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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2010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核心课程”圆满结束

由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 

“2010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核心课程”于10月15日在上海圆满结束。

在财政部国际司、预算司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60余名学员参加了为期七天

的核心课程学习，其中国内学员主要来自中央相关部委和机关，包括财政部各有关司

局、发改委、中共中央办公厅、科技部、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政协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国际学员主要来自中亚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国家财政部、规

划部等政府部门。本次核心课程仍由国际著名专家Linda Morra-Imas和Ray Rist主讲。财

政部国际司、预算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课程开班仪式。(吴宁沁)

“影响评价与绩效预算短期课程”成功举办

由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影

响评价与绩效预算短期课程”于10月16日-20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功举办。

95名国内外学员参加了为期5天的短期课程学习。参加培训的国内学员主要来自各

省财政系统预算管理部门，国外学员则来自中亚、南亚、东亚等15个国家，包括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柬埔

寨、菲律宾等国家。在16日的开班仪式上，财政部国际司陈诗新副司长，AFDC李扣庆

副主任，亚洲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Satish Rao局长分别发表了开幕致词。陈司长表示，

中国的绩效评价事业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财政部国际司作为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

窗口单位，愿意进一步加强和有关国家，特别是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推动我

国绩效评价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希望更好利用这个平台，加强绩效评价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

本次短期课程是SHIPDET首次尝试开设的、针对中高层官员以影响评价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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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为主题的培训，师资阵容强大。担任此次短期课程培训的授课专家有斯坦福大学

Scott Rozelle教授，中国科学院张林秀教授，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Marc 

Robinson等知名专家。(吴宁沁)

AFDC与亚行学院合作成功举办“普惠金融国际研讨会”

10月20-22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学院(ADBI)、AFDC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

会(ABAC)联合主办的“普惠金融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近50名来自中国、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印度、孟加拉、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15个经济体的政府机构、

学术界和企业界代表以及国际机构专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亚行学院能力建设与培训部高级顾问John West先生、AFDC李扣庆副主任以及亚太

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新西兰代表Gary Judd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在为期三天的会议

中，与会代表与专家围绕“普惠金融”这一主题，就发展普惠金融体系推动经济均衡

增长、“绿色”小额信贷以及小额信贷风险转移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各经济

体代表还在会上通过案例介绍了各自经济体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情况。财政部金融司

程智军副司长及来自银监会和民生银行的专家介绍了中国关于发展农村金融、建设普

惠金融体系的相关政策和经验，引起了各经济体代表的高度关注。(刘晓强)

AFDC与亚行合作举办“亚洲2050”咨询会

10月25日，AFDC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举办了“亚洲2050”咨询会。上海部分著名

研究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学者十余人应邀出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的本次

咨询会议，就亚洲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的未来四十年发展中所面临的新机遇、新问题

与新挑战进行了研讨。

研讨过程中，不少专家认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亚洲经济的崛起，为世界瞩

目。随着亚洲领先世界走出经济衰退，全球经济的重心再次向亚洲地区转移。亚洲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了七倍，如果能保持稳定增长，预计到

2030年，亚洲将占世界经济近三分之二，几乎两倍于其在2009年34%的份额。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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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否必定属于亚洲？答案仍然充满争议。亚洲在未来发展中面临一系列挑战，

如亚洲的发展太依赖于东亚地区，还不具有广泛基础。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供给不平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等引发的环境恶化、有

效提供公共服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亚洲必须解决长远发展和几

代人的努力，保持增长动力，不断改善生活水平，并朝着包容性增长的方向努力。亚

洲地区各国需要重新审视国家战略，并寻求区域和全球合作的途径。

此次会议是亚行的专题研究首次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专家咨询会议。(王晖)

“GMS能力建设项目：增强战略领导力，促进区域合作”成功举办

AFDC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合作举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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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9月19日-25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功举

办。

此次培训的目的在于提升GMS成员国高层官员的战略领导力和执行力，增强大湄

公河次区域政治与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合作。二十位参加培训班的代表大都来自为

GMS各国政府部门的司局级官员，他们除了分享及探讨战略领导力的相关知识与体

会外，也期望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分享我国宝贵而独特的发展经验。在为期七

天的课程里，特别邀请了亚洲管理学院Macaranas教授和AFDC李扣庆副主任讲授领导

力和战略核心课程；邀请上海市有关部门专家就上海航运中心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以及上海世博会申办情况做专题讲座；并安排代表参观了洋山深水港和世博园建设情

