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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区域研讨会召开

由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共同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承办,上海市财政局协办

的“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区域研讨会”于11月2-6日在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召开。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吴晋康、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田春华、亚洲开

发银行东亚局局长Klaus Gerhaeusser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

亚洲10个国家负责城市发展的高级官员和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计50余人。会议通过

专题研讨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围绕城市发展与管理等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此次研讨会重点围绕城市化管理与经济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区域

规划和城市群发展、城市发展融资等议题展开研讨，内容涵盖了中国及亚洲有关国家

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成就，为亚洲发展中

国家之间交流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平台。此次研讨会作为中

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的首次活动，是深化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知识合作的

一次有益尝试。（刘晓强）

AFDC与亚行联合举办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能力建设项目

10月18日至24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能力建设项目——“增强战略领

导力，促进区域合作”培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来自GMS地区六个国家的十九

名司局级高官和处级官员参加了培训。培训期间，AFDC、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来自亚洲

管理学院、布鲁金斯学会、上海市金融办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的专家就战略领导力问

题与学员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其中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也有不同经济体的经验分

享；既有主题演讲，又有现场教学；既有团队拓展，又有联谊游戏。这是AFDC第二次

与亚行合作在上海举办GMS合作领导力培训。与2008年的首次合作相比，AFDC有意

识地增加了中国专家参与的程度。为帮助参加培训的GMS各国官员更好地理解中国发

展理念，AFDC专门邀请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给全体学员介绍了2010年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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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筹办的情况，邀请上海市金融办谢冬处长介绍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参

加培训的GMS各国官员在惊叹中国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从中国的实践中加深了对领

导力的理解，即远见卓识和强大的执行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刘颂）

中越中小企业融资双边研讨会在越南举行

由AFDC与越南财政部财政干部学校（IFT）共同举办的“中越中小企业融资双边

研讨会”于11月18-20日在越南河内举行。来自越南财政部、计划投资部等政府部门官

员、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及企业界人士1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越南财政部阮工业

副部长到会并致开幕词，我驻越南使馆胡锁锦参赞也出席了开幕式。在财政部国际司

的大力支持下，应越南方面请求，AFDC邀请了工信部中小企业司狄娜巡视员、财政部

金融司阚晓西副处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徐良平副主任等几位专家与会，系统介绍中国

开展中小企业融资的有关情况。

此次会议分为三个议题，分别是：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对中小企

业的金融支持和支持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措施。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这些主

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中越两国作为政治经济体制相似的邻国，在经济发展中

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其中之一。中国发展中小企业的实践为

越南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而越南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很多做法，也

为中国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中越专家在发言中均

认为两国在今后发展中小企业的实践中，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中小企业

的发展。

此次活动是根据AFDC和IFT的三年合作框架协议在越南举办的首次活动，受到越

南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越南国家电视台等主要媒体报道了会议情况，并专访了

中国工信部中小企业司专家狄娜。（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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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DET三年试运作期最后一期培训圆满落幕

近年来，实施结果导向的管理，提升公共资金使用绩效，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

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监测评价能力的缺乏成为制约结果导向管理实施的瓶颈。加

强监测评价的能力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绩效的重要途径。2007年，为推动中国和亚

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监测评价的能力建设，财政部国际司、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合作举办了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三年来，共有来自亚

洲，非洲等近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510名学员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八期培训。

今年是SHIPDET第一个三年试运作期的最后一年，合作各方对今年面向亚洲地区

举办的培训给予了高度重视。10月10日上午，SHIPDET2009秋季班开学典礼暨“影响

评价区域会议”开幕式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财政部国际司陈诗新副司长、世界

银行独立评价局Cheryl Gray局长、亚行独立评价局Satish Rao局长和AFDC李扣庆副主

任出席并致词。

本次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学员的积极参与，共有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孟加拉国、加纳及中国

共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75名代表参加，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副部长等政府

高官也全程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中继续邀请国际知名专家Ray C.Rist先生以及Linda Morra-Imas女士主讲监

测与评价的核心课程，同时还邀请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

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的权威评价专家就影响评价、环境评价等问题发表主题演讲，

与来自各国的学员交流看法。除课堂教学和研讨外，主办方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交流活动，并组织学员参观考察了上海市苏州河治理项目，帮助学员结合项目情况进

