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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规检查小组 
 
        合规检查小组（CRP）是由三人组成的，由亚行董事会任命的独立实体。CRP 执
行亚行问责机制的合规检查阶段。任何人由于亚行资助的项目，在项目拟定，操作过
程，或执行时直接受到损害，都可以在通过问责机制的磋商阶段后向 CRP 提出合规检
查的申请。CRP 会调查受害群众受害是否是由于亚行没有履行它的操作政策和步骤而
引起的，并向董事会推荐补救措施。它同时也对董事会批准的补救措施的执行进行监
督。除非董事会另有规定，否则它会向董事会提供 5 年时间的年度监督报告。除了弄
清合规检查职责范围，及检查汇报给合规检查委员会董事会（BCRC）的草稿监督报告
外，CRP 直接向董事会汇报所有的动向。BCRC 是由 6 个成员组成的常务董事委员
会。CRP 目前有主席 Rusdian Lubis, Antonio La Vian 和 Anne Deruyttere 两位兼职人员
组成。 

         Rusdian Lubis 是有着 30 多年环境管理经验的印尼人。他曾经在印尼的政府部
门，大学和私人企业任职，并任世界银行的高级主管。从 2008 年开始他还担任 Dana 

Mitra Lingkungan (Environmental Funds) 董事会主席。同时他也是 Yayasan Waetasi，一
个成立于 1986 年印尼 Sulaweisi 非政府组织的沿海保护创始人。他毕业于 Bogor 农业大
学的农业机械专业本科并持有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科学的硕士学位，还持有美国俄勒
冈州大学的农业和资源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Antonio La Vina 是菲律宾人。他目前担任菲律宾 Ateneo School of Government 的
院长，是菲律宾国家派去 Ashoka：Innovators for the Public 组织的代表。在这之前，他
是美国世界资源研究院的学者并兼学科主任；还担任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法律
及立法事务和附加机构的次长；还聘为菲律宾大学的法律教授。他还是菲律宾法律权
利和自然资源中心 （Friends of the Earth）的共同创办人之一，也是该组织的受托人, 研
究员和政策主任。 

        Anne Deruyttere 是比利时人，有着 30 多年在社会维护问题，可持续发展，社区
参与和文化与发展领域的经验。直到 2007 年，她一直在美洲国家发展银行（IDB）土
著人和社区发展部 担任部长。她协助准备 IDB 关于非自愿安置政策的政策以及政策的
公开协商，以及有关土族人事宜。她持有比利时 Louvian 大学的经济硕士学位，及英国
爱丁堡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目前她是世界银行的咨询顾问。 
 
        若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ompliance.adb.org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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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合规检查组向所有参与准备报告的人员致以感谢。合规检查组要感谢亚行董事会，尤
其是合规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合规检查组对亚行管理层和其员工，包括项目特别协调
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和支持以表感谢。合规检查组也认识到请求方在整个合规检查过
程中给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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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缩写名词 
 
ADB  亚洲发展银行 

CRP  合规检查小组 

EARD  东亚区域部门 

EASS  东亚区域城市和社会分工部 

IRP  非自愿安置政策 

OCRP  合规检查小组办公室 

OSPF  项目特别协调办公室 

PRC  中国 

RAR  检查和评估报告 

SPF  项目特别协调人员 

TOR  授权调查范围书 
 
 
 
 

毕种 

$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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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有合规检查组准备的这份报告是针对申请人王接权，徐启龙所提出的对中国

（PRC）福州环境改善项目，亚行贷款号为 2176-PRC ，进行合规检查。请求方向
CRP 提出了合规检查的要求。此请求是在要求项目特别协调人员终止问责机制的磋
商阶段后提出的, 与管理部门无任何牵连。CRP 认为这个请求符合合规检查资格，
并对亚行非自愿安置政策的违规问题产生疑问，因此认为值得进行调查。紧接着，
基于问责机制中的合格性规定，亚行董事会授权进行合规检查。 

