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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绩效评价(DeMPA)工具”国际培训在上海举办　

																						

1月6-10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世界银行经济政策与债务局联合举办的“债

务管理绩效评价(DeMPA)工具”国际培训在中心所在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	

来自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

缅甸、东帝汶、萨摩亚、中国等16个国家财政部和央行的债务管理部门的29名代表参

加了此次培训。世界银行经济政策与债务局债务专家	Lilia Razlog 女士和中心彭润中处

长参加了开幕式，并分别代表世界银行和中心致辞。

此次为期5天的培训主题内容是世界银行开发的债务管理绩效评价(DeMPA)工具及

应用。DeMPA工具是运用一组绩效指标，对政府债务管理的绩效进行评估，整个指标

体系由15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构成。

世界银行债务管理专家Lilia Razlog女士、世界银行PREM首席经济学家Fernando 

Leanordo Hernandez先生和享有“DeMPA”创始人之一声誉的世界银行咨询专家Ian 

Storkey先生担任此次培训的主讲专家。此外，蒙古、萨摩亚、柬埔寨、老挝、越南

等国的官员也介绍了本国运用DeMPA工具进行债务管理的案例。(陈宝莲)

“项目融资以及PPP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研讨会

在沪举办　

1月13-14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全球繁荣战略基金”携手英中贸易协

会(CBBC)在上海举办“项目融资以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

的作用”研讨会，全球PPP专家和与会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世界各地，政府如何运

用PPP模式和私人部门合作进行项目融资。AFDC赵敏等三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参与

了案例分享。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允许非公共

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同时也

      培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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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公共部门带来收益。通过这种合作和管理过程，可以在不排除、并适当满足私人

部门投资营利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使有限的资源发

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2000年以来，PPP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融资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尤为迅速。

此次活动是英国政府驻华机构第二次与AFDC合作就PPP问题举办的专题研讨会。

另悉，PPP已列为今年中国主办的APEC财长会机制下讨论的议题之一，并将在全国设

立若干个PPP试点中心，进一步推动PPP在基础设施融资和私人资本参与提供公共服务

中的作用。(丁丽娟)

“APEC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研讨会”在博鳌举办

　

2月19-20日，由中国财政部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承办的“APEC促进经济结

构调整的财税政策研讨会”在海南博鳌举行。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出席研讨会开幕式

并致辞。来自中国财政部相关司局、各成员经济体财政部官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以及国内

外相关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共9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期间，各方代表围绕“财税政策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通过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培育市场”、“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和“通过审慎的国库与债务

管理加强财政可持续性”四个议题展开了讨论，充分交流和分享了各方经验。既为

APEC财长会做好了铺垫，也为共同推动亚太地区的结构调整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2014年我国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本次研讨会是财政部主办的APEC财长会机制

下的系列活动之一。(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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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就业与社保”远程国际研讨会　

3月11日，由韩国发展研究院(KDI)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东京发展学习

中心(TDLC)、越南发展信息中心(VDIC)联合举办的	“就业与社保”远程国际研讨会通

过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举行。来自中国、韩国、越南等国家的40余名代表参加了研讨。

此次研讨会作为KDI发起的“G20全球领导力”项目的组成部分，围绕“就业和社

保”的主题，邀请了来自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介绍全球就业概况和相关政策、

就业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关系，以及G20国家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并特别关注了当

前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这些国际经验对于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官员、学者开展相关领域

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本次会议上海会场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吉瑞博士主持讨论，参会各国代表就

专家的发言进行了积极活跃的提问与互动，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舒

婷)

中心举办2014年亚太地区普惠金融论坛

　

3月19-20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以及澳大利亚发展合作基金(FDC)联合主办，

花旗集团基金会协办的2014年亚太地区普惠金融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院长、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李扣庆主持了论坛开幕式，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郑

权，ABAC中国代表、中国工商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王丽丽，亚行研究院能力建设部

