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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CAREC 高官会 

    2022年6月28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亚学院）院长赛义德·沙克尔·沙哈在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CAREC）高级别官员会议上介绍了中亚学院目前开展的各项业务。会议重点就CAREC机制工作进

展，后疫情时期复苏、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绿色能源联盟以及一项全新的气候变化范围研究进行讨

论。 

    会上，院长介绍了主题为“后疫情时期CAREC绿色、可持续和包容性复苏框架”的研究项目进展。

研究结果表明，CAREC成员国较快地从疫情中得到了恢复，到2021年底，大多数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已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然而，复苏以及地缘政治发展等问题依旧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全球供应链产生

了影响。此外，评估表明，CAREC成员国的环境绩效指数处于不同水平。一些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水

平相对较低，而其他成员国则相反。由于环境问题跨越国界，影响到许多国家，尤其是CAREC成员国更

易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该区域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中亚学院建议CAREC成员国应

制定增长模式，在增长和发展目标、气候要求、复原力与包容性间保持平衡。 

    此外，院长还向参会者介绍了中亚学院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他指出学院2021-2025发展战略和筹

资战略均已获得批准，并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负责筹资和财务可持续发展。同时，学院加入了由联合国

南南合作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的“全球南南合作智库网络”；中亚学院正在进行的研究聚焦

于CAREC机制专题下的重点问题，如：债务和金融可持续性、区域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金融

科技、数字化、能源转型、新冠病毒引发的不平等问题、医疗保健、教育、女性劳动力参与度等。中亚

学院每季度发布的《经济监测》报告，汇集了CAREC地区经济动态相关的高频数据，以及关于新冠病

毒、阿富汗形势、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和区域其他重点问题的分析；中亚学院改善了能力建设活动，其将

更多地依赖于中亚学院的研究成果，并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展培训研讨活动。同时，中

亚学院电子学习平台的访问量和培训研讨材料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亚学院知识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重新设计了中亚学院简报和其他知识产品，并以英、中、俄文三种形式向3000多名订阅者发布。

此外，中亚学院在亚行亚洲开发平台上发布了18份知识报告，上半年出版了22份学院出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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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院长在CAREC高官会上介绍中亚学院开展的各项工作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news/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events/
https://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
https://www.carecprogram.org/?page_id=15878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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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大学一行赴中亚学院考察交流 

    2022年5月17日，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京菁与喀什大学党委书记薛继海一行举行了工作

会议。 

    喀什大学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位置，致力于提供优质人才培养，推动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会议期间，双方就潜在合作领域进行了讨论。薛继海先生邀请中亚学院领导和专

家参与喀什大学60周年校庆暨“穆峰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亚学院举办“行业价值链评价与分析”主题线上培训会 

     中亚学院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亚行学院合作，于2022年6月7日至20日联合举办了主

题为“行业价值链评价及分析”主题线上培训会。 

     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业和发展集团都将重点放在价值链发展上。这些机构期望通过发展

价值链，可以为参与行业价值链的不同社区创造更多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从而减少贫困并实

现政策目标。 

     此次培训会使参会者能够获取分析特定行业价值链的知识，并用以制定并要的支持方

案。通过分析，参会者对价值链及其发展的限制和机遇进行了“广角快照”。所提供的信息

有助于在计划或项目层面做出战略决策，以便在价值链的不同点实施发展支持措施。由于其

综合性，该评估分析工具还使政府和发展社区的各种实体能够联合起来，合作发展价值链。 

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 

 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成立

于2020年，隶属于喀什大学。该

中心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

各方面的区域研究，以促进经济

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该中心的学术交流项目促进

了区域科学和应用研究、知识共

享、学习和学术合作。 

    更多详情请点击此处。这里 

中亚学院与喀什大学举行工作会谈。 

https://zbjjzl.ksu.edu.cn/bmjj.htm


举办第三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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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与亚行合作，于2022年6月7日

举办了第三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活动。与

会专家来自阿富汗比鲁尼研究所、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以及亚行，就过去

二十年阿富汗主要致贫因素进行探讨。 

    来自比鲁尼研究所的奥马尔·乔亚先生

和比较政策设计咨询公私的绍拉布·绍梅先

生介绍了关于了解阿富汗致贫因素的研究成

果，并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减贫政策框

架，并强调了阿富汗发展经验。一方面。该

国的收入和经济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同时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

