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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历经800余
天筹备， 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
25日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
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当天，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北
京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正式生效， 标志着亚投行在法律意义上
正式成立。根据协定，至少有10个签署协
定的成员国已交存批准书， 且其初始认
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低于认缴股本总额
的50%，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宣告
成立。

截至12月25日，包括缅甸、新加坡、文
莱、澳大利亚、中国、蒙古国、奥地利、英国、
新西兰、卢森堡、韩国、格鲁吉亚、荷兰、德
国、挪威、巴基斯坦、约旦等在内的17个意
向创始成员国已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
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50.1%。

“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是国际经济治
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事件， 标志着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开发
银行的法人地位正式确立。”楼继伟说。

楼继伟透露，根据筹建工作计划，亚投
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
将于2016年1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选举亚投行
行长和各选区董事，审议通过银行业务、财
务、人事等方面的重要政策文件，为亚投行
正式投入运营奠定基础。

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亚投行正式成立后，将启动吸收
新成员工作，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
发银行的成员均可申请加入亚投行， 但新
成员将以普通成员身份加入。“亚投行始终
坚持以开放性欢迎所有有意愿并接受《亚
投行协定》的国家加入银行。”

此外， 亚投行初期投资重点领域包括
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农村和农业基础
设施、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发
展以及物流等，首批贷款计划在2016年年
中左右批准。

25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达
到生效条件，由中国倡议筹建、得到众多国家积极
响应的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世界舞台迎来一个新
的多边金融机构。

亚投行首个项目会“花落何处”？何时启动吸纳
新成员？招聘员工有何要求？围绕各界关注的热点
话题，记者独家专访了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

互利共赢理念赢得各方信任
自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亚投行倡议，

到如今亚投行正式成立，亚投行缘何能如此迅速在
两年多时间里从倡议变为现实？

“成立亚投行，是为了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一个持久繁荣的亚洲，将为世界各地有竞争力
的企业提供广阔市场，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持
续发展。” 金立群说，“正是亚投行倡议的互利共赢
特点，得到许多域外发达国家积极响应。”

在金立群看来，筹建亚投行进展顺利，还在于
我们同相关国家商谈时表现出的诚意、民主作风和
专业水准。

他指出，在筹建过程中，中国没有以老大自
居，而是同其他各意向创始成员共同商定《亚
投行协定》和其他银行法律和政策文件，这种
公开、透明、包容和民主协商的作风，赢得了各
国的信任和支持。

首笔资本金30天内缴付
亚投行成立，各国资本金是否已缴纳到位？根

据《亚投行协定》，银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法
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其中实缴股本为
200亿美元，待缴股本为800亿美元。

金立群介绍，成员的实缴资本分5次缴清，第一
次缴付应在协定生效后30天内完成， 第二次缴付
在协定生效期满一年内完成， 其余3次将相继在上
一次到期一年内完成。

他指出， 亚投行的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
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互联互通，创造财富，
推动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与其他多边和双
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 增强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
应对发展挑战。亚投行将为上述目的提供融资。

明年年中有望批准第一笔贷款
面对巨大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亚投行未来投资领域包括哪些？ 首个项目会
“花落何处”？ 金立群说， 初期重点融资领域包括
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
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等行
业。亚投行成立后将召开董事会讨论银行的贷款政
策，包括项目融资标准。有关政策文件将在董事会
批准后对外公布。

“亚投行支持的项目必须在财务、环境和社会
上具有可持续性。”金立群透露，秘书处一直在积极
做项目储备工作，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就
项目联合融资保持着密切沟通。 亚投行计划在
2016年年中左右批准第一批贷款， 其中有自己独
立评估和融资的项目，也有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
开发银行等联合融资的项目。

对于外界关注的能源项目，他说，亚投行管理
部门将尽快制订能源贷款政策， 并递交董事会决
策。亚投行管理部门将会根据董事会的决策，来确
定是否为有关成员国提出的燃煤发电和核电等项
目提供资金支持。

正式成立后启动吸纳新成员
目前，亚投行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何时启

动吸收新成员？金立群说，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
2015年3月31日为吸收意向创始成员的截止日期。
之后，新成员的加入申请需由理事会投票决定。由于
理事会在亚投行正式成立后才能组成并合法行使
权力，吸收新成员需待亚投行正式成立后才能启动。

“亚投行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原则吸收新成员，
对有兴趣并承认亚投行章程的国家表示欢迎。”金
立群说，亚投行新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
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符合申请成员资格的申请

国家或经济体经理事会特别多数（即理事人数占理
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
投票权一半）投票同意后，可成为亚投行成员。

针对外界关于中国“一股独大”的质疑，金立群
作了澄清：各成员国的股份和投票权是根据协商同
意的公式计算的；设立基础投票权，是为了照顾经
济体量较小的成员的话语权。目前，中国占有的股
份和投票权，是其经济总量使然，并不是中国刻意
谋取的。中国无意谋求一票否决。今后，随着新成员
的加入，中国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
均会相应逐步稀释。

员工全球择优竞聘
没有“铁饭碗”可捧

什么样的员工能胜任亚投行工作？金立群提出
三个基本条件———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品行端
正，清正廉洁；要有高水平专业能力和良好业绩；要
有敬业精神，对开发事业充满热情，忠于亚投行。

他透露，亚投行根据精干、高效的原则设置内
部机构，按照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招录银行员工。

“亚投行不设国别限制，任何国籍的人均可申
请竞聘亚投行专业职位；亚投行没有铁饭碗，对所
有岗位实行合同制（含1年试用期），达标者可以续
聘。”金立群说。

不追求盈利最大化
对腐败零容忍

亚投行是否会像商业银行一样注重盈利？金
立群说明，亚投行作为一家多边金融机构，其投资
项目必须盈利，以保证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但其
开发机构的宗旨和性质又决定了银行不以追求盈
利最大化为目标。

对于亚投行运营模式，金立群介绍，亚投行不
设常驻执行董事会，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董事会
原则上每年召开四次会议，如有需要，可以增加开
会次数，并尽量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举行视频会议。
他特别强调， 董事会和管理部门职权划分明晰，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人事招聘和采购政策上，在全
球范围内实行充分竞争； 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上，严格遵循精干和明确分工的原则，确保机构在
有效防火墙下高效运转。

“银行将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金立群表
示， 有信心在银行管理层和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将亚投行建成一个“精干、廉洁和绿色”、具有21世
纪先进治理理念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亚投行正式成立
明年1月开张运营
●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
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具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里程碑意义

透视亚投行诞生后六大焦点
———对话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

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 （12月10日摄）。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办公场所 （12月21日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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