主任邢予青，花旗银行(中国)副行长黄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孟加拉、泰国、柬埔寨、菲律宾、印尼、秘

鲁、文莱、越南等20个经济体的政府机构、学术界及企业界以及ABAC、FDC、亚洲开

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多个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80余人出席

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交流和讨论了中国、菲律宾、秘鲁、印度、泰国及印尼6个经济

体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心为本次论坛提供了四个

关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包括中国村镇银行、小额贷款的发展，两家小型金融服务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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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金融创新的经验。

普惠金融是APEC财长会机制下的议题之一。作为2014年APEC财长会机制下的活

动之一，本次论坛的成果将提交给2014年APEC财长会。(刘晓强)

柬埔寨财政官员参加

“公共财政改革：中国的实践”专题培训 	

3月24-28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柬埔寨经济财政部经济财政学院

(EFI)联合举办的“公共财政改革：中国的实践”国际培训在上海举行。柬埔寨经济财

政部国务秘书Hean Sahib(副部长级)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李扣庆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	

Hean Sahib先生代表柬埔寨经济财政部部长和各位学员，对AFDC为柬埔寨财政官

员开展的公共财政改革专题培训表示衷心感谢，对2011年以来中柬两国财政部为柬埔

寨财政干部能力建设给予的卓有成效的支持予以了高度评价，并希望在两国财政部的

共同支持下，通过AFDC与EFI的合作平台，为柬埔寨财政官员提供更多的专题培训。	

李扣庆主任对前来参加“公共财政改革：中国的实践”培训的柬埔寨官员表示热

烈欢迎，并希望柬埔寨学员在上海学习期间，通过交流，将柬埔寨财政改革的经验介

绍给中国，共同促进两国财政干部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来自柬埔寨财政部及各省财政部门30位司局级官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主

题包括中国财政改革背景及成效、公共支持政策、公共财政与预算、中国财政监督、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公共采购和公共资金筹措八个专题。培训期间，AFDC和EFI还

就后续合作的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王伟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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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全球贸易便利化：趋势与挑战”

远程国际研讨会

	4月9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发起，协同世界银行、韩国发展研究院公

共政策和管理学院(KDI School)及东京发展学习中心(TDLC)联合主办的“全球贸易新模

式：对新兴经济体的机遇和挑战”亚太系列远程国际研讨会第一期顺利举办。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占全球贸易总量40%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自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和贸易模式重新调整，建立了新的贸

易规则，更强调商业运作、投资及服务业中的自由化和公平竞争。新的模式在很大程

度上可能重塑新兴经济体的外部经济环境并重构全球经济价值链，这很可能会把包括

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再次推向国际贸易体系的边缘。因此，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须建立更为合理的经济贸易政策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AFDC希望通过这

一系列远程研讨会与其它国家共同探讨和分享相关的经验和对策。

本期研讨会的主题为“全球贸易便利化：趋势和挑战”。来自斯里兰卡、日本、

韩国、中国和世行的七十余名专家及政府、企业或学界代表通过全球发展学习网络的

各个远程学习中心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另有来自非洲地区的NGO组织成员通过网络视

频直播参与了会议。来自世界银行、日本同志社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的专家分别介绍了

越南、日本和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情况和案例，并与各国参会代表开展了热烈的

讨论和交流。(舒婷)

2014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春季班开班　

由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上海国

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春季班”于4月21日在上海开班。参加本次培训的80名

学员分别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财政部国际司关秀珍处长和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卢文彬院长助理分别在开班仪式上致辞。

关秀珍处长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政府在“十二五”期间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

并将其视为监督政府支出的重要手段。关秀珍处长强调，要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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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与项目前中后期管理相结合，争取创出更多的精品项目。她希望各位与会人

员能够在此次培训上进行交流、分享，在会后通过多种途径如网站、简报等形式，将

所学所得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做到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实际情况。