行试评价，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吴宁沁）

影响评价区域会议在上海召开

10月10日，由财政部国际司、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

同举办的“影响评价区域会议”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召开。财政部国际司陈诗新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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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Cheryl Gray局长和亚行独立评价局Satish Rao局长亲临上海出

席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AFDC李扣庆副主任主持了开幕式。

此次会议得到主办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来自不同国际机构以及学术机构

的演讲人就影响评价的整体趋势、不同案例以及所涉及的方法论阐述了各自看法。

Cheryl Gray局长、Satish Rao局长、国际影响评价倡议（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执行主任 Howard White先生和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蒋大和教授以

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白静女士等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吴宁沁）

SHIPDET学员参观考察上海苏州河治理项目

10月18日上午，在上海市财政局的协调安排下，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

SHIPDET）的学员参观考察了上海苏州河展示中心——梦清馆。在梦清馆张效国副馆

长的带领下，学员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梦清馆的各层展品。第一层介绍了苏州河的地

理位置以及上海的水利系统；第二层呈现的是古代和近代苏州河的污染及其对人类的

危害；第三层重点介绍了苏州河的治理过程以及目前的状况。丰富的展品，以及翔实

的中英文介绍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张效国副馆长以其亲身投入苏州河治理

全过程的丰富经验与学员们分享了苏州河整个治理项目从一期到三期的工程概况，以

及各个期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困难。

苏州河治理项目是亚行贷款项目中被评为非常成功的项目之一，无论从出资方亚

行的角度，还是从受贷方上海市的角度，都是一个在环境治理方面成效显著的项目，

其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学习的经验。参与此次活动的学员、世行的评价专家以及亚行官

员都对此次实地考察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SHIPDET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不仅通过核心课程系统介绍国际通行的

绩效评价理论、操作规程，还鼓励学员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项目的试评价。考察苏州河

治理项目，是本次SHIPDET培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向参加培训的国际学

员介绍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成效；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学员在考察中进行试评

价，帮助学员学以致用，从实践中学习。（吴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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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教授来中心作报告

10月22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世博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周汉民应邀为“大湄公

河次区域合作（GMS）能力建设项目——增强战略领导力，促进区域合作”培训班作

了一场精彩报告。AFDC副主任李扣庆主持了报告会。

围绕“世界为什么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上海”、“上海世博会筹备工作如何开

展”、“世界积极参与上海世博会”等话题，周汉民副主席向参加培训的GMS各国学

员介绍了上海世博会申请和筹备的甘苦、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世博会对上海乃至中

国发展的战略意义，并从举办世博会切入，生动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

治、文化建设和国际合作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周汉民副主席指出，上海世博会是

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环境友好社会、履行生态城市承诺的展示和体现。

精彩的演讲赢得了全体学员的高度评价，他们纷纷赞同上海有能力办好一届成

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不少学员表示，这次报告不仅增加了自己对2010年世博会

的热切期待，而且申请和筹办上海世博会的诸多战略考虑对本国的发展规划具有很好

的借鉴意义，作为一个世界参与的项目，上海世博会还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提供

了典范。（刘颂）

AFDC与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由亚太财经与发

展中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和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

价中心四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于10月30至31日在上

海市闵行区召开。来自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及全国10个省、市财政预算及绩效评价系

统的58位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白景明副所长、中共闵行区委常委阎祖强副区长、复旦大

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苟燕楠主任和AFDC彭润中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河北

省财政厅齐守印厅长亲临会议并首先介绍了河北省绩效预算的改革情况，随后广东省

财政厅、江苏省财政厅、北京市财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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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代表介绍了各自在绩效预算改革领域的成功经验，分享了在绩效预算和绩效评价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财政部预算司的王明景处长和多位专家学者对部分

发言进行了点评。

通过近几年中央预算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围绕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展开试点工作，我

国部门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实践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不足，建立健全具

有中国特色的部门绩效预算管理制度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丁丽娟）

斯坦福大学尼克•霍普教授访问AFDC

10月29日上午，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尼克•霍普（Nicholas C. 

