同期0-1岁儿童就常

见疾病进行接种免疫的比例比

27%上升到71%。

2013至2014年，230万人获得

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

康服务。

贝宁 

2005至2012年间，75万人从社

区主导型项目中受益；学校入学

人数增加6万，2.5万人获得了清

洁用水。

贝宁实施了一个结果导向型投资

项目。截至2015年，项目所涵

盖地区的免疫接种率达到86%。

相比之下，全国范围的接种率

为40%。

布基纳法索

截至2012年年中，创造正规就

业岗位9741个；截至2014年 

底，通过一站式服务注册了

70624家企业。

创办新企业所需天数从2004年

的45天缩短到现在的3天，申请

施工许可证所需时间从2006年

的260天缩短到30天。

截至2014年年底，通过一站式服

务颁发了4224个施工许可证。

布隆迪

通过实行新的一站式服务，办理

施工许可证所需时间从2012年

的137天缩短至2013年的99天。

一个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项目

使小农户的水稻单产从2010年

的每公顷2.5吨提高到2015年的

每公顷4吨。同一时期香蕉单产

从每公顷9吨提高到22.7吨。

喀麦隆 

2012至2013年，42.8925万人的

医疗服务得到改善，4.434万学

生上学更为便利，42.71万居民

获得了清洁水源。

从2009到2015年，330万人获

得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

康服务。同期内对19.7333万儿

童进行了免疫接种，19.7333万

例分娩是由专业人员照料。

中非共和国

2014至2015年，“粮食危机紧

急响应与农业复苏项目”促进了

粮食生产，使147105人受益。 

该项目还发放了5005吨粮食，

并使种子生产增加371吨。

尼日利亚

2015年尼日利亚有5550万儿童接受了脊髓灰质炎疫

苗接种，比2014年增长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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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2015年，327843人获得

了基础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

康服务。

2000至2012年有11.9万人接受

了HIV病毒检测，其中包括逾1万

名孕妇、2000名教师和近 

7000名军人及其家属。

2007至2012年间招募并培训了

1023名教师和22名校长；印制

了3000份新教学大纲；分发了

17.85万册教材、5596套文具和

5130套桌椅。

乍得

2003至2012年间向学校分发了

260万册书籍，建造并装备了

400间教室，教会2万人读写，

对1.17万社区教师进行了培训。

2012至2015年间农作物产量的

提高使12.35万人受益。 

科摩罗

IDA针对全球危机和2012年当地

水灾提供了紧急资金，这些资金

所支持的工作换现金项目和社

区基础设施项目使逾7.1万人直

接受益。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4至2015年，130万城市居民

的饮用水得到了改善。 

2014年2月至12月，对刚果东部

学校、供水点和桥梁等社区基

础设施的维修重建使69017人直

接受益。

2011至2015年的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包括1765公里道路） 

使500个村庄受益。 

刚果共和国

2010至2015年，布拉柴维尔和

黑角市的供水、电力和城市开发

项目使87.5万人受益。39.5万人

的供水得到改善，40万人受益

于排水系统的改进和全季节公路

的建设。 

科特迪瓦

到2015年为止，对城市基础设

施的整治和建设使6.18万人不再

受季节性洪水的威胁。

2012至2015年期间对634公里农

村道路进行了修缮整治。

2008至2012年，1.8万名前士

兵、武装人员和高风险青少年参

加了经济再融入活动。

2008至2012年，通过劳动密

集型方法建设了74个地区办公

室，整治维修了65公里农村道

路。

2012年，44%感染HIV病毒的孕

妇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减

轻母婴传播的风险。2007年接

受这种治疗的比例为0。

科特迪瓦

2008至2012年，1.8万
名前士兵、武装人员和高风

险青少年参加了经济再融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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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受益于IDA支持的农业发展项