教育和卫生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

一方面，阿富汗未能利用其在2012年之前所

经历的强劲经济增长和大量外国援助流入所

带来的机遇，以减少贫困和建立扶贫机构。

它们展示了冲突的“强度”和“类型”在多

大程度上加剧了贫困。由于广泛以来外国援

助，薄弱的机构无法遏制普遍存在的腐败和

既得利益者。不仅是资源，连决策制定的过

程都受到精英阶层的控制和社会分化的影

响。这种趋势使该国长期遭受政治不稳定和

政治更迭的浪潮。 

    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阿富汗政策部

门负责人绍拉布·辛哈分享了关于阿富汗减

贫支持计划想法与经验。 

    来自亚行中西亚局阿富汗代表处的副主

任阿图尔·安德里西亚克先生介绍了亚行在

阿富汗开展的工作成果，其中包括扶贫工

作。 

    来自联合国难民署战略伙伴关系顾问南

杜里·萨蒂什分享了联合国难民署在阿富汗

减贫的现行措施和潜在敢干预措施方面的经

验和观点。他强调了征询战略应对可持续社

区发展，以及有效治理的重要性。 

    会议材料及研讨会录像可通过中亚学院

电子学习平台免费获取。 

CAREC Chai Series 

在中亚地区的文化中，人们

常在厨房里用一杯茶进行坦诚和

开放的谈话，这被称为“Chai”

(读法通中文“茶”的发音)谈

话。 

CAREC Chai系列旨在促进专

家、智库和CAREC成员国政府代表

间进行公开讨论，就区域经济合

作及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首届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

于2021年12月17日举办，主题为

“把握CAREC地区（及其他地区）

的经济脉搏”。 

第二届CAREC Chai线上研讨

会于2022年4月6日举办，主题为

“初步评估俄乌冲突对CAREC地区

的经济影响”。 

相关材料可在此处获得。 

    2022年6月21日，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

京菁与石河子大学开展线上会谈交流。 

    会上，黄副院长介绍了中亚学院有关情

况。中亚学院是总部位于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

政府间国际机构，致力于通过知识生成、能力

建设和知识共享来促进CAREC地区的经济合

作。中亚学院由11个成员国共同共享、拥有和

管理，并作为五个CAREC集群间的知识连接，

确保设计和实施政策、方案和项目的一致性，

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 

        石河子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磊介

绍了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资队伍和研究领域。

石河子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经

济雪和管理学等领域拥有众多知名学者，期待

与中亚学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黄副院长欢迎石河子大学与中亚学院开展

区域合作和知识交流。双方就后续合作交换了

意见，达成了初步意向。 

中亚学院与石河子大学进行线上会谈交流 

https://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learning-modules/chai-series/1192.html
https://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learning-modules/chai-series/1192.html
https://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learning-modules/chai-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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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6日，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

阿卜杜拉耶夫·伊斯坎达尔参加了在杜尚

别举行的第二届“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

展”国际行动十年高级别国际会议上举行

的题为“生计用水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小

组讨论会议。小组讨论会议由美国国际开

发署区域水资源与脆弱环境活动和中亚区

环境中心主办。会议旨在讨论中亚缺水国

家在促进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和经济

发展方面的经验。 

                         

第二副院长强调了水资源作为内陆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关键要素的重要性。这些水资

源可用于在干旱气候下发展农业和水力发

电，但该地区的环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

忽视。中亚国家正面临着水资源方面的挑

战，例如连续多年的干旱和缺水，内流盆

地无法直接进入海洋，对各种环境变化十

分敏感，水资源部门的资金减少，以及以

公共资金和能源部门补贴为主，能源效率

低，能源系统的区域连通性有限。该地区

还面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如气温上

升速度加快、自然灾害频率增加、降水模

式与历史记录发生变化、年流量显著变化

以及主要河流径流的季节性模式。水资源

短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在该地区造成

了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问题。 

    为克服上述问题并支持该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第二副院长提议通过综合规划和

协调，将水资源、能源、食品、经济和环

境政策联系在一起。该地区各国应进一步

将综合水资源管理原则纳入其国家和地区

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人口的公平经

济和社会福祉，同时不损害重要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性。各国政府应加强对水资源的

