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度加强对外援助成套和技术援助项目的对外宣传

工作，是项目管理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援助成效

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长期以来，大多数项目实施单位能够在我驻受援国使

馆指导下，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为深化我与受

援国传统友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总体仍存在专业能力欠缺，实施不规范等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援外成套和技术援助项目对外

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现将商务部及我

局有关项目宣传工作的制度文件予以梳理，以问答形式整

理为本手册，内容涵盖对外援助基本政策、援外标识、项

目标准化信息牌、重大仪式组织以及信息报送等，供各援

外成套和技术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参阅使用。

本手册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或任何意见建议，请径

与我局综合处联系，联系电话:010-68108046。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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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对外援助基本政策

1、中国对外援助基本政策有哪些？

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自身

国情和受援国发展需要。20世纪60年代中国提出的对外援

助八项原则，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对外援助遵循的基本方

针，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

展仍然是中国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这决定了中国的对外

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帮助。中

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实践证明，

一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

时，尽力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援国

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打好发展基础，逐步

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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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

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

——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

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意实际效果，照顾对

方利益，通过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着

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援助规模和方式

上，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

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

国的实际需要。

——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国对外援助顺应国

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对外援助方式，

及时调整改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工作水平。

2、中国对外援助基金的主要类型是什么？

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3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

贷款和优惠贷款。

无偿援助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医院、学校、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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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住房、打井供水项目等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此外，

无偿援助还用于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

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项目。

无息贷款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

民生项目。无息贷款期限一般为20年，其中使用期5年，

宽限期5年，偿还期10年。目前，无息贷款主要向经济条

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或提供成套设

备、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

3、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8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

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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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分布情况？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

援助领域分布中，中国重点关注受援国民生和经济发展，

努力使援助更多地惠及当地贫困群体。

中国对外援助地理分布比较均衡。受援国涉及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发

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

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2／3左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

向161个国家以及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经

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有123个，其中亚洲30个、

非洲51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8个、大洋洲12个、东欧12

个。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中

国80%左右的援助。

5、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领域有哪些？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业、经济基础

设施、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

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

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对

外援助的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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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

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

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

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

民币。对外援助资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

三种方式。

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

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偿援助

323.2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2%。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

民生项目。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息贷款72.6亿元人民

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8.1%。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社会效益

的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较大型成套设

备、机电产品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优惠贷款497.6

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55.7%。



8

第二章 对外援外标识

1、对外援助标识是什么？

援外标识上方为中国结形象，下方是“中国援助”汉

字和外文译文。

援外标识中国结和中、外文字的标准颜色为中国红，

色 值 为 ： 四 色 ： C 0,M 100,Y 100,K 0 ；

PANTONG 1797C；图形为正方形结构，横竖比例为1:1。

援外标识中的中文字体是黑体，英文字体是

FRANKLINGOTHIC DEMI体，其他外文字体选用相似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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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的常用外文译文如下：

（1）英文：CHINAAID

（2）法文：AIDE DE LA CHINE

（3）阿拉伯文：:�㹸Ꮌ므ʝ壘ᖄ䁰汋㼸Ꮌ

（4）西班牙文：ASISTENCIA DE CHINA

（5）葡萄牙文：ASSISTÊNCIADACHINA

（6）俄文：ПОМОЩЬКИТА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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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援助标识使用的错误典型有哪些？

援外标识上方为中国结形象，下方是“中国援助”汉

字和外文译文。如果仅出现中国结形象，或者仅出现中国

结和“中国援助”，或者仅出现中国结和“CHINA AID”

等外文译文，是三种最常见的使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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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套项目标识使用范围有哪些？