2. 合规性审查阶段的目的是为了单独决定, 由于亚行资助的项目造成请求方受到或可
能受到直接或物质性损害；以及决定如果的确受到损害，是由于亚行违反了业务政
策和程序而造成的。CRP 检查了三个有关请求方提出的非自愿安置政策的问题，这
些问题在该项目在审批的时候已经适用于该项目 i）对没有合法住房抬头的当地居
民没有给与足够的赔偿以便重新购置住房；ii）没有采取恢复原生活基准的措施，
来补偿失去收入来源；和 iii）没有足够信息的传播和协商。除此之外，CRP 也检查
了一些有关亚行对投诉作出反应的问题。 

3. CRP 从亚行操作部提供的书面文件，从与亚行员工的面谈和请求方的电话会议几个
方面着手进行调查。然而，从这些来源来的证据并不能足够用来证实请求方的声称
或证实亚行员工的答复。另外, CRP 已经形成一种观念, 就是实地考察是不可避免并
且是有必要的, 以便用来审核由请求方提出的声称。为了公平其间, 也让他们象亚行
一样一个直接与 CRP 接触的机会, 同时让他们能够呈现更有力的证据, 来支持他们
的声称。  

4. 为了完成合规检查及问责机制的规定，CRP 寻求中国方的认可以进行实地走访。合
规检查的授权调查范围书已经由合规检查小组批准，其中包括实地走访的必要性。
但是，中方没有认同这个请求，并称有亚行批准的对项目的修改已经避免了对请求
方的安置, 因此使得实地走访失去了必要性。 

5. CRP 认可中方对项目设计做出修改的决定。但是，这修改是在合规检查已经提出后
才进行的。作为资格审核的一部分，CRP 也为此提到, 项目设计的修改并不能缩小
调查的范围, 即亚行是否已经没有符合它的操作政策和规程, 就其本身而言, 对本案



 8

例合格性的决定也没有任何影响。另外在于请求方的进一步电话会议中，他们提供
了一些信息声称，项目设计的改变并没有减轻由于未遵守 IRP 而造成的直接和物质
性的损失。这些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实地走访的必要性。 

6. CRP 证实表露了它对此事的关注，并且将未能允许实地走访一事向代表中方的执行
董事作了报告，但没能改变此决定。 

 

7. 根据问责机制，CRP 的任务是决定是否亚行已经有违反操作政策和程序的事宜，并
且确认是否由于违规而对请求方造成任何直接的和物质性损害。由于没有实地走
访，CRP 没能证实这些损害已经产生或会产生。因此 CRP 不能在损失和违规建立
起任何因果关系。 

8. 在缺乏实地走访的情况下，CRP 没能完成这次合规检查及履行在合规检查的授权调
查范围书中的义务。因此 CRP 拒绝出示任何合规或违规的调查结果。同时即使亚
行被认为有违规行为，CRP 也不能合理地就已经提出的补救行动提出任何建议。 

9. CRP 认为实地走访作为一个规则来说，它是对确保合规检查中公平和透明的一个重
要基础。因为 i）为了给请求方和亚行提供一个公平的听证；ii）为了证实请求方提
出的真实或潜在的损害的声称；iii）验证 CRP 从亚行所提供的文件和通过与亚行员
工面晤的得到的调查结果；（iv）通过有力的方式来检查亚行的承诺，并检查所有
的现有证据；（v）确保亚行问责制覆盖到所有有利益相关的人，尤其是那些直接
受到亚行项目影响的人，而对于他们来说 CRP 是他们 后一个能求助的机构。 

10. CRP 建议, 由于问责机制政策也适用于实地考察, 董事会应该检查此政策, 以便决定
是否能够澄清和修改相关政策。 这样一来能避免根据目前的作法下已经呈现出的, 

未确定的, 和负面的结果。 在 CRP 看来, 没能实地走访极大影响了和埋没了问责机
制的有效性和信任度，也影响了亚行对透明度和政策遵循承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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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1. 这份报告是由合规检查组准备的，请求针对对中国福州环境改善工程项目，贷款号

2176-PRC，进行合规检查 1。在 2009 年 4 月 28 日要求合规检查的申请中，请求方
声称由于亚行没能遵守它的非自愿安置政策（IRP），而导致他们直接的和物质上
的损害2。尤其他们声称他们已经受贫困的干扰，因为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没有符
合安置计划的要求，即对损失的住房给予公平补偿，忽略有没有合法住房抬头得情
况下，以及对恢复损失收入的公平补偿。另外，他们还声称亚行没能符合 IRP 中的
公开及磋商的规定，并且也抱怨亚行没能对投诉人予以及时答复。(参见附件 1 ) 