卢文彬助理简要介绍了近几年来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在财政部的领导下，与世

行、亚行深入合作，在开展绩效评价能力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为相关人才储

备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培训期间，中央财经大学的王雍君院长、中国农业大学的刘启明教授以及亚行独

立评价局和战略政策局两位专家分别就“发展评价的理论、现状与实践”、“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与案例”等专题做了专门发言。(吴宁沁)

“穿越中等收入阶段：对公共部门管理者的挑战”

区域论坛在沪开幕

4月22日，由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亚洲开发银行亚太发展成果管

理实践区(APCOP)联合主办的“穿越中等收入阶段：对公共部门管理者的挑战”区域

论坛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来自阿富汗、不丹、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代夫、孟加拉国、中国等14

个经济体的近60名官员、专家和业界人士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公共部门管理者在解决

中等收入国家状态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Hamid 

Sharif先生,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刘勤先生，分别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与AFDC作开幕

致辞。	

此次为期4天的论坛主题为“穿越中等收入阶段：对公共部门管理者的挑战”，

与会者们在该主题下就“公共部门管理”、“包容性增长”、“城镇化融资”、“公

民参与”等多个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并结合一些国家案例进行了分析。亚洲开发银

行战略政策局首席结果管理专家Farzana Ahmed女士，亚洲管理学院政策中心执行主任

Ronald Mendoza博士，亚洲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首席评价专家Hyon Son女士，上海社

会科学院前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博士，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等

多位专家也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泰国总理办公室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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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Thanin Pa-em先生，孟加拉国政策研究院副主席Sadiq Ahmed博士等也分别介

绍了本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面临的各种挑战及解决挑战的相关经验教训。

本次论坛得到了与会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派出司局级及以上官员参会，其中

包括阿富汗财政部副部长、不丹教育部副部长、柬埔寨计划部国务秘书(副部级)、马尔

代夫财政部副部长四名副部长级官员。中国财政系统和国务院研究与发展中心也派出

10名干部和专家参会。(周易)

APEC“改善金融服务、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发展”

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4月22-23日，由中国财政部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承办的APEC“改善金融服

务、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深圳市

副市长陈应春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财政部相关司局、各成员经济体财

政部及央行官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等国际机构，以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学者专家10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在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上，各方代表围绕“推进农业保险，加强区域实体经济包

容性”、“推进灾害风险保险，加强区域实体经济稳定性”、“普及金融知识，增强

金融普惠性”、“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发

展供应链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等五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充分交流和

分享了各方经验。(刘晓强)

“企业财务管理和不良贷款处置——中国的实践”

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5月5-9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越南财政部财政干部学院(IFT)共同主

办的“企业财务管理和不良贷款处置—中国的实践”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越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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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从事企业监管、公共资产管理、预算和财政监督等部门的16名官员和专家参加了

此次培训。

越南代表团团长越南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管司Le Van Thai处长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

心彭润中处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双方表示，近年来中越双方合作通过面授与远程开

展了很多专题培训，得到了双方财政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中的实践经验对于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越南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最后，他们共同

希望学员们不仅能够学习到企业财务管理和不良贷款处置方面的知识，更要通过了解

中国的历史文化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

培训期间，中方四位专家围绕企业财务管理、企业绩效评价、企业资产管理、企

业审计管理、不良贷款处置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领域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和实践，并

就双方在这些领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石文岚)

	     研究动态

中心完成“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四个案例

由AFDC开展的“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四个案例研究日前完成，并于3月下

旬在中心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共同举办的“亚洲的普惠金融：成就与挑战”国际研讨

会上交流，受到与会专家和官员的好评。

该项目研究工作于去年下半年正式启动，不仅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在中国

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还以江西省农村信用社和台州银行为例，探讨了小型金融机

构如何通过业务创新，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

参与该项研究的机构还包括上海金融学院、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江西省农村信用

社和台州银行。(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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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专家专题讲座在中心举行 　

3月8-9日，应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邀请，亚洲开发银行前东亚局局长Robert Wihtol