序

号
使用阶段 承载标的 时效

1 建设阶段
临时设施、施工工地醒目位置设置印有

援外标识的名牌、旗帜
临时性

2 建设阶段

项目组主要管理人员、管理企业现场团

队、中国及当地雇佣工人工作制服、安

全帽

临时性

3 建设阶段
大型施工机械、项目组交通工具醒目位

置
临时性

4 建设阶段

开竣工、交接仪式、重大节点及国内外

高层官员参观建设现场等重要活动，仪

式现场标志牌、展板、横幅、宣传册及

旗帜

临时性

5 建成后

主体建筑的醒目位置（如建筑主入口、临

街处、主体建筑外墙、有关标志物处、道

路桥梁类项目的起点和终点明显位置）

永久性

6
项目

全过程

项目对外实施协议（或纪要）、须交付

受援方审查确认的设计文件、竣工图文

件和对外移交证书等封面

永久性

7
项目

全过程

项目有关的幻灯片、展板等电子文件，

影像、图片等宣传品合适位置
临时性

注：建设阶段均含长效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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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援助项目标识使用范围有哪些？

序

号
使用阶段 承载标的 时效

1 项目全过程 人员办公及生活驻地的醒目位置 临时性

2 项目全过程
技术援助专家、技术服务人员工作

制服
临时性

3 项目全过程

重大节点及国内外高层官员参观

建设现场等重要活动，仪式现场标

志牌、展板、横幅、宣传册等

临时性

4 项目全过程
项目对外实施协议、智力成果文件

和对外移交证书等封面
永久性

5
附带工程

建设阶段
同成套项目第（1）（2）（3）项 临时性

6
附带工程

建成后
同成套项目第（5）项 永久性

7 附带物资
未开封物资集装箱、整体外包装的

醒目位置
临时性

8 附带物资 大型成套设备醒目位置 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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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识的设计、制作与安装有哪些要求？

援外标识使用人应严格按照商务部确定的援外标识

图案和制作说明以及援外徽章图制作援外标识。标识可根

据项目规模和具体使用位置等按比例缩放，但不得更改标

识的图案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相等。

永久性援外标识应充分考虑受援国当地自然条件和

气候特点，采用花岗岩、混凝土、铜材、不锈钢等耐久性、

耐腐蚀性强的材料制作，除纸质文件外不得采用喷涂、绘

制、贴图等方式。

临时性援外标识可以采取喷涂、绘制、贴图等方式使

用，但必须保证效果和质量；大型机械设备使用标识可以

采用印刷、刻制或喷涂方式。

6、实施企业在成套项目中落实援外标识的工作职责？

可行性研究单位负责在项目实施方案预研会和招标

采购等阶段，向经济合作局专篇介绍经商务部审批的援外

标识使用方案。

项目管理企业或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在项目深化设

计和施工详图设计阶段编制援外标识制作和安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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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企业负责在深化设计和施工详图自查或审

查时一并审查援外标识的制作和安装方法，并负责在深化

设计外审阶段与受援方确认。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根据施

工详图设计要求制作和安装援外标识。

检查验收单位负责将援外标识制作和安装纳入检查

范围。

7、实施企业在技术援助项目中落实援外标识的工作职责？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根据项目和国别情况，编制援外标

识制作和安装方案。检查验收单位负责将援外标识制作和

安装纳入检查范围。

（援外标识在临建围挡中的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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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援外项目标准化信息牌

1、项目信息牌包含什么内容？

项目信息牌内容包括中国对外援助标识、经济合作局

机构标识、项目实施单位信息、项目效果图及主要建设内

容等（详见后附示例）。项目信息牌应以中文及受援国官

方语言对照编写，具体设计要求及电子文件可在经济合作

局官网政务公开栏目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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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牌AI文件下载地址：