况。

本次培训是AFDC与亚行就“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能力建设项目”开展的第

三次成功合作。(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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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C与亚行合作举办“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国际研讨会”

7月26日，由中国财政部主办，AFDC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承办的“发展公司债券

市场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主题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本次国际研讨会在区域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包括缅甸财政部副部长以及柬埔寨

央行副行长在内的近40余名来自印尼、马来西亚、香港、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财政

部与央行等相关机构的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会议。研讨会邀请的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区

域经济一体化局、彭博社、日本大和研究所、马来西亚证监会、中国兴业银行和深圳

交易所等机构的多位专家做专题发言。与会专家围绕公司债券发展的主要方面，如

一、二级市场的发展、信息披露与市场监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健康发展亚洲

债券市场以及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形成了许多共识。(吴宁沁)

第三期中越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培训班顺利举办

8月2日上午，第三期中越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开班，李

扣庆副主任代表AFDC作开幕致辞，对越南同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越南财政部国库

司张伯军副司长在致辞中表示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帮助越南学员学到中国政府在社会

保障方面的先进经验。参加此次培训班的17名越南代表团学员分别来自越南财政部国

库司、预算司、规划司、人事司、国际司、法务司、银行和金融机构司，以及越南财

政干部学校(IFT)等部门。

本次培训班的主题是“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及预算管理”。在4天的学习中，

中国专家为越南财政官员分别讲授了中国社保政策、社保基金监管、中国社保基金投

资与风险管理、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社保基金预算与审核等专题。担任本

次培训主讲的中国专家分别是复旦大学丁纯教授、财政部社保司刘菲处长、西南财经

大学林义教授、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吉瑞博士和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教

授。(刘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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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远程研讨会顺利举办

9月16日上午，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与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CD-

DLN)联合主办的第三期可持续发展系列远程研讨会顺利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主题

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四川、广西、甘肃等省和自治区的政府官

员、企业负责人和研究人员共约200多人通过远程学习网络参加了学习交流。中心彭润

中博士做了题为“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的专题发言，并回答了各远程站点的问

题。(杨超)

缅甸副财长访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应AFDC李扣庆副主任邀请，7月27日下午，缅甸财政部副部长HLA THEIN SWE先

生一行三人访问中心。陪同HLA THEIN SWE副部长访问的还有缅甸央行处长Maung先

生，缅甸证券交易中心执行副主任Tin Mayoo女士。中心彭润中处长和吉瑞博士也参加

了会谈。

双方就今后在财经干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双方表示，将通过有关

途径积极推进合作。Tin Mayoo女士还特别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帮助缅甸培训债券市场

方面的中青年人才。(石文岚)

比利时驻沪总领事访问中心

7月1日上午，比利时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Georges先生专程访问AFDC，与李扣庆

副主任和彭润中处长就合作举办有关活动进行了交流。

作为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比利时将于十月份在布鲁塞尔举办第八次亚欧首脑

会议。为筹办好这次重要会议，比利时驻沪总领事希望在会议之前，就会议的主题等

与上海的中国专家进行交流。双方就此次活动的内容和安排等进行了磋商。(刘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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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C访问世界银行

9月25-29日，AFDC李扣庆副主任和彭润中处长随财政部代表团对世界银行进行了

工作访问。

访问期间，分别与世行独立评估局(IEG)、世行学院(WBI)和世行经济政策与债务

局(EPDD)进行了会谈。在与IEG的会谈中，双方就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

DET)和区域评价中心等方面的合作充分交流了看法和意见，并就下一步将要开展的主

要工作达成了共识；在与WBI的会谈中，双方就AFDC今年的双年度论坛、“南南”学

习和“南北”交流等交换了看法，WBI表示将大力支持AFDC在培训、南南学习等方面

的工作；在与EPDD的会谈中，双方就将在今年12月上旬举办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培训及今后的合作交流等工作交换了看法。

访问期间，代表团还专程向中国驻世行执董办汇报了此次访问的情况，并感谢执

董办对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执董办对中心与世行的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希望中

心在今后的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中，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彭润中)

马德里大学教授访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10月28日上午，西班牙马德里大学 Osvaldo Feinstein 教授访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中心李扣庆副主任与来宾进行了友好会谈。