2. 根据亚行问责机制3，合规检查的目的是要调查所谓的亚行没能遵循它的操作政策
和步骤，因而在项目拟定，操作过程和执行时，直接地和物质性地对群众造成或可
能造成损害。同时也使为了调查如果亚行没能遵守操作政策和步骤，那么任何已遭
受的损害，或可能会遭受的损害是由于亚行违规而造成的。CRP 并不是来调查贷款
方，或执行方，或执行代理的任何违规行为。 

 

II. 背景 
 

3.  福州项目改造工程是由福州市政府提议的一项重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目的是通过
减少水质污染和保护水源，从而改善项目周边的环境质量和群众的生活水平。该项
目由四部分组成：A）洋里第二期污水网络；B）LIANBAN 污水网络；C）南台岛
河岛内河整治；和 D）能力建设。为了提高内河的流量，其中 C 部分支持南台岛一
项城市规划方案，其包括 i）综合治理 12 条内河道；ii）疏通和开挖 3。63 百万吨
泥土；iii）建设石材砌成的不同宽度的运河和一个橡胶坝；及 iv）恢复 4 个现有的
洪水闸门。 

                                                 
1    亚行 2005 年，总裁向董事会的报告及推荐关于向福州环境改善工程贷款的提议（R165-06）。见网页

http://www.adb.org/Documetns/RRPs/PRC/rrp-prc-35340.pdf  
2    亚行 1995 年，非安置政策，马尼拉  参见网页

http://www.adb.org/Documents/Policies/Involuntary_Resettlement/involuntary_resettlement.pdf  和 2003 年 10 月 29 日非安置计划上
的操作手册 F2 章/银行政策和 F2 章/操作程序  

3    亚行 2003 年，审查检查职能: 新的亚行问责机制的成立，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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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5 年 7 月 29 日，亚行批准了 5550 万美元的贷款并且在 2006 年 9 月 14 日生
效。项目完工的日期原本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但已经改成 2012 年 6 月 30 日。到
2010 年 5 月 30 日止，累计合同授予金额为 95%（美金 5300。3 万元），但是累计
发放金额仅为 33%（美金 1815。2 万元）。 

5. 受几个市政部门的支持，福州市政府是该项目的执行方，其中包括福州城市市容建
设和发展公司。该公司是负责执行内河整治部分。地缘拆迁公司承包了安置任务。 

 
6. 作为给亚行董事会总裁的报告和推荐书的附件，2004 年的安置计划4指明了其原则

和总体规范，并提供了有关被安置人员的初步内容。2004 年安置计划也包括了为开
展特殊安置计划与具体基础建设设计的框架。2008 年安置计划5是 C 部分的 5 个特
殊计划的首个，其也包括了龙津和跃进整治计划。它列出了由于征地会被搬迁的
1725 个人（607 户人家）。其中包括了 440 个没有常住户口的人员；请求方就是其
中一员。 

 

III. 合规检查请求 
 

7. 福州市王接权和徐启龙6在 4 月 28 日提出合规检查请求，于 2009 年 6 月 5 日被合规
检查组登记注册7。他们代表由于龙津和跃进河道整治工程可能会被拆迁的俩户人
家。一份日期为 2008 年 11 月 25 日，代表 7 户人家的请求合规检查（附件 2）的申
请被递送到合规检查办公室。为符合问责机制需经过磋商阶段这一要求，此申请被
转送到项目特别协调人员处8。在协商阶段 5 户人家与政府在补偿方面达成一致，但
其余俩家，即请求方没有达成协议。2009 年 6 月 3 日，请求方要求终止协商并请求
合规检查（参见附件 3）。 

                                                 
4    福州城市市容建设和发展公司 2004 年 安置计划，南台岛内河整治项目（2004 年 9 月）参考网站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settlement_Plans/PRC/Fuzhou-Environmental/nantai-island.pdf  
5    福州城市市容建设和发展公司。2008 年, 安置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环境改善工程（南台岛内河整治- 龙津河和跃进和

