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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动态

  

亚行TA7763技援项目专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1月16日，亚行TA7763技援项目专家会在上海召开。亚洲开发银行项目负责人、项

目国际专家以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参会。会议

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处长彭润中主持。

TA7763项目是亚行针对中国财政干部能力建设的技援项目，项目旨在通过总结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鉴国际公共财政管理的经验，拓展财政系统

干部的知识。

专家会上，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代表、AFDC项目实施方代表和受邀的国际、国内专

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并就项目的工作内容做了具体部署。（王伟旦）

中心举办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培训班

2月26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中小

企业融资”培训班在上海结业。来自印度国家银行、印度联合银行、印度国家农业发展

银行、印度小型工业发展银行、印度储备银行等22名银行业代表参加了此次为期3天的

研讨会。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局协调办公室宋晓辉主任、青浦区农业委员会朱卫

东副主任、AFDC彭润中处长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代表作为中方专家为印度银行业代表

团介绍了中国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政策、成就与经验。

为帮助学员更好地了解上海市支持农业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培训内

容，AFDC还组织印度代表团参观了上海市青浦区弘阳农业有限公司。（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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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第三期农村社会发展远程研讨会

3月13日，由韩国发展研究院（KDI）、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东京发展学习中心

（TDLC）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共同举办的“农村社会发展”远程研讨会第三

期顺利举办。来自孟加拉国、蒙古、越南、中国、日本、斯里兰卡、尼泊尔、韩国等

国家的1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植树造林，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通过吸收空气中的灰尘污染和重建自然栖

息地和生态系统，减缓全球变暖。然而，过去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由于人口与经济发

展的迅速扩张，对植被破坏已相当严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私

营企业正展开合作，促进植被生态康复。

此次研讨会紧密围绕植树造林这一主题，邀请了来自世界银行、韩国的专家介绍

相关的举措和经验。世界银行专家介绍了亚洲各国在植树造林、地表修复等方面的概

况和已取得的成果。韩国专家分享了该国案例研究，包括政府在植树造林中起到的作

用、村级林业合作社以及韩国的新村运动等。

三位专家的精彩讲授得到参会代表的高度好评。各国代表踊跃提问，与专家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舒婷）

中心举办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培训班

为配合实施亚洲开发银行技援项目，进一步加强财政系统干部的能力建设，财政

部、亚洲开发银行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共同主办的“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

培训班（第一期）于3月28-29日在中心举办。中心李扣庆主任、财政部国际司王莹调

研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共有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的50多名处级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内外财政领域知名专家介绍分享了国际国内公共财政管理领域

最新的理念、制度和改革思路。参加培训的学员认为，此次培训既有关于当前财税改

革的热点问题的讨论交流，也有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分享，对开启

思路，继续推进实施下一阶段的财税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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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首期SHIPDET绩效预算与影响评价专题培训在中心举办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大力推行结果导向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与方法，绩效预算

与影响评价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为各国政府广泛接受。但绩效预算与影响评价绝

不只是财政部门和计划部门的事情，各行业部委也需要系统培训以增进对这一理论的

了解，进一步提升整个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能力。

4月8日，今年首期SHIPDET绩效预算与影响评价专题培训在学院拉开帷幕。本次

培训由财政部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亚太发

展成果管理实践社区（APCoP）共同承办。本次培训为期五天，共汇聚了来自不丹、

马尔代夫、尼泊尔、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老挝、越南等

10个国家以及亚洲开发银行驻尼泊尔、中国代表处的30名政府官员与专业人士。代表

们的背景来源广泛，除了来自财政部、计划部、中央银行的代表外，还有很多来自各

国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工程部、国际合作部等其他政府部门

的代表。AFDC彭润中处长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结果管理专家Farzana Ahmed女士出

席开幕式，并代表培训主办方发表开幕致辞。本次培训的一位重量级师资是美国马里

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Allen Schick教授，他曾是美国国会预算改革领导小组的高级顾

问。Schick教授将在二天半的时间里，结合其在预算领域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深入