战略规划，利用市场机制和引入公私合营

模式确保水资源部门融资的可持续性，加

强必要的金融、法律和技术技能，并改善

跨境基础设施的联合融资和运营。通过联

合水资源、农业、贸易和能源项目开展区

域合作，对于该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和

共同繁荣至关重要。 

 

"生计用水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小组会议参会者 

中亚学院参与第二届杜尚别水资源行动十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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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首席经济学院汉斯·霍尔扎克博士参与了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委员会于2022年6

月9日举办的主题为“建设更加公平的未来：包容性复苏和发展经济政策”政策对话。 

    会上，汉斯博士对亚太经社会《2022年亚太经济社会概览》报告发表看法，强调报告中

概述的问题从多方面对CAREC地区国家产生了影响，报告中提到的政策建议也非常适用于

CAREC地区。在某种程度上，CAREC国家也面临着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威胁。CAREC经济体也面

临着经济困难等问题，例如在疫情期间增加的政府支出而造成财政空间缩小、地缘政治紧张

局势导致通货碰撞加剧、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汇率波动等。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环境条件，

CAREC 地区受到强烈影响。蒙古国、中国、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政策应确保经济增长更加公平、可持续，并且更

能抵御社会经济冲击。 

    汉斯博士强调了 CAREC 地区结构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政策确保提高福利的数字化、绿色技

术和创造就业机会。正如该报告中所建议的，CAREC各成员国应通过优先考虑预分配而非再分

配，加强劳工薪酬谈判能力，确保教育及公共服务公平可及，提供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支持

技能再造和再就业等，进一步促进社会平等，加强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各成员国必须改

善卫生保健、教育、粮食安全和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包容性发展。   

中亚学院参加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政策对话 

 



中亚区域智库联盟研究基

金项目 

中亚学院研究资助计划旨在

支持CAREC智库网络成员的学者

和研究人员产出具有针对性的知

识产品，进一步从知识层面丰富

CAREC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本基金项目鼓励各成员智库

学者采用区域对比研究法，开展

CAREC一体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详情请点击 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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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CAREC地区贸易效率研究 

    在中亚区域智库联盟研究基金项目的支持

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月和晏斌扬教授完

成了《CAREC地区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报

告——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报告中，两

位作者通过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CAREC

区域的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在研

究中，作者的主要模型采用了短期内不会随时

间变化的客观变量，如规模经济、人口规模、

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和通用语言。贸易无效率

模型确定了影响贸易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

政策壁垒、数字化差异及制度差异。 

    作者通过使用回归分析法，发现在2001-

2020年期间，CAREC区域贸易发展阻力不断增

加，贸易发展远落后于理想边界条件下的扩张

速度，使得贸易效率逐渐下降。56%的CAREC成

员国贸易效率水平得分低于0.2，表明当下实

际贸易状况与理想贸易水平的偏差。 

    贸易潜在制约因素。随机前沿分析主要模

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因素强烈影响出

口贸易效率。出口国和目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对出口贸易都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国民经济

规模的扩大也对双边贸易有重要的影响。出口

国国民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效率的带动作用明

显高于目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应作用。这表

明提高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商品的有效供

给对扩大出口规模至关重要。地理距离造成的

高运输成本是CAREC地区贸易发展的主要制约

因素。运输成本仍是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区

域贸易仍受限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同

时，出口国和目的国的人口对贸易效率有着积

极的影响。出口国人口的增加提升了商品的市

场需求，而目的国人口的增加提高了市场的供

应能力。国家间的共同边界也显著影响着出口

贸易效率。由于CAREC成员国大多是内陆国

家，贸易便利话措施相对不足，通关手续复

杂，因此邻国间的贸易会大大节省通关时

间。。 

    贸易效率低下因素：报告通过对贸易效率

低下模型的评估显示，出口国的贸易壁垒是阻

碍贸易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扩大出口需要

减少国家出口管制工具，如出口补贴、自愿出

口限制、卫生和植物检疫等措施。 

    为了释放贸易潜力，各国可以从优化贸易

政策开始，减少政府监管，并逐步转向利用市

场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在CAREC成员国开展

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各成员国应充分重视其贸

易自由化措施对其出口贸易的影响。各国数字

化水平的差异对出口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阻

碍了双边贸易效率。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

下，各国数字化领域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这可能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新因素。但新冠疫

