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MICI/IDB 绩效指标

附件11

研究期间

总数

提起的案件数

10

904

未进入实质性处理阶段
即结案的案件数5

10

74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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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开发银行独立咨询与调查机制

引言
这一部分对美洲开发银行（IDB）独立咨询与调查机制（MICI）进行评估。评估使用
附件2中以UNGPs为基础的标准化评估框架，该框架明确了每个UNGP标准如何被操
作，以对单个机制进行评估。该评估以下列资源为基础：MICI1 和IDB2 网站上公布的
信息；IDB的运营政策；3 及一个CSO对一份向使用者征求意见的调查问卷（见附件3
）的回复。这意味着所进行的主要是政策分析，而不是对机制和DFI实际操作（政策
执行）的全面评估。

机制概览
IDB独立问责机制（MICI）于2010年开始运作，提供纠纷解决和合规审查功能。《MICI
政策》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12月。该政策开创了一个新的治理结构：MICI办公室
在MICI主任的监督下运作，而该主任由银行董事会选出并向董事会直接报告工
作。MICI主任由两名协调员进行协助：咨询阶段协调员和合规审查阶段协调员。另
外，办公室还有支持与业务操作人员，他们向主任报告工作。研究期间，MICI在过渡
性治理结构下运作。本报告撰写时，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运行起来。新的主任于2015
年8月16日上任，协调员则仍在选拔中。

达成结果的案件数

主要发现及建议
MICI过去五年经历了重大变化。新政策对其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造，有可能使其更加高
效，但政策也带来了降低其可及性的变化。CSO在最近的MICI审议中提出的建议很少
被采纳，这打击了民间团体对MICI独立性的信心。考虑到MICI巨大的案件量，至今只
有相对较少的案件产生了结果，这成为MICI在为受IDB投资负面影响的群体提供有效
解决方案的方面令人担忧的一个指标。现在判定MICI新政是否将扭转这一局势还为时
尚早。
下页表3包括以下文要介绍的UNGP评估为基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描述了各个主体
（IAM和DFI）需要进行的政策与实践的改革。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落实关于IAM的
建议的权力，在DFI董事会手中。

UNGP评估
合法性

表1: MICI/IDB 案件损耗
完成的案
件总数

被认为符合资
格的案件数

进入实质处理阶
段的案件数

达成结果
的案件数

84

14

10

9

IAM：总的来说，MICI的聘用和离职后的标准的规则与其他DFI一致。MICI的新政策规
定，银行员工在雇期满后三年内不能在MICI任职；MICI主任和两个阶段的协调人任期
届满后不能在银行担任职务。6 而且，MICI工作人员都受银行政策和道德守则约束，
不能以造成利益冲突或损害MICI客观或廉洁的方式行事。7 在少数案件中，使用者感
觉MICI不能公平处理申诉，对这些问题的反馈也不够开放。MICI没有接受外部（如外
部利益相关者顾问团队）建议或指导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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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基于UNGP评估提出的建议

MICI

IDB

合法性

• 应
 建立一个由外部利益相关者
（包括CSO）组成的顾问团队。

• 将
 CSO纳入MICI主任的选拔过程。
• 不
 干预申诉处理，以确保MICI工
作人员的独立性。

可及性

• 允
 许项目批准之前提出申诉。
• 明
 确允许以申诉人的语言申
诉。
• 继
 续改进各种工具，使社区更
容易接近机制（如，通过MICI的
网站）。

• 要
 求客户对受项目影响的社区
披露机制的可用性。

• 遵
 守期限。
• 为
 申诉人定期更新案件状态。
• 如
 有必要，监测问题解决中所
达成协议的履行。在合规审查
的情况下，监测项目，直至所
有违规现象得到补救。