李扣庆副主任首先向来宾介绍了SHIPDET(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的发展情况

及国内开展绩效评价的现状，希望Feinstein教授今后能大力支持SHIPDET面向亚太地区

的能力建设工作。Feinstein教授介绍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绩效评价开展的情况

并赠送了由他撰写的《西班牙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评价》报告，他表示，愿意积极推

动发展评价领域相关经验的分享。

Feinstein教授也是西班牙评价部门的高级顾问，曾就职于世界银行业务评价局，是

IPDET(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Feinstein教授此次前来上海是应世博会

邀请为西班牙馆做评价。(石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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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C参加“农村金融发展国际研讨会”

9月14日，由财政部和世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举办的“农村金融发展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世界

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了题为“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全面发展方面的挑

战和战略”的主题演讲。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财政部、人民银

行、银监会、保监会等部委，以及印度、日本、柬埔寨等国家和世、亚行等国际机构

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AFDC副主任李扣庆及彭润中、赵敏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赵敏、彭润中)

AFDC参加“第六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

9月11至12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日本社会

政策学会东亚社会政策学部、韩国社会政策学会主办，西南财经大学保险与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美国、德国、英国等87个中外著名学术机构的150余名代表出席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吉

瑞博士应邀参加了本届论坛。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一直是AFDC关注的领域之一，吉瑞

博士先后参加了在APEC框架下的“老龄化与资本市场”系列研讨会并发言，并两次为

越南财政部财政干部讲授“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等专题课程。(吉瑞)

AFDC参加“从金融危机走向稳健复苏国际研讨会”

2010年9月17日，由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和德国Friedrich Ebert基金会联合举办

的“从经济危机走向稳健复苏”(Towards a Solid Recovery from the World Economic 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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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OECD、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德国柏林大学、韩

国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际机构、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与学者参加了

此次会议。

此次为期2天的研讨会分别围绕三大议题进行：一是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增加引发

的政府债务激增是否会带来下一轮经济危机；二是中国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能否成

功地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三是金融系统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中心赵敏博士应主办方邀请参加会议，并做题为“地方债成因与风险：基于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的分析”(Causes and Risks of Subnational Debts: a perspective from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Platform)英文发言，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地

方政府债务的成因和潜在风险。(赵敏)

AFDC参加”亚欧问题研讨会”

9月9日，应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邀请，AFDC李扣庆副主任等参加了比利时驻沪领

事馆主办的亚欧问题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是比利时驻华使馆在亚欧首脑会议前夕，就首脑会议拟讨论的问题与

上海部分研究中欧问题的学者交流看法的一次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欧研究所、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近二十余人。(刘晓强)

AFDC参与我国与世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筹办工作

9月13日，我国与世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主持了开幕式。李勇副部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林毅夫主持了下午的座谈会。9月14日，作为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庆祝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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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一，财政部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农村金融发展国际

研讨会。王军副部长和佐利克行长出席并致辞。

我国与世行30年的合作，堪称国际合作推动减贫和发展的典范。纪念活动涉及面

广，意义重大。AFDC王颖、丁丽娟与刘廷和三位同志从5月24日到9月20日期间，陆续

参与了30周年纪念相关活动的部分筹备工作。(王颖)

GDLN和SHIPET项目列入中国与世界银行行合作三十年成果展画册

为庆祝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国

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年纪念画册”，AFDC的“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程学习中

心”(GDLN-Shang DLC)和“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作为中国与世界

银行合作成果的一部分，被列入该纪念画册。在纪念画册的国际发展合作部分，简要

介绍了这两个项目的情况及活动照片。(王颖)

   视角观点

国际金融组织绩效评价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际金融组织绩效评价的基本体系与结果应用

(一)世界银行的绩效评价体系

世界银行的绩效评价体系是较为成熟的、系统性的评价体系。在世行内部有两个

负责对项目质量进行评价的部门：质量保证小组和独立评价局(IEG)。前者主要对世行

管理当局负责，其职责是对处于准备和实施阶段的世行贷款项目进行质量审查；后者

是直接对执董会负责的独立评价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对世行贷款项目进行评价．即对

已经完工的项目进行评价。IEG主要负责评价成果在世行内外的推广。在世行，评价成

果的反馈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出版物——每年IEG都会将评价成果以各种报告的形式进行上报和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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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的出版物通常按照评价组织三部分进行分类。世行评价成果按项目规模、区域、

