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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基于效果的融资？
基于效果的融资（RBF）是一个包括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工具的概念，

据此可以将激励、奖励或补贴和所提供的经核查过的提前确定的效果指标
相挂钩。RBF常被用来增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提供，如增加对供水和
卫生设施、能源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提供。在大多数情况下，资金的实体
（通常是政府，发展机构，或其他机构）直接面对服务提供商（例如私人
公司，公共事业机构，民间社会组织，或金融机构）。一些较知名的RBF
方法包括基于产出的援助（OBA）（GPOBA, 2011），有条件现金转移，
碳融资，和预先市场承诺（AMCs）.

传 统 的 公 共 采 购 使 用 公 共 资 源 来 购 买 投 入 和 签 约 服 务 供 应 商 为 
用户提供服务，RBF模式下，私营部门需要先期融资生产并提供相关服
务，然后按照产出效果，公共实体再使用公共资源对服务提供商来补贴奖
励。 这点关键性的区别使得RBF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资金，并支持市
场的发展。（图1）

摘要
•	 基于效果的融资，不是根据项目的投入, 而是

根据第三方独立机构核实的产出或效果来确
定公共资金补贴或者奖励额度。这种补贴模
式可以提高政府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并有
助于炉灶市场的发展。

•	 运用这一方法来推广清洁炉灶可以为供应商
提供更多的空间以激发出他们的创新潜力，
而这正是促进市场化发展的关键。要取得成
功，炉灶企业就必须设计出适应当地需求的
并符合“清洁”认证标准的炉灶。

•	 这种框架可以包括三个基础结构（清洁炉灶
的定义，基于效果的激励措施，以及监测和
核查体系）和两个支柱（加强体制和能力建
设和加大宣传教育）。该框架将作为清洁炉
具倡议（CSI）的一个重要推广模式进行试
点。 

图1. 基于效果的融资方法与传统的公共采购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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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F可以应用于推广清洁炉灶吗?
过去的炉灶项目遵循公共部门采购程序，由公共实

体负责制定炉灶技术规范，并确定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配送方式和最终用户，并支付供应商提供炉具和相关送
货服务的费用支付。RBF的做法是由公共实体指定预期
的效果、核查方法以及相应的补贴额度，并根据服务提
供商所提供的已核查的炉灶及其使用效果进行付款。

RBF方法侧重于公共部门关心的效果以及对可以提
供这些效果的私营部门供应商进行奖励，这样投资和绩
效风险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反过来，私营部门
供应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创新性地设计、生产和销售
符合激励措施的清洁炉灶。这种灵活性对于炉具市场的
发展至关重要，炉灶的设计必须适应当地的情况，包括
做饭习惯，购买力，当地资源的可用性和和售后服务的
可持续性，炉灶供应商的成功取决于对这些当地情况的
理解。 

效益链是什么?
推广清洁炉灶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发展目标，比如

说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健康和性别平等,以
及减缓气候变化（图2）。用更高效清洁炉灶来更换低
效率和高污染的炉灶, 可以减少燃料支出, 从而帮助贫困
家庭摆脱贫困。炉灶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私营部门尤
其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
展。长时间处在做饭环境中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和
小孩）的身体健康可以通过减少室内空气污染而受益。
而妇女们可以把从收集薪柴和做饭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
在更有收益的活动上。同时，减少固体燃料产生的碳排
放量和黑炭量也有利于当地的生态系统和全球的环境保
护。

为了实现这些影响，RBF的激励措施将与到可核实
的产出挂钩，即售出并被使用的认证过的清洁炉灶。另
外，对战略和政策制定的技术援助活动、能力建设、体
制增强和宣传教育活动都是一些重要的有助于成功的关
键因素（图2）。

来源:本文作者 

图2. 清洁炉灶推广项目的效益链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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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清洁炉灶的RBF框架
在推广清洁炉灶项目中使用RBF框架在概念上可以包

括三个基础结构：清洁炉灶的定义、基于效果的激励措
施，以及监督和核查（M＆V）系统，并通过两个支柱：
体制加强/能力建设和宣传教育活动对其支持（图3）。

基础结构
清洁炉灶的定义  定义清洁炉灶需要建立清洁炉灶

标准/评级体系，检测和认证方法，以及测试中心。标
准/评级体系应考虑与国际研讨会协议提出的评级框架兼
容。该框架包括四个性能指标（能源效率，污染排放，
室内污染排放和安全性）和五个等级（0-4）。炉灶的检
测可以包括实验室测试和用户实际使用测试。清洁炉灶
的认证过程应该保持透明和公平。为了保证可持续性，
测试中心可以由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研究中心或大学托
管（例如具有测试，教育，研发，和改进设计的咨询服
务等功能）。也可以通过组织清洁炉灶竞赛来选拔出高
性能炉灶。