工程（2008 年 8 月）；参考网站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settlement_Plans/PRC/FuZhou-Environmental/nantai-creek.pdf  
6   AM 政策的第 106 段特别强调了给与申请方身份保密的选择；然而在 2009 年 5 月 12 日，申请方告知 CRP 对于合规检查，他们

不需要对他们的身份予以保密。 
7    请求合规检查的信件的日期则是 2009 年 4 月 28；但是，请求方在撤消协商阶段后在 2009 年 6 月 3 日正式提交合规检查的请

求。 
8    参见网站 http://www.adb.org/SPF/fuzhou-proj-complaint-registr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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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和项目特别协调人员办公室提供的信息，请求方是项目建设区域
的长期居民。他们从他们的家乡搬迁到该处，但还是家乡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并持有当地居住户口。在项目建设区他们没有可法的在当地注册登记，因此对他们
所落户的土地没有可法的产权。 

9. 在他们合规检查的请求中9，请求方声称有关征地，财产补偿和收入恢复的特殊条
款没能遵循非自愿安置计划政策和 2004 年安置计划的条款。他们声称他们 “住房和
谋生来源的损失”表明了 2008 年的安置计划没有遵守安置计划的基本原则，即保证
受影响的人员应该，“。。。与项目执行前比，至少维持原来或比原来生活水平更
高，”并且确保“被安置的群众得到帮助，尤其是在该项目下受影响的群众，因此他
们至少能和项目没有时维持一样的小康水平。”10 

10. 此外，申请方声称在准备 2008 的安置计划时，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和协商。因
此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根据 2004 安置计划他们的权益已受到重大改变。还有，他们
抱怨对他们的屡次投诉希望能得到个说法，亚行却没能及时得到答复。 

IV. 请求的合格性 
 
11. 在评估申请资格方面，CRP 参阅了 OSPF 提供的和项目相关的文件，亚行的政策和

程序，及审查和评估报告（RAR）11。CRP 咨询了代表中方董事会的执董，东亚区
部门（EARD）的总干事，东亚区部门（EARD）的城市和社会分工部门（EASS）
主任和亚行的总顾问。  

12. 2009 年 6 月 24 日，CRP 做出决定投诉符合检查资格12 ，并建议根据问责机制13中提
到的资格要求，根据申请方的信件，OSPF 提供的资料和其他现有的项目文件，要

                                                 
9    在他们 2008 年 11 月的申请信里，申请方特别提到 2004 安置计划并声称，征地条款和 2008 年 3 月 25 日政府出台的所谓“拆迁

成分和安置执行细则”中提到的补偿，这两点和 2004 安置计划没有一致性，并且没有遵守亚行 1995 年非自愿安置计划政策。
在提交 2008 年 11 月请求时，虽然“搬迁实施细则和内河整治项目搬迁”已经发表，但是 2008 年的安置计划还没有出台。这些
详细程序和权利矩阵已经包括开 2008 年的安置计划中了。 

 
10   亚行 1995 年 非自愿安置政策 33 段 参见网页 

http://www.adb.org/Documents/Policies/Involuntary_Resettlement/involuntary-Resettlement.pdf  
11   特别项目协调组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环境改造项目的审查和评估报告，2009 年 3 月参见网页

http://www.adb.org/SPF/Documents/RAR-English-23March2009.pdf  
12   CRP，2009，对贷款好 2176-PRC；福州环境改善项目合规检查资格的报告 2009/01，日期为 2009 年 6 月 24 日。 
13    脚注 3，第 103-1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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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董事会授权合规检查。随着 2009 年 7 月 15 日合规检查授权后，合规检查委员会
董事会统一了授权调查范围（附件 4）。 

 

V. 检查方式 
 
13. CRP 将它的调查集中在 3 个方面 （i）对没有产权的居民没能提供足够的补偿来替

代失去住房的损失；（ii）缺乏对收入损失的恢复措施；（iii）未能得知足够的消
息和咨询。另外，CRP 也检查了亚行没能及时对投诉做出答复的事宜。 

14. 根据问责机制14，CRP 必须决定亚行是否遵守它的操作政策和步骤，因此 CRP 必须
（i）鉴定适用的操作政策和步骤问题；（ii）确证请求方已经遭受或有可能会遭受
直接的和物质性的损害；及（iii）决定任何已经受到的损害或可能会受到的损害,与
亚行没有遵守它的操作政策和步骤之间的因果关系。 
 