浅出地给学员讲解计划和预算之间的联系、如何实施结果导向的预算、中期财政支出

框架的逻辑和利弊、财政分权制度下的预算改革等议题。

培训的另一位主讲师资是来自丹麦的影响评价专家Nina Blondal女士。过去十多年

来，她一直从事发展计划的影响评价，涵盖多个行业部门，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和

拉美很多大规模影响评价的设计、实施和管理。在本次培训中，Blondal女士将向学员

系统介绍监测与评价的理论知识以及影响评价的方法论，并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践经验

分享，让学员对这一主题有深刻认识和了解。

培训在模块设计上非常注重各国学员之间的知识分享与经验交流。除了几位专家

授课外，还有来自不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的代表就各培训议题进

行国别案例汇报。学员将在专家的指导下，就各培训议题开展小组讨论，并进行成果

汇报，以充分交流各国在绩效预算和影响评价方面的宝贵知识与实践经验。

本次培训是今年AFDC与亚行合作举办的第一期“绩效预算与影响评价”培训。（陈

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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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SHIPDET影响评价高级培训课程在中心举行

由世界银行评价与结果学习地区中心（CLEAR）、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以

及影响评价国际倡议组织(3IE)合作举办的“CLEAR-SHIPDET影响评价高级培训课程”于

4月9日在中心拉开帷幕。

来自亚、非、拉美和欧洲18个国家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

的共3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此次为期10天的课程将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影响评价

作为政策制定以及提高项目设计的工具，尤其重点关注如何开展项目的评价工作，以

及项目评价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

来自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CLEAR秘书处的评价专家Ximena Fernandez女士，课程

主要授课专家—明尼苏达大学Paul Glewwe教授、世界银行评价专家Emmanuel Skoufias

博士以及AFDC彭润中处长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Ximena女士首先介绍了本次培训的主旨以及具体情况。她表示，自去年3月与

AFDC首次合作在CLEAR框架下举办影响评价培训后，根据学员们的反馈和建议，项

目组和师资团队对课程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更加关注于如何科学评价公共项目所产

生作用与影响的相关技术方法，并在本次课程中着重讲解评价过程中需要的计量和统

计工具，以及如何进行基础数据采集、整理及处理方法等。随后，Paul Glewwe教授

和Emmanuel Skoufias博士为学员们介绍了课程大纲并提出了接下来10天学习的具体要

求。

最后，彭润中处长代表中心对授课教师和各国学员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

介绍了AFDC近年来在发展评价能力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彭处长介绍说，发展评价

最近十年以来在国际上已经蔚然成风，目前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有着迫切的学习需求。

在中国财政部的指导下，由AFDC与CLEAR牵头的CLEAR-SHIPDET发展评价系列培训

项目在东亚地区正在引领风气之先，希望各国学员能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收获完美的

学习体验，并把学习心得应用于以后各国的发展评价工作之中。（刘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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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春季班举办

由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四方共同主

办的“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春季班”于4月22日开班。本次课程为期

4天，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8个省、市和自治区的67名学员。AFDC彭润中处长以及课程

主要授课专家之一王雍君教授分别在开班式上致辞。

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自200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在过去

的五年里，SHIPDET共培训了来自近40个国家与经济体的1600余名官员、学者与专

业人士，其中中国学员逾千名。2012年，世界银行与财政部将我中心直接指定为世界

银行“CLEAR-SHIPDET”中心。彭润中处长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对来自全国各地财政、

水利、林业、扶贫办等从事外资项目管理相关工作的学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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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为建立绩效评价相关人才储备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本次培训分为主题课程和老学员经验交流与案例分享会两部分。其中主题课程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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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小组作业。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刘启明教授为学员作了生动的讲授并

与学员进行了探讨。课后，学员就“苏州河治理项目绩效评价案例”分组完成了作业并

进行了小组作业汇报、专家点评和答疑。培训的最后一天是SHIPDET老学员经验交流

与案例分享会，数位曾经参加过SHIPDET相关培训的老学员不远千里赶来参会，畅谈

他们把在这里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分享了他们在绩效评价工

作中的实际案例和宝贵经验，并与本期春季班的学员进行了交流。从多位老学员情真

意切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SHIPDET的深厚感情。AFDC财经研究所副所长赵敏博