Hope）教授访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中心李扣庆副主任在彭润中、曹声

容、赵敏、吉瑞等陪同下与来宾进行了会谈。

李扣庆副主任向客人介绍了学院和中心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想法，霍普

教授也详细介绍了他所在研究中心的情况。双方还就今后的合作交流进行了深入探

讨。（石文岚）

ADB与AFDC联合举办TOT培训

10月7日至9日，亚洲开发银行（ADB）与AFDC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亚行

6410技援项目大湄公河区域监测与评价TOT（Training of Trainers）培训。来自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的十六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在三天时间内，学员们学习了监测与

评价方面的不同工具、要点以及问题设计的方法。参加本次TOT培训的都是来自越、

老、柬三国发展评价领域的骨干，本次培训也是为期三年的亚行该技援项目的收官之

作。在TOT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又继续参加了上海国际发展评价项目2009年秋季班的

培训。（吴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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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C参加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研讨会

11月16-17日，财政部国际司在北京召开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工

作研讨会，会议由国际司刘伟华处长和刘芳副处长主持。新疆、广东、上海、天津和

北京等省市财政局外经系统的代表、科技部评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和财科所的学者

和专家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AFDC曹声容教授和赵敏博士也应邀参加。

本次研讨会对各地开展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小结，特别是对《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适用性和进一步改进等

工作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参会代表认为，国际司的绩效评价试点工作从能力建

设、规章制度和试点实践三个方面同时入手，非常系统而完整。《指南》则为各地外

经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比较清晰而完整的框架。与会专家们对各地的试点报告

进行了点评，同时，也对《指南》提出了一些修改和改进意见。

刘伟华处长对会议进行了小结，并对下一步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几点建

议。首先，对前期的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总结，形成正式文件，并对以后绩效评价工作

的开展进行规划；其次，在前期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案例汇编。

本次会议的代表和专家们都认为，AFDC组织开展的能力建设工作对绩效评价具有

良好的推动作用。希望财政部能够继续组织培训、举办高层研讨会，加强经验交流。

（赵敏）

   视角观点

“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 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区域研讨会”

观点摘登

财政部国际司吴晋康副司长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城市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象征，纵观全球经济态势，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城

市集聚区，因此，只有城市及其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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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快速发展的亚

洲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趋重要，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

地位也进一步彰显。但是，亚洲城市在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过度

膨胀、资源严重缺乏和环境日益恶化等共同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

市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环境、制度等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的复

杂体系。其中，环境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可持续性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性是目的，

制度可持续性是保障。只有这四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亚洲各发

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着成功的经验，加强相互学习交流，有利于推

动各国分享好的经验和做法，从而为亚洲地区有效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良好

借鉴。

60年来，中国的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

进，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中

国的城市个数由建国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

高到2008年的45.68%，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实现城市化高速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

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发展体系也逐渐走向成熟。除原有的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地区外，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

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也开始显露端倪。但我们

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背景最为复杂、任务最

为艰巨的城市化过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

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交通问题等，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先

进发展经验。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Klaus Gerhaeusser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学习和知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中国的快速发展说明了中国成功地运用

知识推动了变革。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知识和创新会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进一步搭建知识分享平台，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

的成熟，也说明中国愿意为公共产品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从而促进本地区知识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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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如何让城市化成为可持续的过程，这是困扰很多亚洲国家的问题。在未来20年，

预计会有十亿人成为城市人口。仅在中国，每年就有2000万人成为城市人口，这个数

字相当于北京或上海的人口数量。城市化的规模和不断发展给亚行的发展中成员国构

成了极大的挑战，包括要满足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为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

供有效的市政服务和社会服务，以及保护城市环境。

城市也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心地带，因为在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城市

的排放量占到了四分之三。显然，如果城市化进程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就无

从谈起。

首先，城市化必须与农村发展融为一体，而且要从本地区和全国的环境下进行考

量。促进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和城市群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中心内容。

其次，城市化应该由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合作推动。这对保证基础设施的持续融

资和适当分配社会服务尤为重要。

再次，城市化应该是绿色环保的，要注重能源利用效率、公共交通和合理的城市

规划与建设。只有绿色环保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才能保证空气和水的质量，才能保证有

效的废物处理，从而创造出健康的生活环境，也才能减小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最后，城市化应该具备开放性。城市化应该与地区发展规划紧密联系起来，反映

地区和全球的环境问题，不同城市和国家应该开放地分享彼此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教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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