基于效果的激励 奖励补贴的额度应该和炉灶的性
能和评估和核查的结果挂钩. 享受补贴所需达到的资格条
件需要明确列出，补贴额度可以根据炉灶的性能水平和
地域偏好调整。申请者（或者叫市场整合者）要愿意承
担投资和绩效风险。他们可以是生产商、批发商、零售
商和项目赞助商。要得到补贴，他们必须生产出可以认
定为“清洁”的, 根据顾客的喜好设计的炉灶，并说服客
户购买和使用这些炉灶。

设计补贴的额度需要清楚了解成本结构和利润率（
供应方）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需求方），以及激励措
施所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对于供应商面临的前期融
资问题，可以通过部分资金的提前预付来缓解。因为申
请者可能以中小企业为多，补贴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可以
通过金融机构依据既定的管理手册来实施，这样可以充
分利用其现有的网络和融资工具。

监测和核查体系 RBF设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可以直
接影响支付的监测和核查 （M&V） 体系。 M＆V体系
可以结合自我报告和第三方核查，使用抽样方法来平衡
准确度和成本。为鼓励可持续的清洁炊事取暖的解决方
案，基于效果的补贴额度可以分量分阶段和M＆V的结果
挂钩，例如包括炉灶安装，操作和实际性能（图4）。

图3. 采用三个基础结构和两个支柱的基于效果的融资框架  

来源: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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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
体制加强和能力建设 清洁炉灶体制建设是营造

良好环境的重要步骤。关键要素包括一个牵头机构、 一
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和一个交流、学习和合作的平台。
能力建设的目的提高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表现，从炉灶设
计者和生产者到市场整合者、融资者/投资者、专业测试
人员，以及监测和核查专家。

宣传教育活动 为了同时激励供应和需求双方，
宣传活动应在所有相关层面进行。宣传活动重在告知公
众这个项目和基于效果的补贴模式，以及项目的其他相
关好处，并提高人们对固体燃料炊事造成的室内空气污
染有害健康的意识。采用知名人士作为形象大使可以是
提高公众意识的一种有效方法。

下一步
2012年夏天，做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清洁

炉灶倡议（CSI）的一部分活动，本文阐述的用基于效
果的融资来推广清洁炉灶的基本框架分别在中国和印度
尼西亚举行的相关利益方咨询研讨会上进行了介绍和讨
论。在这两个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对这个框架
表示了极大兴趣，并同意进行试点。下一步计划是对试
点项目进行更详细的设计来实施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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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太平洋区清洁炉灶倡议
中国清洁炉灶行动倡议（CSI）是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清洁炉灶行动倡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能源旗舰报告《
一个目标，两条路径：现代能源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普及》的一个后续项目。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清洁炉灶行动倡议的重点是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实现现代炊事和采暖方案，特别是使更多贫困人口能够使用先进的炊事和取暖炉灶，主要针对在2030年后
还将继续使用固体燃料做饭和采暖的农村家庭。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清洁炉灶行动倡议是一个多国家、多阶段的方案，得到了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的资金支持。它包
括四个国别方案（中国，印度尼西亚，蒙古和老挝）和一个区域性现代能源普及论坛，以促进居民现代能源使用的地区合作，
学习，和知识共享。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清洁炉灶行动倡议采用三管齐下的策略：（1）为扩大先进炉灶的使用规模，加强机构能
力，创造良好的政策和监管环境；（2）支持供应方市场和业务发展；和 （3）刺激清洁高效炉灶的需求。

本文由张亚蓓（EASWE）和Oliver Knight （ESMAP）撰写。中文由吴芸翻译， 刘广青编辑。本文的调查结果，诠释和结论均为本文作者
的意见，不一定反映世界银行和资金资助机构的观点。

图4. 将基于效果的激励及监测和核查的各阶段挂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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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文作者.

• 第三方使用简单随机抽样进行现场测试和调查 
• 测试和调查的炉灶性能结果反馈回清洁炉灶检测和认证体系。

• 销售报告/安装记录(用户的详细信息，炉灶详细资料，安装日
期，基准线炉灶/燃料)。 

• 第三方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来核查销售报告。

• 售后服务报告（第1〜第6个月）（用户是否在使用炉子和炉子
功能是否正常） 

• 第三方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来验证售后服务报告。

炉灶安装 

炉灶操作 

炉灶性能

基于效果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