情也间接促进了数字化发展，加速了数字化在

国际贸易等各个领域的应用。然而，这种数字

化转型主要体现在拥有数字化基础设施及丰富

人才储备的国家。由于疫情期间技术投资减

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发展人才不足的

国家更有可能减缓数字技术应用的发展。在中

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各成员国信息

化的差异及其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值得关注。制

度差距会导致信息交换不明确、不规范，增加

管理成本和贸易风险，对出口贸易效率产生负

面但不显著的影响。由于CAREC成员国均为发

展中国家，没有明显的体制差异且具较强的文

化兼容性，因此对这类问题的应对策略则相对

容易实施。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carec-think-tank-network/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ttn-research-grants-program-trade-efficiency-and-influencing-factors-in-the-carec-region-based-on-the-stochastic-frontier-gravity-model/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ttn-research-grants-program-trade-efficiency-and-influencing-factors-in-the-carec-region-based-on-the-stochastic-frontier-gravity-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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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CAREC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中亚学院研究论文汇编第三章《CAREC

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推动金融科技，改善贸

易融资服务不足现状》由李民洙、雷蒙德·

加斯帕、古拉姆·萨马徳和凯萨尔·阿巴斯

共同撰写。报告中分析了CAREC地区面临的

贸易融资短缺的挑战，并指出当前区域内有

五分之二小微企业的贸易融资申请被部分或

全部拒绝。缺乏贸易融资限制了小微企业的

发展及其开展跨境贸易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机

会，导致贸易包容性降低。 

    报告中运用“赫克曼二阶段模型”，以

亚行“贸易融资缺口、增长和就业调查”结

果为样本，从企业层面展开分析。作者指

出，小公司更难申请到贸易融资。CAREC地

区大型企业的平均贸易融资失败率为总申请

量的 10%，小型企业的失败率则为 17%到

32%。小公司相对薄弱的财务状况和历史纪

录是融资被拒绝的主要原因，而CAREC地区

小企业融资失败率最高的行业是农业和矿

业。 

    作者从市场供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小公司

面临的问题，解释了融资高失败率的原因。

从供给侧来看，小公司的贸易融资申请交易

和信息成本更高，信用证和担保不具备太大

吸引力。此外，金融机构必须承担维护支

行、信息技术系统运转和其他服务的成本，

以及与小额借款人打交道时产生的额外监

管、监督成本。从需求侧来看，融资失败与

小公司无法提供官方注册信息、正规财务资

料及抵押资产等支持文件有关，毕竟当前银

行也受到日渐严格、复杂的监管要求如客户

背景调查和反洗钱相关规定的约束。 

    高收入国家的公司融资被拒率相对较

低，反映出风险评级、先进的金融系统等国

家层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许多CAREC成员国的金

融发展仍然受到金融市场框架薄弱、传统银

行业发展缓慢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仍有八

个成员国尚未成立国家出口信贷机构，不利

于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此外，对国际贸易活

动至关重要的代理银行业务在CAREC地区的

发展受到限制，不利于区域合作发展。 

 