士主持了本次案例分享会并对案例进行了点评。（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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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IS OPEN

——网络课程设计与教学组织管理研讨会侧记

“无论你是南极科考船上的科学家，还是生活在乡村的女孩，只要你感兴趣，你

就可以随时向你感兴趣的人学习任何内容。”当今，人人可以用微信与同事、同学、亲

人朋友交流互动，我们在新浪微博上的一条信息几分钟内就可以被千万人知晓。我们

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甚至一举一动，都“被开放”到了众人面前……

世界是开放的——THE WORLD IS OPEN

《世界是开放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学系统技术系的教授柯蒂斯•J•邦克博

士的一本畅销书名，也是4月27日，由国家行政学院、世界银行学院和亚太财经与发展

中心（AFDC）共同举办的“网络课程设计与教学组织”专题培训研讨会中，连接上海与

印第安纳的精彩纷呈的一次主题分享。

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

邦克教授，从曾经的一名注册会计师(CPA)，到当今国际新兴学习技术领域的知名

专家，在商业、教育、心理以及技术的交汇处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活力四射的邦克教授，穿着西服，脚蹬球鞋，坐在远程屏幕前，坐着，蹦着，跳

着，摆弄着激励我们的玩具，抛向大洋彼岸的我们，通过丰富多样的技术变革，展示

其对学和教的影响，开放教育世界多元、全球化的本质，激发我们探索与收获了构

成“WE-ALL-LEARN”这一框架的10项关键趋势：电子图书世界的网络搜索；数字化学

习和混合学习；开放源代码和自由软件的可用性；起杠杆作用的资源和开放课件；学

习对象库和门户网站；开放信息社群中学习者的参与；电子协作与交互；另类现实学

习；移动学习与泛在学习；个性化学习网络。

学习是连通的——LEARNING IS CONNECTIONISM

2006年Twitter产生，2009年新浪微博出现，2008年世界上第一个MOOC（大型开

放式网络课程）登场。社会性媒体在影响教育、在变革学习方式，它对教育的影响和

支持分成了清晰的四个层次：社会联系，信息聚合，内容生成，协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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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联系，是学习的基石。渠道越来越比内容更重要。如爱因斯坦所说：我

们并不需要什么都懂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从硅谷、MIT发端的

MOOC，掀起了全世界又一轮学习变革的新潮。其中，Udacity,Cousera和edX三大巨

头，奠定了MOOC的基石。

北京师范大学郑勤华分享了E-Learning在中国的应用。E-Learning培训体系包括建

立学习网站和学习平台，整合课程、组织、流程、管理、文化这5个组织学习要素。新

的网络教育发展理念与趋势包括了学习环境的普适化，学习模式的实践化，学习活动

的微型化和学习过程的社会化。

我们都在学习——WE ALL LEARN

4月25日“网络课程设计与教学组织”研讨会开幕式上，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兼

AFDC主任李扣庆、世界银行学院E-Institute项目负责人贾师乐与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

术部副主任夏红分别致开幕词。来自全国34所省级、副省级行政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

及专业干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等机构相

关业务人员共60余人参加了该研讨会。

研讨会期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部主任秦燕军在“E-Learning在行动：中

国经验”环节分享介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网经验，包括受众、目标，课程设计

方法，远程教育成果以及远程教育的困惑和挑战等。各地学员与国际专家代表就在线

学习服务、组织结构、电子签名管理和市场监管等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热烈探讨和交

流。

培训研讨会采取分段式的混合培训模式。与会人员在4月12-24日第一阶段的培训

中，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在线学习了题为“设计有持续效果的学习活动”的网络课程，