15. 为了使问责机制和 CRP 的操作步骤一致15，合规检查授权范围包括（i）审阅所有的
有关项目的材料和文件；（ii）在事先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诺后，进行实地走访；
（iii）与所有参与的人员进行咨询和面谈，进行的对象包括亚行员工，项目特别协
调人员，请求方和其他有利益相关的人员，政府官员包括那些执行机构，中方在亚
行董事会的执董；（iv）采取其他一些 CRP 认为合适的检查方式。 

VI. 检查行为 
 
16. 为了得到有关项目的文件和档案，及所有参与准备和执行本项目的亚行员工名单。

CRP 向亚行副总裁（操作部 2）和认知管理和可持续性部门副总裁提出请求。CRP

也查明, 有疑问的操作政策和步骤在 1995 年非自愿安置计划政策和 2003 年 10 月 29

日操作手册上的 F2 章上也能找到。 

17. CRP 审阅了由 EASS 提供的项目文件和档案，并请求提供更多的材料。检查主要集
中在 2004 年安置计划的准备和处理上，然后, 尤其是 2008 年的安置计划的执行和
监督。除了 2004 和 2008 年的安置计划外，其中 相关的文件为（i）2006 年 11 月

                                                 
14    脚注 3，第 99 和 107 段 
15     脚注 3，第 102 和 122 段和 CRP 操作步骤，第 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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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09 年 8 月的谅解备忘录和为了中期和审查使命而反馈给办公室有关龙津和跃
进河工程的报告；（ii）由执行机构和项目顾问递交的进程报告；（iii）有武汉大
学非安置计划中心递交的独立安置计划监督报告，尤其是第 6 卷（2008 年 7 月）；
和（iv）官方信件，谅解备忘录和电子邮件。 

18. CRP 审阅了由特殊项目协调小组转送的文件，包括（i）资格使命报告（2009 年 2

月 17 日），(ii)有政府评价的检查和评估报告（2009 年 3 月）；(iii)EASS 对于检查
和评估报告的评价（2009 年 3 月 31 日）；及(iv)项目特别协调人员递交给 CRP 有
关投诉状况的备忘录（2009 年 6 月 4 日）。 

19. 从 2009 年 9 月 14 日起到 10 月 7 日止，根据管理部门提供的工作人员名单，CRP

与现在或以前曾经参与该项目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面谈。包括在 EARD 部门的人员，
尤其是在 EARD 和 EASS 总干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地区维持和发展部门的工作人
员, 尤其是其环境和捍卫分部；以及中国居民使命部；总顾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参见附件 5）。 

20. 虽然 CRP 感谢亚行所提供的合作和详尽的资料, 但是为了公平, 客观及公正起见, 

CRP 认为必须给予请求方同样的机会, 使他们能和 CRP 直接接触并呈交有力证据来
支持他们的主张。 根据要求, CRP 必须执行它的检查, 并且形成其独立判断。 因
此,CRP 不能仅仅依赖于由管理部门提供的信息, 其中也包括直接向总裁汇报的特别
项目协调组的信息。 CRP 判断认为 (也仍旧会考虑) 实地考察 对于能独立地评估项
目区域的实际情况是不可缺少的。 其中包括检查对事实上和潜在损害的声称, 以及
能直接和请求方接触, 从而克服由于通过长度电话，并通过翻译进行交流而带来的
明显的不便。从验证的目的来说, 在 CRP 与请求方和亚行双方进行接触后, 以及现
场第一手的观察。 这也已经是成为必要的及合适的手段, 来与其他受牵连的群众进
行交流。 他们包括当地政府机构, 项目工作人员和顾问, 还有外部监督机构。由于缺
少唯有实地考察才能提供的证据, CRP 作出了结论是它不能证实声称中所提到的事
实和潜在的损害。 因此, 万一声称中所提到的损害有根有据, 它也不能以此判断该损
害是由于亚行没能遵守它的操作政策和步骤而造成的。  

 