• 明
 确申诉人应该与谁取得联系
以在提交申诉之前讨论其关心
的问题。

可预测性

MICI

IDB

公平性

• 政
 策应规定申诉人对MICI报告有
审阅和提出意见的平等机会。
• 最
 终《合规审查报告》提交董
事会的同时向申诉人披露。

• 管
 理层制定《管理层行动计
划》应与申诉人磋商。
• 为
 MICI提供充足资源，以支持其
所有工作。

透明度

• 更
 新2015年前申诉的信息。

• 确
 保所有项目信息都能从网上
获取。

权利兼容性

• 制
 定规程，防止和应对对申诉
人的报复情况。

• 承
 诺不资助可能导致、促成或
加剧人权侵犯的活动。
• 要
 求客户对业务的人权影响进
行评估。
• 制
 定程序，应对对申诉人的报
复情况。

经验教训

• 对
 机制进行审议时进行地区性
磋商。
• 对
 从案件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进
行分析和文献记载。
• 强
 化职能，在没有董事会参与
的情况下进行政策审议。

• 银
 行应定期报告从MICI案件中汲
取的经验教训。
• 承
 诺不为违规客户的类似活动
提供额外资金支持，直至违规
情况得到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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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I：根据新政策，MICI直接向银行董事会报告工作，并在功能上独立于银行管理
层；MICI主任和各阶段的协调人“一般来说”将从银行以外挑选。8 MICI主任将由董事
会从其指定的选举小组提交的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名单中任命。9 虽然在MICI2013-2014的
审议中，民间团体要求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MICI主任选举，银行却在没有外部参与的
情况下进行了封闭的内部选举。尽管MICI政策无此要求，仍有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到
MICI主任负责的对各阶段协调人的选拔中。10 尽管实践中MICI将如何在新政策下工作
还尚不可知，2010年政策的经历已经令人质疑MICI工作人员相对于IDB管理层的独立
性。使用者称，机制并不充分独立于银行员工，后者对机制处理申诉进行了干预。

可及性
IAM：有些使用者发现，即使很容易联系上MICI，提出问题或者意见，之前的程序仍
然难以遵循且过于繁琐，因此最近进行的审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让机制更方便使用
者使用。理论上，新政策试图使机制的运用更加便利。如，政策附件中有《申诉人示
范表格》。11 表格也可以从MICI网站上下载，12 但使用者不容易找到。虽然新政策可
能比旧政策稍微容易理解一些，但仍然存在问题。提起申诉仍然障碍重重，包括新政
策带来的一些重大的新的困难。如，新政策不允许对尚未审批的项目提起申诉，这限
制了机制的可及性，新政策还设置了使申诉更加复杂的要求。关于语言，政策规定
MICI的报告都将以西班牙语和英语对外公布，当申诉来自一个葡萄牙语或法语国家，
这些报告也将用相关的语言发布。13 在对本报告的一份草稿提出的意见中，MICI澄清
到，虽然政策没有要求，但他们接受并回应用所涉及地区的任何一种语言的申诉。14
关于网站，MICI网站的可用信息可以以银行四种官方语言中的三种查阅：即英语、西
班牙和葡萄牙语，但没有法语。
DFI：根据新政策，MICI办公室有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公开外联活动，
并确保有关机制的信息整合进银行的活动和出版物中。管理层必须支持MICI公布其可
及性所做的努力，15 但这如何操作并不清楚。在银行主页点击一次鼠标即可访问MICI
的网页，确保了网页的可见性。IDB的政策是否要求其客户向受项目影响的社区披露
MICI的可用性则并不清楚。

可预测性
IAM：2010年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鲜有对每个阶段规定具体截止日期。事实上，过
往经历显示，所有阶段都存在无法解释的严重拖延情况，且机制并没有遵守期限限
制。新的政策为申诉处理的所有阶段都规定了清晰的时间段，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还提高了过程的可预测性。不过，政策也规定，只要对申诉的完整性和恰当的处理绝
对必要，MICI主任可以延长期限。16 由于新政策生效后尚无申诉提起，无法判定这些
期限在实践中是否确实被遵守。使用者称，旧的政策下出现了严重拖延，也未与申诉
人就其案件状态沟通交流。
MICI的确具有监测的权力，但监测持续的时间取决于银行的批准，且不超过5年。17
对合规审查来说，MICI只能监测《管理层行动计划》的执行。18
DFI：新的政策还描述了银行管理层和/或董事会在资格审查和磋商/合规审查阶段对申