http://jjhzj.mofcom.gov.cn/article/zwgk/tzgg/

201705/20170502584060.shtml

2、项目信息牌使用具体要求是什么？

（1）项目信息牌属项目临时设施的组成部分，应设

置于施工现场临时设施醒目位置，项目建设完成后随其他

临时设施一起拆除。

（2）项目信息牌由工程总承包单位在施工详图设计

阶段具体设计，包括信息内容、外文翻译、尺寸、材质、

工艺等，报项目管理企业审核。

（3）项目管理企业审批开工时，应将信息牌作为开

工审批文件的附件报我局地区处备案，现场设置完毕后应

当将有关实际情况在项目简报中列明。

（4）项目实施期间，项目总承包单位负责项目信息

牌的维护。我局开展项目巡检及检查验收时将对项目信息

牌设置情况进行检查。

http://jjhzj.mofcom.gov.cn/article/zwgk/tzgg/201705/20170502584060.shtml
http://jjhzj.mofcom.gov.cn/article/zwgk/tzgg/201705/201705025840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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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竣工等重大仪式

1、重大仪式有哪些？

重大仪式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企业在我驻受援国使馆

指导下举办的开竣工、奠基、移交、启用仪式等。这些重

大仪式系援外成套项目实施的关键节点，是项目管理的重

要内容。通过举办援外成套项目重大仪式加强对外宣传，

是项目管理转型升级和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援助成效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某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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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重大仪式组织策划过程中，各方的职责和工作内

容是？

开竣工仪式在我驻受援国使馆党委指导下由管理企

业负责策划和监督，项目总承包企业负责承办和落实，必

要时可借助专业机构力量。经济合作局将视情派员赴现场

检查指导开竣工仪式组织工作。

为切实加强项目开竣工仪式的管理，今后各实施企业

举办开竣工仪式的工作方案须报主管部门审核，其中我国

家领导人出席的仪式，应报请外交部等牵头部门审核；商

务部领导出席活动仪式，应报我部地区司或援外司审核，

经济合作局将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其他仪式的工作方案应

报经济合作局审核，经济合作局将重点审核工作方案中的

宣传要点、仪式流程、背景板或展板样式和内容、奠基石

或揭牌(如有)内容和样式、企业人员代表中方致辞情形的

发言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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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仪式工作方案的重点审核内容是什么？

审核要点

序

号

工作

内容
审核要点 典型错误说明

备

注

1
宣传

要点

（1）突出项目援外属性，强

调两国友好，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贯穿中国援外理念：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

互利共赢。

（3）宣介项目专业性、规范

性、环境友好及技术创新，对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

用。

（4）讲述项目建设期间双方

的密切合作精神和工作友谊。

×弱化项目援

外属性

×片面强调企

业推广，商业

色彩浓厚

×夸大项目建

设规模、使用

功能等

×单一关注受

援方官员或官

方反馈

×忽视受援国

当地民众和社

区宣传

2
仪式

准备

（1）精心挑选日期，可考虑

与受援国庆典日或我高访活

×企业缺乏外

事工作经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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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

准备

动配合，形成组合拳，加大心

理冲击，实现宣传效果。

（2）扩大参加人员范围，广

泛邀请受援国政府高层领导、

相关政府部门领导、驻受援国

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代表、驻

受援国其他国家使节以及在

受援国的中资企业代表等出

席仪式，扩大出席人员的代表

性，扩大宣传面。

（3）提前铺垫、营造氛围，

与受援国当地媒体建立良好

联系，适当提前吹风，营造氛

围，做好铺垫。

（4）列明物料清单，逐项盘

点列出所工作方案需设备、物

资、材料清单，如主席台、背

景板、音响设备、宣传屏、彩

旗、标语、宣传册、纪念品等。

（5）做好安保和应急预案。

备工作随意。

×企业制定的

工作方案针对

性不强，考虑不

周全、不细致或

照抄照搬。

×对外沟通协

调不到位、外

事纪律执行不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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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式