 14

VII. 请求实地考察 

21. 2009 年 10 月 1 日，CRP 向董事会中国执董寻求帮助，要求中方给与允诺以便进行
实地考察16。2009 年 11 月 4 日，中国执董告知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如下答复：“经过
审议，我们认为现场考察的建议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事实是该项目已经被重新设计
过，并且工程区的某些河道走向的改变已经开始动工。这样一来，本项目已经不再
涉及到所讨论的安置计划。”17 此问题是在董事会考虑 CRP 的合格性报告时提出
的。 CRP 回复称项目的重新设计没有对调查亚行所谓的违规的必要性产生影响。 

董事会随后批准了合格性报告并批准了对合规检查无异议的建议。 

22. 2009 年 11 月 13 日，CRP 与请求方通了一次电话。目的是为了尽力弄清申请方的顾
虑并验证他们声称的有效性。会议中通过一位翻译, 请求方声称，河道的调整并没
有使他们的状况有所改进, 反而使他们状况的加剧恶化。 他们还称出于对项目周围
对他们自身安全和道路障碍的顾虑，他们不得不在偏离项目区较远的地方租房居
住。 同时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和补偿使得他们的生活越加困难。这些所谓的在河道走
向调整后的继续危害的声称进一步说服了 CRP 实地走访是十分关键的。 

23. 2009 年 11 月 17 日，CRP 以书面形式表示对中方拒绝实地考察表示关注。 并且进
一步向中国执董表述了有关的决定和它潜在的影响。 

24. 中国官方通过中国执董利用下列的理由来拒绝实地走访：（i）安置计划在中国和亚
行的相关政策上是一致的；（ii）河道的重新走向使得合规检查的请求失去意义；
（iii）一位中方政府高级官员在走访了现场后，确认申请方的确已经不住在那里；
（iv）项目特别协调人员在以前对现场的走访应该已经给 CRP 的合规检查提供了足
够的信息。对政府看来，所建议的现场走访是再也没有必要了。 

25. 在紧接着与中方执董商讨这个问题的会议中，CRP 寻求澄清（i）CRP 的任务仅仅
是评估亚行是否遵守它的操作政策和步骤，而不是去评估政府的政策和行为；
（ii）河道改变走向没能回避 CRP 进行调查亚行违约行为的使命；（iii）河道改变
走向也没有使请求方的要求无效，因为所谓的事实上的或潜在的违轨仍旧由可能是
亚行先前的行为或漏洞而造成了的。  

                                                 
16   脚注 3，第 127 段 
17   2009 年 11 月 4 日中国执董给 CRP 主席的备忘录，关于贷款号为：2176-PRC，中国福州环境改善项目合规检查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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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除了将项目特殊协调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外，CRP 必需在其给董事会的合规检
查报告中独立核实请求方和亚行的声称。18 

26. 因此 CRP 认为实地走访是必要的，以便直接勘查现场的情况并且和请求方及其他
受牵连人见面，从而（i）核实请求方所指控的违规行为；（ii）核实他们真实和潜
在的损害的声称是由所指控的违规造成的；及（iii）确保一个公平，客观和透明的
检查。但是无论怎样，拒绝实地走访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了。 

 

VIII. 建议 
 
27. 本着中方对拒绝实地考察请求的决定，CRP 考虑到如何 佳地处理合规检查。同时

在深思熟虑后，一致同意如果没有实地走访对任何一方（请求方和亚行），拟由问
责机制来尝试完成合规检查的话都不公平。尤其是，CRP 判断为它还不可能定论，
因为基于一个不完整的调查, 不能证实申请方对真实的和潜在的, 及物质性损害的声
称，也不能在此将其和亚行没能遵守它的政策和步骤给联系来。 

28. 由于 CRP 没能够完成这个合规检查，及没能履行其职责以使得和授权调查范围书
一致，其中尤其包括了实地走访可能性一项。因此合规检查组不能出示任何调查结
果，也不能站在一个公平的立场上提出任何补救措施的建议。这些建议已有可能被
请求方提出，如果亚行是被调查出它有违规行为。 

