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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别与行业背景 

 

1.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环境也出现了严重退化，对很多地区造成了影响。包

括农业在内的多个部门是造成环境退化的根源。密集型和机械化农业、沙漠化、自然灾

害、合成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中国每公顷化肥用量几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以及畜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削弱了资源基础。尽管大量农业人口流向城市，但数百万农户仍以农

业为生，其今后福祉和发展也有赖于加强对自然资源基础的管理。 

2. 中国政府将沼气利用视为改善农村家庭生活条件、应对环境退化问题的一种途径。

2001年，中国启动实施了一项大型农村沼气工程，其累计总投资已超过30亿元（约合3.75

亿美元）。目前，750多个大中型沼气项目已完成实施，720万户农村家庭正用沼气做饭。

与中国政府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若干工程相比，2001年启动实施的该项工程在技术上

取得了更大成功，但仍缺乏用户培训和技术支持。在农户为利用沼气带来的新机遇来优化

其生产方法方面，针对农户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尤为缺乏。 

3. “十一五”规划期间，全国农村沼气发展方面的投资预计将达到500亿元（约合65

亿美元），资金来源包括中央政府拨款（130亿元或16亿美元）、地方政府拨款、国际融

资（如世行和亚行融资）以及私营部门投资。由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沼气将尤其具有吸引力，原因是沼气不仅可以给农村居民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

还可以应对环境退化问题。 

2、项目目标 

4. 本项目的发展目标是改善项目区农村环境和生活条件，同时促进环境友好型和经济

高效型农业生产。本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通过在项目区燃烧甲烷及减少煤炭和薪柴燃烧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循环。 

3、世行参与项目的理由 

5. 为了充分实现中国政府计划的新增大规模投资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需要找出

能更好地使沼气开发和农业制度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农业制度应得到改进后影响监测与

评价的支持。这些方法包括加强技术支持体系以及针对技术人员与农户的综合农作做法培

训。此外，也需要制定系统且可量化的监测评价指标，对沼气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进

行全面评估。世行参与本拟议项目将有助于中国政府制定并测试可扩大沼气影响的技术支

持策略以及在地方监测沼气影响的方法。为此，本项目拟注重在地方示范相关国际和国内

经验，主要是管理和监测评价经验。 

4、项目描述 

6. 本拟议项目将采用综合方式，使沼气开发与以下内容的充分结合：（1）沼气技术

方案和沼气相关田间投资等农作制度；（2）各级沼气服务和技术推广体系的加强；（3）

技术人员与农户能力建设；（4）地方监测评价体系完善。本项目将与各项目省地方政府

实施的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充分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现有机构体系实施。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涉及基础设施、卫生、教育、社会发展和基层民主化进程等方面的投资。 



子项目 1：综合生态家园体系。本子项目由综合农户系统和社区发展两个分子项目组

成，将帮助农户将沼气融入其生产制度，以增强正面环境影响，提高环境质量和农业生产

效率，改善农户生活条件。 

子项目 2：地方技术推广和沼气服务系统。本子项目将加强并扩大当前农村能源和农

技推广服务，以巩固技术支撑体系，实现沼气系统的可持续运行与维护；同时进一步促进

当前农村能源服务和农业支持服务的一体化。服务系统改造和培训两个分子项目将帮助

（1）改造地方农技推广和培训设施；（2）为沼气服务系统提供设备和材料；（3）对县

乡和农民技术员以及农民进行培训；（4）支持农民沼气协会等相关协会；（5）就改进沼

气技术和管理开展应用研究。 

子项目 3：项目管理、监测与评价。本子项目将回应建立高效和有效项目管理架构和

体系的需求，安排训练有素且具备适当资历的人员，以确保实现项目目标。本子项目由项

目管理、机构能力建设以及监测与评价三个分子项目构成，将资助项目管理费用，购置设

备，开展培训和监测评价工作。 

5、项目融资 

来源： （单位：百万美元） 

借款人 120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120 

 合计 240 

 

6、项目实施 

7. 本拟议项目的管理架构将沿用世行在华资助实施的大多数农村项目采用的传统架

构，包括项目领导小组、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实施办公室、项目实施小组以及项目技术

专家小组。该架构要求各行业部门之间和内部的广泛合作和密切协调。 

7、可持续性 

8. “十一五”规划要求大力投资开发并推广最佳沼气技术和方法，这表明了中国政府

对农村沼气工程的高度重视。在项目层面，中国沼气投资的可持续性一直因支持体系不到

位而受到遏制，沼气系统安装后更是如此。本项目拟开展各种活动，加强并扩大农村能源

和农技推广服务以及技术支持体系以实现沼气系统的可持续运行与维护，进一步促进当前

农村能源服务和农业支持服务一体化，进而解决可持续性问题。针对农户、村级技术员和

县级农技推广和服务站或办公室开展能力建设是实现沼气投资可持续性的基础。因此，技

术援助与培训将是本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各项目省，本项目与全国沼气工程的密切配

合将加快最佳沼气方法的传播和推广进程。 

8、从以往国别或行业项目汲取的经验教训 

9. 技术设计。中国沼气建设始于上世纪50年代，于上世纪50和70年代分别掀起了两

大建设高潮，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以及支持和管理体系不到位，两次高潮都遇到了不少困