流程

（1）在驻受援国使馆指导下

与受援国主管部门商定仪式

内容和流程，符合我外事工作

纪律和外交礼仪。

（2）尊重当地文化、宗教传

统，设置符合项目特点的流程

环节。

（3）应注意简洁、简朴，便

于操作。

× 生 搬 硬 套

“中式”流程，

未充分考虑当

地文化、宗教

传统。

×未充分听取

驻在国使馆指

导意见。

×未与受援国

主管部门沟通

流程细节。

4 背景板

（1）基本内容包括中外双方

国家标识元素（如国旗）、中

国对外援助标识、项目名称

（换文规范全称中外文）、仪

式名称、项目图片、时间。可

选内容为中外双方业主部门

名称。

（2）版式设计应突出援助属

性，庄重、大气、简洁。

×背景板不宜

出现任何实施

企业信息。

× 背 景 板 未

突 出 援 外 属

性，基本内容

缺失。

×设计元素过

多、重点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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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展

板（如

有）

（1）展板信息可包括项目基

本内容（如建设规模、开竣工

时间、使用功能、建设过程、

人物故事、图片等）、中外双

方国家标识元素、中国对外援

助标识、中外双方业主部门名

称、项目管理机构名称、实施

企业名称及宣传信息等。

（2）应采用中文和当地官方

语言双语展示。

（3）版式设计应与背景板保

持一致风格。

×单一采用中

文展示。

×展板设计与

仪式主背景板

风格迥异。

×背景板中援

外属性信息与

实施企业信息

并存时，突出

企业信息，弱

化援外信息，

主次不清。

6

奠基石

或牌匾

(如有）

（1）基本信息包括援外标识、

项目名称、仪式时间，可列明

中外双方奠基人或揭牌人姓

名及职务。

（2）设计应充分尊重受援国

当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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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人

员代表

中方致

辞情形

的发言

稿（如

有）

（1）准确把握实施项目特点

特色，结合受援国当地的文化

特点、思维方式、价值尺度、

道德宗教规范等，有针对性地

撰写发言稿。

（2）秉持客观、真实、真诚

的原则，宣传中国外交及对外

援助的核心理念，传播和衷共

济、和合共生、讲信修睦、兼

容并包的中国文化；

（3）重点介绍项目的立项背

景、特点、功能以及对当地就

业、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

用；竣工的项目要宣传项目的

质量、创新、建设期间双方的

密切合作等。

（4）努力用详实的实事说服

人，用美好的前景鼓舞人，喜

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人，真挚友

好的感情打动人。

（5）加强文稿翻译的把关审

核，保证翻译质量。

（6）发言稿应同时报送驻在

国使馆经商处审核。

×弱化项目援

外属性

×片面强调企

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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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怎样制定出好的重大仪式策划案？

1.精心挑选日期。

2.扩大参加人员范围。

3.提前铺垫、营造氛围。

4.商定仪式内容和流程。

5.列明物料清单。

6.做好安保和应急预案。

5、适合举行重大仪式的日期有哪些？

可考虑与受援国独立日、国庆日或与中国建交纪念日

等庆典日适当结合，或与我其他援助项目节点相配合，形

成组合拳，加大冲击力，实现宣传效果。

6、可以邀请参与重大仪式的人员有哪些？

要广泛邀请受援国政府高层官员、相关政府部门官

员、驻受援国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代表、驻受援国其他国

家使节以及在受援国的中资企业代表等出席仪式，扩大出

席人员的代表性，扩大宣传面。要努力将宣传要点具体化，

针对不同受众灵活设计环节、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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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大仪式内容和流程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要在驻受援国使馆指导下与受援国主管部门商定仪