目、政府基础公共服务支出的增

加、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和经济的

持续高速增长，埃塞俄比亚的贫

困率从2000年的44%下降至 

2011年的29.6%。

2014至2015年，埃塞俄比亚农

村地区有110万人获得了清洁的

水源。

怀孕期间至少做过一次产前检查

的孕妇比例从2012年的43%提高

到2014年的58.5%，同一时期由

专业人士照看的分娩比例上升了

50%以上。

2010至2013年，通过“普通教

育质量改进项目”，为埃塞俄比

亚中小学编写、印刷并分发了

7810万册课本和教学指南，用

五种语言编写了148种新课本和

教学指南。同时有92541名小学

教师根据新颁布的法规提高了专

业资质，从原来只有一年制证书

水平提高到三年制学位水平。

加纳

2010至2015年间向123106名无

技能工人提供了590万个就业工

日，受益人中妇女占60%。

2015年完成了589公里支线公

路、134个小型土坝和沟渠以及

80个气候变化干预工程的建设。

2013至2015年项目受益农户的

珍珠鸡产量增长了500%。

肯尼亚

通过世界银行、“产出导向型援

助全球合作机制”与肯尼亚电 

力公司之间的合作，2015年内

罗毕贫民窟的15万住户获得了 

安全、可靠、可负担的供电， 

而2014年只有5000户。

2007至2015年，一个农村社区

赋权项目使逾200万肯尼亚农民

收入增加。

从2013年到2015年，通过全国

安全网项目获得现金转移支付的

受益人从170万提高到260万。

莱索托 

2014至2015年，一个旨在改善莱

索托营商环境、改善金融服务、

通过发展非纺织业部门促进经济

多元化的项目使28616人受益。

2013至2015年，100家非政府组

织就莱索托防治艾滋病五大重要

领域中的两个领域接受了培训。

利比里亚

2万个农户收到了优质稻米种

子，以避免出现饥荒并在埃博 

拉危机后重振该国农业。

加纳

2010至2015年间向123106名无技能工人提供了590万
个就业工日，受益人中妇女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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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至2015年，通过一个公 

路维护升级项目为工人提供了

1.08万小时在岗培训。

马达加斯加

2015年，由IDA和全球教育合作

组织出资的项目使逾290万马达

加斯加学生受益。

2012至2014年，向762882人提

供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

康服务。

2012至2015年对149376名儿 

童进行了免疫接种；2012至

2014年有74593例分娩是由专 

业医务人员照料。

马里

截至2015年9月，43613户

（349031人）受益于现金转移

支付及其配套措施。一半以上受

益人是妇女和儿童。

2009至2015年间有160万户城

市家庭通了电，370万人从中 

受益。 

2015年45%的农村人口通了全季

节公路，2007年这一比例只有

32%。

毛里塔尼亚

从2014年5月起的仅仅一年多

内，毛里塔尼亚就完成了13个中

学的建设合同，以吸引女孩上

初中；对近8800名小学教师进

行了培训；印制并分发了32.2万

套四、五年级课本；同时开始

编写和印刷100多万套基础教育

教材。

从2012年到2014年，毛里塔尼

亚通过公共财政管理改革使税收

增长近50%。

莫桑比克

2007至2015年间，795508名城

市居民获得了清洁的水源。

从2011年到2015年，6岁儿童进

入一年级学习的比例从70%提高

到81.5%，通过IDA项目干预使 

合格的小学教师数量增加了

14722名。

2010至2014年共购买并分发了

190万顶经过防蚊处理的抗疟疾

蚊帐。

塞内加尔

2012至2015年，塞内加尔42.3万农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受

益于先进农业技术的开发、传播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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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

2011至2015年共创造了180万个

临时就业工日，其中47.763万个

工日是妇女就业。

2011至2015年有44888户收到了

现金转移支付。

一个旨在增强竞争力、提高农产

品出口价值的项目使126341人 

受益。

尼日利亚 

2015年尼日利亚有5550万儿童

接受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 

比2014年增长98%。

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观察到

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为零，这是该

国在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道路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5年通过公开竞标授予的 