国家和行业等进行分类均有相应的评价报告，这些报告在吸取评价项目相关的部门和

机构的意见后上报世行董事会和相关管理部门，用以调整相关部门的决策行为，同时

银行职员和银行外部人员也可要求获取上述各种报告。

(2)评价信息管理系统——IEG建立了与行内联网的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储存了世

行大量的评价资料信息。世行的评价信息管理系统主要起到交流平台的作用，包括了

世行项目评价的评价方法、已评价项目的产出结果和正在评价中的项目信息等。已完

成的评价信息主要按国家、地区、行业、报告类型和语言类别进行分类，包括评价办

公室的所有报告及其项目相关的所有文件，在项目信息摘要中显示了通过对该项目进

行评价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正在评价中的项目信息包括评价目的、评价小组、评价进

度等，评价过程高度透明化，加强监督管理作用。

(3)成果反馈讨论会、内部研讨会及培训——IEG十分注重参与式的管理方式，即

要求所有IEG职员都能参与到评价成果的扩散过程中。通常采取的方式有研讨会、讲

座和培训。研讨会参与者主要是评价成员和业务部门的官员，共同讨论评价成果。此

外，IEG还经常在银行内部举行各种培训和讲座，逐步发展了一系列有关评价的课程，

保持与学术研究人员的交流，在内部宣传评价的成果，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和交

流，扩大评价成果的影响和应用。 

(4)合作伙伴关系——世行不仅仅在内部宣传其评价成果，还与其他国家和各种国

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证券交易组织、外交部门、联合国评价组织等)建立双边协

作组织和多边组织等合作关系来推广其评价成果和经验，同时通过该形式获得更多专

业技术、方法以及加强对对方机构或国家的了解，加强了借款国和项目主要参与方的

参与力度，扩大了评价成果的扩散和使用范围。同时，这种合作关系还体现在评价能

力的发展和培训等方面，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加强借款国监管和评价能力。

(二)亚洲开发银行的绩效评价成果应用

亚洲开发银行于1978年成立了业务评价处(Operations Evaluation Department，

OED)。2004年，OED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并通过发展有效性委员会(DEC)向董事会

报告；2008年，业务评价处更名独立评价局(Independent Evaluation Department，IED)以

彰显其独立、公正的特征。

亚行开展的评价主要类型以及主要方法与世行基本类似，主要分为：项目评价(通

常在项目完工后三年左右开展)、国别援助项目评价、部门援助项目评价、主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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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评价等。对亚行近年来评价类别的研究表明，影响评价越来越多地受到亚行重

视。2006年以前，亚行的影响评价还只局限于对项目的有关文件进行案卷研究，一般

搜集项目收益的监测与评价数据，对项目实施地进行短期考察、项目的经济回报率以

及对受益人进行小规模的抽样调查等内容。但是2007年后，开展影响评价的受评项目

迅速增加，并且在评价中采用了更为复杂而严格的方法。与此同时，亚行也借鉴世行

IEG的方法，采用对照组(反事实推断法)、大规模抽样、以及多种统计计量分析工具

等，提高评价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1、进行知识管理

通过对项目和机构进行不断的评价，获得相关的经验与知识，而这些知识经过识

别之后，创建相应的知识库，通过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分享，能够使得国际金融机构能

够对客户的需求快速做出反应，提供高质量的产品，鼓励创新，并持续地向客户介绍

新的服务。

2、通过评价结果来影响不同的使用对象

亚行的结果不仅在机构内部公开，同时也可以为外部人所共享，包括董事会、管

理层、高层员工、总部员工、各代表处、援助国的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

发展机构等。亚行的业务部门是评价的直接受益人之一，他们会开展监测与评价活

动，同时也会积极利用评价结果来改善项目管理，开展评价结果与知识的学习和应用

活动。对组织内部的管理层而言，可利用评价结果来帮助或改善相关决策的制定，特

别是在分配资源、确定活动优先次序时更是会不断参考评价结果。另外，亚行的董事

会也常常使用评价结果来加强对重大国别援助决策的管理与制定，并对管理层实施更

好的督促。这些组织内部一般都有特别设立的独立评价局，该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实