式内容和流程，可结合当地文化传统，丰富灵活，突出特

点。具备条件的可举行招待会，但应注意简洁、简朴，便

于操作。

8、重大仪式举办期间怎样做到确保仪式圆满举行？

项目开竣工仪式举办期间，项目管理及总承包企业要

集中人力，加大投入，确保活动圆满举行。

（1）加强领导、统一指挥：项目实施企业主管领导

要靠前指挥，亲自统筹协调，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全力以

赴地做好相关工作。

（2）充分准备、逐项检查：开竣工仪式举办前，现

场工作组要对照经济合作局审核的工作方案逐项检查场

地、设备、宣传材料、纪念品等物料准备，确认出席人员，

落实各路媒体记者，准备好领导讲稿、新闻稿件和口径，

做好防恐、安保和应急安排等。

（3）责任到人、灵活应变。将全部工作任务分解落

实到人，进展情况随时保持沟通。现场工作组要统筹协调，

灵活应变，及时妥善处理各种意外和突发情况，确保活动

的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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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信息报送

1、实施企业需要报送的项目宣传材料有哪些？

（1）项目专业考察及实施协议商签阶段，重要工作

场景如双方商谈、签约过程的照片、视频，以及受援国项

目主管部门负责人对项目及对中方的评价等，应当全面收

集并及时报送。

（2）项目实施过程中，开竣工、对外移交仪式，中

方或受援国重要官员到项目现场视察场景及其评价，中外

人员技术交流、培训当地工人等场景，以及受援国群众对

项目的评价、当地媒体报道、人物故事等素材，应注意全

面收集并报送。

（3）项目验收完成后一个月内，报送至少10张项目

实景图片，至少应涵盖全景图、主视图、左视图、右视图、

鸟瞰图、特写图，并附项目简介（含项目名称、地点、建

设规模、使用功能、开竣工时间、实施单位等信息）。项

目投入使用后，项目使用场景及受援国官员及群众评价，

也适当注意收集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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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传材料要求是什么？

宣传材料形式可以为文字、图片、视频等。文字介绍

务必言简意赅、 突出重点，针对性强，字数原则上控制

在1000字以内。图片应注意突出宣传主题，JPG格式，像

素不小于5000×3500px，分辨率不小于300dpi（或者照片

不小于5MB）。视频应为Mov、mpeg、mp4格式，尺寸应大

于1920×1080。

3、宣传材料报送方式？

非保密内容的宣传材料可径报至经济合作局主管地

区处，同时抄送经济合作局综合处（邮箱：zh@aieco.org）；

保密材料请在我驻受援国使馆经商处指导下经保密渠道

办理。

4、需快速报送的信息内容有哪些？

（1）突发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

（2）项目实施关键节点及进展情况，如实施协议签

署、项目开工、验收、对外移交等。

（3）我高访团组或部级领导出访团组检查、视察项

mailto:zh@aie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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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关于项目的指示、评价等。

（4）受援国领导人（副部长级以上）或其他国际组

织、机构关于项目评价、评论等。

（5）受援国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关于我项目

的报道等。

5、快速信息报送的要求有哪几点？

（1）及时，符合报送条件的信息原则上须当日报送。

（2）准确，报送单位应当保证所报送信息的准确性。

（3）简洁，报送格式不作具体要求，应简洁明了，

一般应当附相关照片或视频资料。

6、快速信息报送渠道有哪几种？

（1）对于特别重要、紧急的信息，各项目组应当在

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我局项目主管人员。

（2）一般情况下，项目组应当以微信形式将信息报

送给我局项目管理人员。

（3）我局接收到各单位所报信息后，将在汇总、整

理后及时向部领导和有关部门报送。

（4）项目简报、专报等仍应正常报送并详细披露有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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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与制度依据

1.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

2.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6年第1号《对外援助

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6号《关于

对外援助标识图案和制作说明 以及对外援助徽章图案的

公告（含标识矢量图电子版）》

5. 经济合作局落实<对外援助标识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工作方案（商合促综发〔2016〕47号）

6. 关于进一步规范援外成套项目开竣工等重大仪式

组织工作的通知（商合促综函[2017]1519号）

7. 经济合作局关于援外成套项目施工现场启用标准

化信息牌事宜的通知（商合促综函[2017]666号）

8. 关于加强援外成套和技术援助项目宣传材料收集

和报送工作的通知（商合促综函[2017]2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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