诉进程回应的具体程序。这在实践中将如何运作还有待观察。由于申诉人被要求在提
起申诉之前先向管理层提出其关心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银行应建立清晰易循的程
序，使申诉人知道应当与管理层中哪一位取得联系。

公平性
IAM：由于新政策没有给予申诉人与银行同样的机会对报告草案进行审核，MICI的公平
性打了折扣。新政策为申诉人提供了机会，与管理层在同一时间对《职责范围》
（ToR）和合规审查报告草案提出意见。19 相反，磋商阶段完成后，MICI会将案件结果
的报告发送给董事会和管理层，而仅在董事会考虑之后，才将报告告知申诉人并公布在
《公开案件登记》中。20 在对本报告一份草案的意见中，MICI指出，虽然政策没有规
定，但申诉人确实有平等机会审阅磋商阶段报告草案并提出意见。而且，关于合规审查
阶段，新的政策规定，MICI将向董事会提交最终报告，附上申诉人和管理层的意见，董
事会可能会执行任何被认为是何合适或必要的行动。只有在董事会批准之后，MICI才将
告知申诉人董事会的决定和任何制定好的行动计划。除了报告草案的审阅过程，使用者
认为申诉处理过程是公正的，因为机制尊重申诉人顾问和代表的作用。
DFI：管理层在制定行动计划以回应MICI发现的违规行为时，不会与申诉人进行磋
商。因此，无法保证纠正行为将实际解决申诉人关心的问题。IDB是否为MICI提供充
足资源以支持其所有的工作也并不清楚。即使MICI的预算近年来有所增加（从2010年
的431145美元增至2015年的2554421美元），21 考虑到案件数量，这是否足以支付员
工、翻译、实地走访、外联及其他方面的成本并不清楚。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MICI
预算持续增长，使用者仍称，在某些案件中，机制并未提供充分的资源使申诉人知情
并有效参与。

透明度
IAM：MICI的透明度很好，虽然尚有改进的空间。目前，其网站对外公布申诉信息、
申诉处理及处理结果；使用者称，机制就申诉过程的步骤进行了公布。MICI一直在网
站上进行案件登记，并公布（网上和纸质）包括案件信息更新的年度报告。22另外，
大多数申诉的文件和信息都可以访问且容易找到。尽管这样，受访者称，MICI并不定
期更新案件状态信息。然而，在对本附件的审阅意见中，MICI解释称，案件进展信息
公开方面的限制，是由于机制正向新的政策和治理结构过渡。23
2010年到2014年间的案件登记24 没有包括尚未处理的案件的所有信息，25 这些案件占
案件总数的比例超过60%。MICI已经在依据新政策更新的《公开案件登记》26 中对此
作了改进。2015年起的案件信息都可以在《公开案件登记》中找到，即使是那些“没
有处理/没有登记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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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I：银行网站通过其项目数据库提供了其资助活动的信息，该数据库在IDB网页上很
容易进行查阅。27 它还提供了一个容易使用的搜索引擎，可以对信息按照国别、行业
和状态进行过滤。而且，提交一个简单的《信息索取》，就可以通过银行《信息获取
机制》索取具体项目信息。28 尽管这样，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使用者表示，在其与申
诉人的沟通中，IDB并不总是乐于交流（如在行动计划的准备上）。受访者还提到，
项目信息并不总是完整，或者至少难以找到。