施独立的监测与评价，积累相关知识，是亚行内绩效评价开展的主导者、创造者和使

用者。

另外，亚行的绩效评价结果还会向其他各类相关的国际金融组织及国际评价组织

扩散，便于开展联合评价，相互之间还有强大的学习和沟通网络，可能共享知识，共

同提高发展援助活动的效率。

对于接受援助活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可以使用亚行作为知识管理者的评价结

果，不断促进评价能力建设，甚至可以与这些亚行一起开展联合评价，同时也更加便

于“南－南”学习和交流。

3、通过评价结果影响组织内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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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通过评价结果来分析的利用来改善发展的战略、政策、实践和工作流程。在

不断进行的各种评价中，会发现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用影响今后的决策与工

作实践。通过对评价中提出的措施和建议在日后活动实施过程中的落实，以跟踪评价

或评价的形式对实施效果加以回顾评估，确保正确决策有效落实和错误决策及时得以

信息反馈纠正。评价的整个运作程序就是将发展活动在每一环节都与相关已获得的评

价结果得以有机结合的过程。

二、我国当前的绩效评价结果利用现状

(一)缺乏完善的评价机构使得评价成果零散分布

国外的评价机构都隶属于该国的立法机构或是政府部门。如美国的评价机构为会

计总署，直接在国会领导下进行评价工作；加拿大设有总监办公室，总审计长办公室

评价处；澳大利亚由财政部门负责评价工作；英国成立了评价协会，各部门独立进行

评价；韩国在政府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下设有业绩评价局；印度设有规划评价组织，直

接受计委领导与指导。

我国各评价机构比较分散，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有关行业部门虽然设立了

自己的评价机构，但负责管理、协调和指导政府投资评价工作的国家级机构尚未成

立，即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评价机构对全国的评价工作进行领导和管理。现有的评价

机构均分布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和行业中，或者以市场中介机构的形式存在。评价机构

不完善导致直接反馈流程难以形成，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督和管理，导致了评价工作处

于可做可不做的零散状况，评价成果缺乏准确性零散分布于各部门。虽然我国利用国

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进行发展项目建设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开始，但是对这些贷

款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却是近几年全面推开的工作。2007年，财政部国际司与科技部

开始就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同年进行了指

标体系的测试，最终确定了包括5个评价准则，13个关键评价问题。2009年，财政部国

际司启动了亚行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对27个省市自治区的27个亚行贷款项目进行

绩效试点评价。在前期工作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

机构与人员的专业能力建设的支持，对项目绩效的试点评价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

对国际组织的项目绩效评价框架的比较研究，对我国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重要借

鉴，也对后续推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的努力提供了思考的基础。

(二)反馈形式单一且缺乏时效性

目前国内评价成果的反馈主要以评价报告的形式存在，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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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务院下各行业部门推行出一些评价的管理办法以及工作指南。与世行和亚洲开

发银行相比，我国评价反馈形式较为单一，基本上没有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和总结文

书，并且缺乏专业的培训机制和评价人员。

(三)评价成果不能被真正利用

在我国，项目评价工作通常强调的是总结报告的形成，并随着评价报告的归档而

宣告结束，从评价中进行学习的过程在现实中常常被忽视。另外，评价学习没有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没有形成规范的学习程序，也没有积极利用手段和机制来促进

项目评价学习的开展。同时缺乏相应的评价成果管理机构，对评价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经验教训进行管理，并以各种形式反馈给决策部门和领导机构作为规划制定、项目审

批、投资决策、项目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1.建立评价成果的汇总机制。要改善我国评价工作分布零散，评价工作和成果缺

乏统一协调与管理的现状，首先必须建立结构清晰的评价管理组织体系。财政部积累

了丰富而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经验，可以进一步融合相关资源，建立评

价结果的汇总机制。

2.建立评价成果的扩散机制。结合近年来对国内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项目绩效评价的案例研究，我们认为需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推动我国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的发展。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评价经验，评价的结果应用不仅仅是问责，更多

地是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为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绩效和优化资源配置提

供基础。此外，还可以在财政部的推动下，在更广泛领域内应用评价结果，例如将国

际先进的绩效评价经验与预算安排和绩效审计相结合等。此外，项目绩效评价的结果

除了解释已经完成的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外，其另一重要作用是指导后续公共资

金项目达到最好的社会效益，从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果。为此，可以在国际组织

项目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将其推广到全部政府预算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价，运用绩效评

价的成果，推进绩效评价向绩效管理的转变，适应不断深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改革的要