    报告还就小企业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政

策建议。首先，各成员国可以搭区域合作快

车，借其他成员国优势解决自身存在不足。

中国目前处于金融高速发展阶段，可以在区

域能力建设合作和分享最佳经验方面发挥巨

大作用。 

    建立强大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关键因

素是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各成员国应当加

强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助力国内和

国际金融科技教育。CAREC地区需要加强信

息通信技术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发展

金融科技和其他数字融资解决方案。为实现

贸易融资数字化，CAREC区域必须摆脱传统

的贸易结算程序，实施无纸化贸易。值得一

提的是，目前电子检疫、“单一窗口”和放

宽通关程序等举措已经在区域内启动。 

    CAREC成员国必须确保区域内金融监管

的质量和一致性。由于金融科技是新兴行

业，区域、国家层面的金融平台数量激增，

且尚未形成区域标准化流程，这使得区域内

的金融基础设施复杂化，也给金融科技公司

发展带来了严重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和政

策制定者需要合力创建“跨境监管沙盒”或

“金融科技牌照”等机制，以促进整个区域

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发展。此外，还可以

通过举办论坛的形式，加强与东盟金融创新

网络(AFIN)等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金融科技变迁三阶段 

    中国经历了金融科技发展的

三个阶段，使其成为了全球金融

科技生态系统的领导者。其他国

家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金融科技发

展政策路径，提高金融服务效

率。首先通过引入信息技术来数

字化和自动化业务流程，改造传

统的金融服务业，这些变化将会

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下一阶

段，鼓励金融服务商建立在线平

台，利用互联网整理用户和信

息，实现信息共享。最后，重点

整合新技术以重组传统金融服

务，如金融信息收集、金融风险

管理和投资决策。 

    来源：李民洙、雷蒙德·加

斯帕、古拉姆·萨马德、凯萨尔

·阿巴斯，中亚学院研究论文汇

编第三章《CAREC地区普惠金融发

展：推动金融科技，改善贸易融

资服务不足现状》，第三章，52-

102页。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ovid-19-and-economic-recovery-potential-in-the-carec-region/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ovid-19-and-economic-recovery-potential-in-the-carec-region/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ovid-19-and-economic-recovery-potential-in-the-carec-region/


关于中亚学院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亚

学院）是致力于通过知识的创造

和共享促进中亚区域和丝绸之路

沿线经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由11个成员国共享、共有和

共治。 

中亚学院是CAREC五大优先领

域（包括：经济和金融稳定、贸

易、旅游及经济走廊、基础设施

与经济互联互通、农业和水资

源、人文发展）的知识纽带，确

保政策、计划和项目设计和实施

的一致性，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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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为CAREC区域技能发展建言献策 

    中亚学院参加了由亚行于2022年5月30

日至31日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举办的“关于

加强CAREC机制技能发展区域合作：主要成

就、挑战和合作机遇”国际专家圆桌讨论

会。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阿卜杜拉耶夫·伊

斯坎达尔代表院长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上，第二副院长介绍了CAREC地区现

有和潜在的技能发展项目，指出中亚学院正

在致力于组织一系列促进CAREC成员国间的

教育对话会议。这将有助于发现CAREC地区

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政策制定中

的最佳做法。通过推动教育和技能发展方面

的区域合作，中亚学院可以推动教育机构间

的联系，助力支持合作项目及师生交流，发

展双边甚至区域学院认证，支持在CAREC地

区建立分校。中亚学院将推动建立区域范围

内的高校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伙伴关

系，以实现分享世界经验在本地落地，并促

进特定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培训。 

    第二副院长表示，中亚学院已经在为加

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标准化和协调

机制做出努力。中亚学院正在为技术大学开

发实用的道路安全课程。此外，中亚学院正

在为CAREC国家制定一项领导力开发项目。

该项目可拓展至CAREC国家教育领域领导

者。中亚学院在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间发起了

一项知识共享计划，初步推动了中国与其他

CAREC国家的跨境经验交流。访问学者计划

也可进一步扩大，在智库和大学的基础上，

吸纳先进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一并参与。 

    此外，还就CAREC机制下人才招聘体系

监管，劳动力市场数据库以及信息系统等提

出了建议。中亚学院可在人才招聘体系监管

综合评估以及相关公私合作领域的案例研究

方面做出贡献。可以开展相关研究，探讨协

调和简化区域壁垒，如欧盟和东盟一样，为

CAREC区域提出可行政策。中亚学院也可以

牵头开展分析工作，为CAREC地区制定人类

发展指数，并建立必要的数据库。潜在的

CAREC人类发展指数可为该地区的整体人类

发展奠定基础，并在关键技能领域带来成员

国间的积极竞争与合作。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https://weibo.com/u/7500828683?is_all=1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carec-instit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