权利兼容性
IAM：没有人权规定被明确排除在MICI管辖范围之外，但其职权要求它对IDB遵守其
《业务政策》的情况进行评估，该政策并没有完全将人权标准包括在内。MICI为申诉
人的身份保密（但并不接受匿名申诉），也体现了权利兼容性。即使机制有权在其相
信有严重的不可修复的损失风险存在时建议暂停项目，29 其调查和建议对银行没有约
束力，且最终决定权始终掌握在董事会手中。因此，机制不能确保有效地纠正和解决
问题。申诉人称，他们没有得到提起申诉时寻求的解决方案。有些案件中，对话过程
过早结束，即使当时对话正在取得进展。另一些案件中，申诉并没有引起合规调查。
最后，有一些进行了强有力的（虽然严重拖延的）合规调查，并发现了重大问题，但
并没有带来情况的实质改变，尽管董事会做出了恰当的反应，管理层也承诺对问题进
行解决。
DFI：IDB的安保政策（OP-703环境与安保合规政策）并没有明确提到任何人权内容。
人权在《环境与安保合规政策执行指南》中被提及一次。30 银行《原住民业务政策》
（OP-765）中也具体提到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美国人权公约》、及“美洲人权
法院”。31

经验教训
IAM：2014年机制审议是在旧的政策规定下进行的。新的MICI政策规定，下一次审议
将在新政策生效后五年内进行，具体时间由董事会决定。32 虽然为2010年政策审议进
行的公开咨询受到民间团体好评（包括2008年至2009年间在12个国家和网上进行的公
开咨询，咨询收到超过470条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为MICI的咨询做好了准
备），最近进行的审议却因为数处违规遭到民间团体的强烈批评。33 MICI没有咨询功
能，但新的政策规定，年度报告可以讨论经验教训、发展趋势和系统性问题，也可以
就防止违规提供建议及其他直接来源于MICI案件的意见看法。根据使用者使用旧的机
制的经历以及在MICI《2010-2013年度报告》（MICI网站上可以找到）中发现的信息，
机制似乎并没有改进其对特定案件进行回应的做法，或者至少并不清楚它如何在案件
结果的基础上改进实践。因此，除了更好促进银行对经验教训的汲取，MICI还可以在
改进自身学习过程方面做得更好。
DFI：MICI的年度报告会发送给董事会以供其知情，34 但没有要求IDB管理层或董事会
明确如何充分考虑从MICI案件汲取的经验教训来改进其政策和实践，以对这些报告作
出回应。使用者表示，他们对IDB是否在MICI案件之后改进了政策和实践心存疑虑。

对未进入实质性阶段即结案的申诉的分析
根据MICI网站的信息，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10件申诉被认为不符合进
入MICI咨询阶段和合规审查阶段的资格，或者符合资格但尚未进入申诉处理的实质性
阶段即终结。35 其中4个案件由于申诉涉及的贪污或采购问题在MICI职权范围之外而
被拒绝36 另外有两个案件也被认为在机制职权范围之外：一件是由于MICI认定申诉中
描述的问题与IDB资助的活动无关，37 另一件是由于MICI认定申诉人仅仅在寻求信
息。38 一个案件结案的原因是缺乏必要信息而导致申诉不完整。39另一个旷日持久的
巴西项目（Serra do Mar Serra do Mar和大西洋森林马赛克系统社会环境恢复计划）
的案件在MICI建议不进行合规审查后，于2014年11月结案。40 虽然MICI提到影响其决定
的多种因素，巴西存在的多个平行的法律程序是结案的主要依据。关于其他的两个在
研究期间未进入实质性阶段而结案的案件，MICI没有对其决定提供任何解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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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7 IDB，“项目”，http://www.iadb.org/en/projects/projects,1229.html。

1 见独立咨询与调查机制（MICI），https://www.iadb.org/en/mici。

28 IDB，“信息获取”，http://www.iadb.org/en/access-to-information,18645.html。

2 见美洲开发银行（IDB），http://www.iadb.org/en。

29 《MICI政策》，前注6，第5页。

3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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