求。

3.加快完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的项目绩效

评价框架和方法，财政部国际司已经完成了《国际金融组织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

等指导性规范，并在全国不同行业部门中已经完成的项目进行评价。这些工作对启动

和推进我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实践中也发现，一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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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设置有待继续优化，不同行业部门的指标体系如何调整等。例如，农业部对外交

流中心已经开始从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农业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并探索出一套适

合中国国情的农业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在全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基

础上的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我们认为，可在当期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基础上，加快完

善进程，最终形成项目绩效评价的国家标准。

4.进一步推进绩效评价机构和人员的能力建设的步伐。为推进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的开展，在财政部国际司的领导下，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支持

下，以提高绩效评价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为主要目的的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raining, SHIPDET)项目于

2007年正式启动。该项目在借助国际组织专家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绩效评价机构和人员

专业能力的同时，也为国内相关部委尤其是财政系统的绩效评价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能

力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09年末，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发展中经济体培训了

500余名专业评价人员。我们认为，为推进我国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应在引进国际基

础和案例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实践，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教材和案例。同

时，建议在国内部分高校，开设绩效评价课程，为我国绩效评价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赵敏、彭润中)

“亚洲2050”研究座谈会主要观点综述

2010年10月25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和AFDC共同举办的“亚洲2050”座谈会在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顺利召开。会议由AFDC李扣庆副主任主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及亚

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夏大慰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徐明棋教授、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殷醒民教授和孙立坚教授、申银万国研究所陈晓升总经理、国泰君安研究所

李迅雷所长、上海财经大学丁剑平教授、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等国内相

关机构的专家，以及亚洲开发银行Rajat M. Nag 总局长、东亚局局长Klaus Gerhaeuss-

er局长、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资深处长Ashok Sharma先生和圣坦尼国际集团公司总裁

Harinder Kohli先生等国际和国外机构的专家与学者出席会议，共同就2050亚洲的发展

前景和战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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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专家介绍“亚洲2050”这一研究背景时表示，回顾历史，200年前的亚洲经

济占世界经济总量60%以上，21世纪的亚洲能否重返200年前的辉煌、能否实现再次崛

起，以及能否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面临着很多挑战。Harinder Kohli先生及相关代表

认为，亚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分别见证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和中

国及印度两国的改革开放。在未来四十年的时间里，亚洲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各国之间能否实现更好的整合和相互推动，以及能否占到世界

GDP一半以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甚至是下行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

当前的现状与挑战，并用长期和战略的眼光来研究亚洲发展的模式、路径和驱动力，

通过改革实现成功转型的同时，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福利增长做出贡献。

在讨论亚洲当前的现状与挑战问题时，专家们认为，虽然亚洲各经济体在应对金

融危机时体现了强盛的生命力并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亚洲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社会

架构、制度体系差异很大。另外，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一些主要经济体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政治冲突加剧、公共部门的腐败、人才向欧美流失以及将近10亿人口的贫困

问题仍是亚洲需要长期关注并需予以深度改革的焦点。夏大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

未来的40年中，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资源

与环境等也将是未来可能制约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快速崛起的主要障碍。

有专家指出，扩大亚洲经济体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合作，对于推动亚洲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亚行应该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专家认为，借鉴欧元区国家建立

欧元的实践，推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的建立，对于扩大亚洲的区域内贸易，推动亚洲

经济体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建立亚洲共同货币的前景时，

有专家认为，由于亚洲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一过程可能还比较漫长。但

是，加大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政治互信，扩大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

是实现这一远景目标的基础。

一些专家认为，为了让亚洲的成功持续到2050年，还需要亚洲各经济体改变当前

的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更加注重低碳经济与可替代能源的开发。同时，亚洲还

应逐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逐渐从出口导向转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同时通

过产业升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此

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维持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加大资本市场建设、逐步改革金

融体系使之更加高效，以及维持“货币锚”的稳定等，也是亚洲各经济体面临的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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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专家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在未来四十年内，亚洲转型的驱动力仍然非常强

劲。当前年轻化的亚洲人口结构、不断增加的教育和人才投资、以及中产阶级人口的

快速增长，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将使亚洲经济的增长充满活力。在近

几十年内，亚洲各经济体积极活跃于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通讯手段的改善、快速的

技术革命、适合创新与创业文化的培育，也是不断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

然，保持政治稳定、减少区域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增加各经济体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的交流与合作，是保障亚洲转型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赵敏、彭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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