先生莅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就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作用做了专题讲座。亚太财经与发

展中心上海本部和北京分部，上海、北京、厦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以及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部分学位项目校友等30余人参加了讲座。

Wihtol先生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超过20年，历任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东亚

局局长等重要职务，具有丰富的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并对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

经济发展和政策有深入广泛的研究。

在为期两天的讲座中，Whitol先生从国际金融机构成立的历史渊源入手，详细介绍

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变革、

组织架构、决策机制以及具体运作等内容，并就当前经济和政治格局下国际金融机构

应发挥的作用、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与听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和交流。(刘晓强)

五彩缤纷的工具  知识交流的艺术

——中心参加世界银行学院与商务部联合举办的

“知识交流技巧”培训班

为更好更快地实现发展目标，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已经成功应对实践问题的同行

们进行科学有效的知识交流和对话？如何推动创新性思维，开发出更好的发展解决方

案？如何鼓励个人、机构、城市、国家和地区间的多元合作？带着在国际间知识交流

实践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4月10-12日，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王颖和舒婷参

加了由世界银行学院与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联合举办的“知识交流的技巧”

培训班。

“虽然坦桑尼亚的儿童死亡率在近几十年内稳步下降，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2008年，作为履行其维护母亲和儿童健康的承诺的一部分，坦桑尼亚政府采取措

      往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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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高农村地区的营养和收入水平。其途径是调整坦桑尼亚农业结构，尤其是陷入

困境的乳制品行业结构。”

如果您作为坦桑尼亚一家知识交流机构的项目负责人，如何在坦桑尼亚和印度之

间有效开展知识交流和对话活动，推动坦桑尼亚相关从业人员学习印度推动“白色革

命”的经验？如何改善坦桑尼亚乳制品行业的监管环境，提高其供应链、坦桑尼亚国

家乳制品发展委员会和农业部的运行效率？

来自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亚太财经与发

展中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等50多名从事国际培训和知识交流机构的

实践者与官员代表，在世界银行学院高级知识与学习专家Shobha Kumar女士和乔治城

大学学习设计与研究专家Yianna Vovides教授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设计与开发“印度

与坦桑尼亚知识交流活动”的探索之旅。

在培训过程中，两位专家为学员详细展示了使用“桥梁模式”的五个基本步骤来

实现成功知识交流项目的系统框架。通过分组学习和研讨，理解和掌握了设计开发知

识交流的工具及活动的各自适用范围。其中，适用工具多种多样，包括会议、专家访

问、知识博览会、学习考察、研讨会竞赛、知识果酱、多个利益相关方对话和磋商、

实践社区和结对安排等。知识交流活动则分为演示、讨论、体验和分析四个类别，具

体包括展示、专家小组、闪电式发言、海报会议、趣事圈、知识咖啡馆、头脑风暴、

同行协助、鱼缸式交流、书籍疾跑、角色扮演、焦点小组等二十六项。

全体培训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被分成六个小组，根据各组的兴趣自主选择“摩洛哥

高等教育管理能力建设”或“支持南高加索地区国家道路基建规划”为案例作业，展

开结果导向型的知识交流活动方案策划与设计。各小组成员充分发挥在实践工作中的

具体经验，围绕明确的目标和结果，深入讨论适合各自小组任务目标的工具和活动，

遵循五个步骤系统操作框架，创新描绘出各自的行动方案。

通过各组的精彩汇报、研讨和专家点评，加深了大家对“桥梁模式”的理解和应

用，遵循《能力发展和结果框架》所倡导的策略性和注重结果的学习方法，分享了同

行间的实践经验，提升了系统设计与开发知识交流与合作项目的业务能力。(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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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参加世行“加速与合作伙伴的发展咨询学习”研讨会

4月17日，世界银行集团“加速与合作伙伴的发展咨询学习”研讨会在世行中国代

表处举办。来自长江商学院、国家开发银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北京大学林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北京开放大