29. CRP 充分相信作为一个规则，实地走访对如下几点是很关键的（i）给请求方和亚
行一个公平的听证；（ii）核实请求方的请求；（iii）验证 CRP 从亚行所提供的文
件和通过与亚行员工面晤的得到的调查结果；（iv）通过有力的方式来检查亚行的
承诺，并检查所有的现有证据；（v）确保亚行文责制覆盖到所有有利益相关的
人，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亚行项目影响的人，而对于他们来说 CRP 是他们 后一
个能求助的机构。CRP 充分相信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极大地影响及破坏了问责机制的
有效性和信用度, 同时也降低了亚行对透明度和政策遵守承诺的信心。 

                                                 
18   在问责机制中定义到,  由董事长直属的特别项目协调人员, 在问责机制协商阶段的作用是协助解决冲突。 这写冲突可能设计到

请求方, 执行方, 事实方和其他有利益关系方和亚行。  CRP 在问责机制的合规检查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 它的任务是调查亚
行是否遵守操作政策和步骤, 并向董事会直接汇报而不是向管理部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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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考虑到 CRP 在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来完成此检查前, 无法对合规检查作出任何结论。 

CRP 建议董事会着手在问责机制政策上从新考虑这个问题。 并建议董事会决定是
否采用其它途径来执行实地走访。 这样就能避免在这事件上的不确定性, 及潜在的
消极影响。 

 
 
 

Rusdian Lubis 
主席，合规检查组 

201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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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合规检查申请(中英文)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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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08 年 11 月 25 日由投诉方/申请方发送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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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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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合规检查中的里程碑 
 
5 月 5 日     王接权和徐启龙联合给 CRP 秘书通过 CRP 的邮政信箱寄了封信（以中文形

式日期为 2009 年 4 月 28 日），信中请求调查亚行对于本项在安置计划和补
偿方面涉嫌违规它的操作政策和步骤给予调查。 

 
6 月 3 日   CRP 收到一封请求方传递给项目特别协调人员，并抄送他们的邮件。在邮

件中请求方提出决定终止咨询过程并希望要求合规检查 
 
6 月 5 日  合规检查办公室登记注册了此请求，并且将登记注册通知和确认书发送给请

求方 
 
6 月 8 日  有关请求合规检查的新闻在 CRP 的网站上公布 
 
6 月 24 日  CRP 认为合规检查符合资格，并在无异议的基础上将合格性报告在亚行董

事会中发行 
 
7 月 15 日  董事会授权合规检查 
 
7 月 28 日  BCRC 主席会确认批准了合规检查授权调查范围书和时间表 
 
9 月 14-18 日 CRP 与亚行直接参与本项目的员工进行面晤 
 
10 月 1 日  CRP 主席发了份备忘录给中方执行董事。在备忘录中主席寻求中方的帮助

以便能去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考察。 
 
11 月 4 日  中国执行董事告知对中国有关部门来说实地走访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在项

目区域经过改变河道走向后，本项目不在涉及到重新安置的问题。 
 
11 月 7 日  CRP 主席给中方执董又发了份备忘录。在其中表露了他对中方政府对所建

议的实地走访的拒绝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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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授权调查范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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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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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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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合规检查中所接触工作人员的名单1 
 
亚行 

1. C。 Lawrence Greenwood 

副总裁（操作部 2） 
2. Ursual Schaefer-Preuss 

副总裁 （认知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部） 
3. Klaus Gerhaeusser 

总干事 （东亚部） 
4. Xianbin Yao 

总干事，区域和可持续发展部门（RSDD）和首席合规官 

5. H。 Satish Rao 

总干事，独立评估部门 
6. Scott Ferguson 

专家主干，社会发展（保障措施），EARD 
7. Amy Leung 

主任，城市和社会分工部 （EASS），EARD 
8. Nessim J Ahmad 

主任，环境和保障部，RSDD 
9. Robert Wihtol 

国家主任，PRC 居民使命 
10. Edgar Cua 

顾问，总干事办公室，EARD 
11. Ruwani Jayewardene 

社会发展专家主干， 巴基斯坦居民使命 
12. Jeremy Hovland 

总顾问，行政办公室 
13. Kala Mulqueeny 

高级顾问，行政办公室 
14. Christophe Gautrot 

高级顾问，行政办公室 
15. Nao Ikemoto 

自然资源管理专家，柬埔寨居民使命 

16. Ma。 Theresa Villareal 

高级城市发展专家，EASS, EARD 
17. Madhumita Gupta 

                                                 
1 在合规检查进程中工作人员的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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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社会发展专家（重置），EASS, EARD 
18. Debnath Biswanath 