政府合同数量增长了85%， 

而2009年的增长率是20%。

2015年63350名感染HIV病毒的

孕妇接受了完整的抗逆转录病毒

预防疗程，以减少母婴传播。这

个数字比2010年增长了140%。

卢旺达

2009至2015年，卢旺达有41.2万

户家庭通了电，建设了3000公

里输电线路，使居民可以用上可

靠而成本低廉的电力。

土地耕作工程使19828人受益，

同时为7000人提供了就业。 

塞内加尔

2012至2015年，塞内加尔42.3万 

农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受益于

先进农业技术的开发、传播和

采用。

西非农业生产率项目（WAAPP）

为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研究提供

支持，开发了14个高产、早熟、

耐旱的小米、高粱和豇豆品种。

马里

2015年45%的农村人口通了全季节公路，2007年这一
比例只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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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APP项目还支持99名博士生

和71名硕士生发展其科学研究事

业，填补农业研究领域的空白。

2014年小学入学率为86.8

（2005年为81.9%）；2014年

小学毕业率为73.4%（2005年为

53%）；大学入学率提高52%。

2010至2015年，城市地区有

20.616万人用上了自来水， 

8.226万人的卫生设施得到了改

善。同一时期另有17.237万人获

得了安全的饮用水，19.373万人

的卫生设施得到了改善。

塞拉利昂

通过实施一个限制非法捕捞、 

为本地小规模捕捞建立保护区的

项目，政府从渔业部门获得的税

收从2008年的90万美元增长到

2013年的380万美元，即五年之

内增长322%。

南苏丹

2014年为南苏丹购买和/或发放

经过防蚊处理的长效抗疟疾蚊

帐120万顶，大大高于2012年的

12.6451万顶。

2013年374206名6-59个月儿童

获得了一剂维生素A，比2011年

增长2000%。

2013年南苏丹47287名12月以下

儿童接种了针对百日咳、白喉 

和破伤风的混合疫苗DPT3， 

比2011年的16896名大大提高。

坦桑尼亚

截至2015年，800万坦桑尼亚农

村居民获得了清洁安全的供水，

比2007年增长了75%。2007至

2015年间城市地区拥有清洁安

全供水的居民新增23万户、 

230万人。

2015年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

工日1690万个，比2005年的

540万个提高213%。

多哥

2012至2015年间建设了90座学

校（248间教室）、13个卫生中

心、44座水井、四个社区厕所、

两条农村道路和过街通道及两个

市场大棚，使3275人受益。

2013至2015年，14016人获得了

儿童营养补贴款。这是多哥社会

安全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解

决儿童营养不良问题。

卢旺达

土地耕作工程使19828人受益，同时为7000人 
提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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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财产登记所需天数从2006年的

225天减少到2013年的52天， 

企业注册所需天数则从135天减

少到两天。

2003至2012年间乌干达有 

300多万人（占乌干达北部总人

口的47%）获得了更好的基础设

施服务，包括安全的饮用水和更

好的卫生设施。

2009至2014年间乌干达17.09万

人获得了基本的卫生、营养或 

生殖健康服务。这个时期还对 

961名医务人员进行了培训， 

建设、修缮或装备了230个医疗

设施。

赞比亚 

2010至2013年间建设、修缮或

装备了404个医疗设施，345名

医务人员获得了疟疾筛查和治疗

方面的培训。

2010至2013年间购买发放了

250万顶经过灭蚊处理的长效抗

疟疾蚊帐。

一个灌溉开发项目使赞比亚小

农户受益，香蕉单产从2011年

的每公顷14吨提高到2014年的

28吨。

乌干达

2009至2014年间乌干达17.09万人获得了基 
本的卫生、营养或生殖健康服务。这个时期还对 
961名医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建设、修缮或装备了 
230个医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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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

2003至2012年间教会2万人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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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orldbank

世界银行面向最

贫困国家的基金
世界银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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