学、中国小额信贷联席会、全景塞斯公司等十八家合作机构的40余名代表参加该会。

会上，世界银行学院亚太区项目部主任Joyce Msuya女士首先致开幕辞。世界银行

目前正在进行重组和改革，从2014年7月1日后，开放学习校园将是世行知识分享与南

南合作的重点内容。世界银行鼓励和推动在全球化学习进程中各国同行实践者之间的

经验分享和学习交流。世界银行开放学习校园项目主管Sheila Jagannathan女士分享了世

界银行集团愿景、开放学习校园(OLC)的构架和新兴发展趋势。作为提供解决问题方案

的银行，世界银行集团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关系的互动型、参与型和网络化学习将以加

速学习为唯一目标。

在同行经验分享环节，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王颖汇报了AFDC作为亚太区知识中心

(knowledge hub)在世界银行2013年发起的全球学习实践社区中所开展的新型在线研讨、

对话和交流活动。长江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小额信贷联席会、北京开放大学、西

部开发远程学习网、国家行政学院等也分别就DBA(工商管理博士学位项目)的内部会员

沟通论坛、社交媒体应用、E-learning实践、混合型学习应用、网络建设与运营等方面

开展了独具特色的分享和交流。

在学习技术发展趋势研讨部分，世界银行专家顾问孙洪涛先生分享了最新理念和

技术进展。全景塞斯科技董事长陈忠苏先生介绍了云计算技术在中国E-LEARNING中

的应用新趋势。与会代表与世界银行集团专家还就如何推动开放学习校园的多元合作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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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参加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年会　

4月28日至5月2日，由世界银行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发展学习网

络亚太区年会在堪培拉召开。来自世界银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斯里兰

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地的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亚太财

经与发展中心(AFDC)王颖与舒婷参会。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协调人Philip Karp先生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

福德公共政策学院院长Tom Kompas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

本次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亚太区年会的主要议题包括：GDLN新会员介

绍、GDLN全球及亚太地区工作进展，GDLN秘书处与亚太区域管理委员会工作部署，

亚太区域成功项目从设计到实施的经验分享、2014年新项目推广、今年六月将在韩国

首尔举办的高层圆桌会议的规划、GDLN在南南知识合作与交流中发挥的作用等。此

外，代表们还听取了关于“气候变化与亚太发展”、“太平洋岛国发展的机遇和挑

战”、“新技术在远程学习中的应用”等主题的讲座，并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开发成

功之路：组织领导力结构”培训。

会上AFDC对今年拟开展的“全球贸易新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和挑战”

和“全球经济新动力：互联网经济”等区域远程系列研讨会项目进行了介绍和推广，

与合作伙伴明确了即将开展的合作内容，并与GDLN新成员交流了合作意向。(舒婷)

世界银行全球评价与结果学习中心(CLEAR)

新任主席Monika Weber-Fahr访问AFDC

　

5月7日，世界银行全球评价与结果学习中心(CLEAR)新任主席Monika Weber-Fahr

女士对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进行了访问，并与中心李扣庆主任及CLEAR-SHIPDET团队

的相关成员进行了会谈。

在财政部国际司的领导与积极推动下，鉴于AFDC在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

(SHIPDET)中积累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2011年AFDC被指定为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

CLEAR在东亚地区的地区中心。在该项新的机制下，CLEAR-SHIPDET中心整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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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相关国际资源，深入拓展SHIPDET培训的外延与内涵，积

极将自身打造成为区域内重要的绩效评价知识分享平台。

Monika女士听取了CLEAR-SHIPDET中心近年来的工作汇报，并对中心所开展的

培训，咨询，学员网络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建议。她表示对中心未来的发展非常

期待，并将协调各方面资源加强全球各地区中心之间，以及各中心和秘书处之间的协

力合作，以期更好的推进公共部门的结果导向评价和管理的实践和运用。(吴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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