社会发展专家（保障措施），RSDD 
19. Asela Maria Arago 

项目分析助理，EASS， EARD 
 
请求方 

1. 王接权 

2. 徐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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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对草稿报告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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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亚行管理部门的答复 
 

 
 

亚洲发展银行           备忘录 
         副总裁办公室 

            (操作 2 部) 
 
收件人: Rusdian Lubis 
  Chair, Compliance Review Panel 
 
发件人: C。 Lawrence Greenwood, Jr。 

  副总裁 (操作部 2) 
 
主题:  合规检查请求 2009/1 号 – 福州环境改善项目(贷款号 2176 – 中国) 
 
 
根据问责机制政策规定(第 125 段), 所列附件提供了亚行管理部门对合规检查组, 有
关中国福州环境改善项目合规检查报告草稿所作的答复。 
 
附件: a/s 
 
抄送:  总裁 

 副总裁 (认知管理和可持续性发展部) 

 副总裁 (财政和行政部) 

 副总裁 (操作部 1) 

 副总裁 (私有企业和联合融资部) 

 管理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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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管理部门的答复 

 
合规检查组申请号 2009/1 有关福州环境改善项项目 

(贷款号:2176-中国) 

递交董事会关于合规检查进程的草稿报告 

(备忘录 CRP2010RL005, 日期 2010 年 8 月 13 日) 
 
 
1. 非常感谢让我们了解关于合规检查进程的草稿报告, 以供我们考虑和答复。 我们意识到

合规检查组拒绝提供它的调查结果, 而且它也不能站在某个立场上来提任何建议。 

2. 管理部门和其员工完全支持合规检查组张开合规检查。 由于在草稿报告中没有对调查结
果和建议的答复, 我们想借此机会就草稿报告中的两点提供附加的信息。  

 
(i) 员工的响应和向合规检查组提供的现有的资料 
 
3. 草稿报告中 “缺乏”陈述有关 “亚行答复”请求方的真实或潜在直接的, 物质性损害的证

据。 这就导致误解为亚行员工没有历尽全力答复合规检查组的提供信息的请求。 亚行
相关办公室的确都及时提供了合规检查组所需的文件和信息。 这包括, 特别是项目文件, 

理解备忘录, 办公室备忘录, 反馈报告, 电子邮件, 和有关录像剪辑。 所有书面文件集中在
一起组成 41 个具体项目的文件, 供有 8000 页之多。 除此之外, 在 2009 年 9 月 14 日到 10

月 7 日间, CRP 共面晤了 19 个亚行员工; 有些还不仅一次。 所提供的信息涉及到 CRP 调
查的所有三方面的声称 – 不足够的补偿, 缺乏补偿失去收入的措施, 和不足够的咨询。  

4. 特别项目协调办公室对中方执行了三个任务, 包括三次实地考察, 与中国财政部和福州省
政府的磋商, 以及项目执行机构。 这些磋商取得了额外的, 详尽的有关本项目和投诉背景
的材料。  

5. 草稿报告中提到 CRP 与两个投诉方进行电话会议。 他们提供了有关投诉的相关信息。 

这些电话会议磋商的结果将对董事会(和管理部门)都很有用。 若有电话会议与其他利益
相关的人群如当地政府, 项目管理办公室, 贷款监督顾问, 以及外部独立审计处, 其结果对
董事会和(管理部门)也将会有用。 

 
(ii) 投诉方提出的额外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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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草稿报告中提到了在 2009 年 11 月 13 日收到另外一个投诉。 投诉称河道的调整使两
个投诉人的状况更加恶化, 迫使他们搬家。 亚行的有关部门, 执行机构, 实施机构, 财政部, 

和福州省政府并没有得知这个情况。 不然的话, 尽管 CRP 已经考虑到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他们会意识到这额外的投诉。  

7. 结论: 管理部门认识到 CRP 对执行本检查所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