难。根据以往经验教训，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部门开展了大量工作，工作重点包括开

展应用研究、制定规章制度、完善技术设计、提高技术质量、制定技术标准以及建立技术

人员培训和认证中心。这些措施大大改进了建设与服务系统，为本项目提供了宝贵经验。 

10. 机构安排。经验表明，项目活动与借款人自身工程相结合，在现有机构体系内组

建项目实施单位，可以确保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完工后项目运行的可持续性。本项目将

坚持此类原则，使项目与国家沼气工程相结合，在同时实施该工程的单位内组建项目管理

办公室。 

11. 能力建设与培训。中国和其它国家以往经验表明，旨在应用技术的项目需要大量

得力技术援助。本项目将从以下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首先，项目将提高地方沼气服务和

技术推广系统的能力，向技术人员和农民提供培训（包括培训者技巧培训），开展示范户

建设，支持专题考察。其次，项目将针对如何消除沼气技术、技术应用和管理方面的瓶颈

开展应用研究。再次，向村级服务系统提供支持可促进农户之间的信息和经验交流，为培

训和推广服务提供更好的平台。 

12. 个体效益。项目为实现公共效益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为农民和社区居民等主要利

益方个体创造部分效益，这样才能确保技术得到应用和推广。与沼气相关的田间投资（如

作物新品种、农田基础设施、村道投资）也被纳入本项目，目的在于为农户创造额外个体

效益，以补充直接从沼气生产获得的效益。 

13. 项目管理与领导。世行在华农村部门项目和中国政府工程的经验表明，如项目涉

及多个省份，需要中央项目办对项目实行有效管理和领导。为此，项目将在农业部设置中

央项目办，以确保项目设计和实施工作的协调和顺利开展。 

14. 配套资金。配套资金难以及时足额到位是世行在华贷款农村项目长期存在的一个

问题。为减轻这一问题，经商定，配套资金比例为项目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此外，本项目

与全国沼气工程的结合应有助于配套资金的及时到位。最后，项目法律协议将要求项目单

位提交年度预算，明确每个项目活动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来源。 

15. 监测与评价。有效贯彻完善的监测评价制度是评价项目影响、确定最佳推广方法

的主要手段。经验表明，适当且有效的监测评价应具备以下特点：（1）程序简化；（2）

变量少；（3）变量易于评估，或易于从简单的标尺中选出；（4）注重监测项目成果和项

目活动。本项目将制定具备这些特点的具体监测评价程序。 

9、安全保障政策（包括公众协商） 

本项目适用的安全保障政策 是 否 

环境评价 (OP/BP 4.01) [X] [ ] 

自然栖息地 (OP/BP 4.04) [ ] [X] 

病虫害管理 (OP 4.09) [ ] [X] 

文化财产 (OPN 11.03，正被修订为 OP 4.11) [ ] [X] 

http://www.worldbank.org/environmentalassessment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724~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14~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757~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560~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720~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753~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非自愿移民 (OP/BP 4.12) [X] [ ] 

少数民族 (OP/BP 4.10) [X] [ ] 

森林 (OP/BP 4.36) [ ] [X] 

大坝安全 (OP/BP 4.37) [ ] [X] 

在有争议地区实施的项目 (OP/BP 7.60)
*
 [ ] [X] 

在国际河道上实施的项目(OP/BP 7.50) [ ] [X] 

 

10、项目档案文件 

借款人文件： 

 

1. 《农业部外经中心项目实施计划》 

2. 《安徽省项目实施计划》 

3. 《重庆市项目实施计划》 

4. 《广西壮族自治区项目实施计划》 

5. 《湖北省项目实施计划》 

6. 《湖南省项目实施计划》 

7. 《农业部外经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8. 安徽、重庆、广西、湖北和湖南省区采购计划 

9. 《环境影响评价》 

10. 《社会评价计划》 

11. 《征地与移民安置政策框架》 

12.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世行文件： 

 

1. 《项目概念文件》 

2. 《项目概念文件审查会议纪要》 

3. 《考察团备忘录》 

4. 《财务管理系统评价》 

5. 《采购能力评价》 

6. 详细成本表 

7. 成本效益分析（Excel文件） 

8. 《转贷安排审查备忘录》 

9. 《就国家规划支持子项目致中国局局长的备忘录》 

10. 《项目评估文件》 

11. 《项目决策会纪要》 

 

11、联系人 

                                                 
*对拟议项目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对有争议地区声明所属方存有任何偏见。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10~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75~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567505~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567522~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68~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141282~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53~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589~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15~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40~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667~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http://intranet.worldbank.org/WBSITE/INTRANET/OPSMANUAL/0,,contentMDK:20064701~pagePK:60001255~piPK:60000911~theSitePK:210385,00.html


Sari K. Söderström 

职衔：首席业务官员 

电邮：Ssoderstrom@worldbank.org 

 

12、了解更多情况，请垂询： 

 

世界银行信息处 

地址：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 H大街 1818号 

邮编：20433 

电话：(202) 458-4500 

传真：(202) 522-1500 

电邮：pic@worldbank.org 

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info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