并按培训要求完成多媒体课件内容阅读、参与在线讨论并提交案例分析作业。在4月

25-27日第二阶段的面授学习期间，世界银行学院远程培训专家贾师乐女士通过现场讲

授、视频会议和组织小组活动、开展经验分享等形式，对与会人员就成人学习理念、

学习设计模式、实践模式与学习方法选择、在线学习技术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

通过为期三天的研讨，提高了与会代表对网络课程设计与网络教学组织的系统认

知，不仅开阔了国际视野，也为大家在掌握学习设计基本框架模型和规律的基础上进

行应用与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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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广西举办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培训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TA7763技援项目的工作计划，进一步加强财政系统中基层干部

的能力建设，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财政厅共同主办的“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培训于4月25-27日在广西北海市举办。中心

彭润中处长、广西财政厅干部教育中心甘耘主任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广西各地市

县的60多名财政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该项目中外专家担任主讲教授。各位专家结合各自参与的项目研

究工作，分别就当前国内财政改革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专家发言涉及的

内容包括预算绩效与预算改革、当前税收改革的主要热点问题、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地方政府债务、十八大以后我国财政改革的主要动态等。国际专家也就财税改革的国

际实践与发展做了专题发言。

此次培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参加学习的学员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少

贴切实际的问题与专家探讨和交流，反响热烈。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培训的主题紧

密结合了当前财税改革的热点问题，专家的发言视角广、有深度、接地气，答疑解惑

有深度、重实际，极大地拓展了市县层面财政干部的视野。学员们希望财政部国际

司、自治区财厅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能够继续整合国内外优秀专家资源，为中基层

财政干部提供更多的此类学习机会。（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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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来交流

中心2013年度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

3月19日，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财政部国

际司邹加怡司长、陈诗新副司长、人教司张建刚处长、国际司各处室负责人、外交部

相关代表以及AFDC的部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陈诗新副司长主持。

会上，彭润中处长和周强武副主任分别报告了AFDC上海本部与北京分部2012年

工作情况和2013年工作初步计划。与会人员对AFDC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

AFDC2013年的工作及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建议。

邹加怡司长对AFDC的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重要建议，她认为AFDC的能力建设

活动要强化区域特色；要继续服务于“稳定周边”的战略；要寻求与美国相关机构的合

作；要整合更多的合作伙伴；要利用好各方资源建设AFDI（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中心李扣庆主任在发言中表示，中心将认真总结与消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做

好AFDC的发展规划，配合好我财经外交工作。

财政部国际司陈诗新副司长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希望AFDC在全球各

方局势变化多端的背景下，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既要开展相关研究，更要发展相应

的能力建设活动，更好地促进AFDC的发展。（石文岚）

中心赴孟加拉参加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年会

1月8-11日，由孟加拉BRAC大学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全球发展学习网络

（GDLN）亚太区年会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来自世界银行、GDLN秘书处、澳大

利亚、中国、日本、韩国、蒙古、斯里兰卡、泰国、越南、中国商务部、国家开发银

行、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等4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派

代表参加。

在1月7日的开幕式上，世界银行孟加拉业务局局长Ellen Goldstein女士和GDLN亚

太区协调人Philip Karp先生分别致欢迎辞。Ellen Goldstein女士指出，“GDLN目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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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球80多个国家，东亚太平洋和南亚是利用该网络开展知识合作与交流最活跃和富

有成效的区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该区域内不断提升的合作项目品质与不断增长的

培训规模。当今社会，发展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来自于每个国家的自身经验。在世界

银行不断推动扶贫减困的使命过程中，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还是对政策工具

的设计，都需要从发展中国家本身汲取经验。因此，推动同行间交流和实践社区的发

展，将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紧紧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开幕式上，BRAC大学正式加入孟加拉国教育科研网（BdREN）并举办了签字仪

式。BRAC是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的简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成长最迅速的非政

府组织（NGO）。BRAC的小额贷款业务每年要发放10亿美元贷款，它是互联网服务的

供应商，它拥有BRAC大学，它办的小学解决了孟加拉11%孩子的受教育问题，它还经

营饲料加工厂、养鸡场、茶叶种植场以及包装厂。BRAC非常注重调研和“持续学习”，

被称作“发展中国家中最大规模且最为斑斓的社会实验。”

GDLN亚太区年会为期三天，主要议题包括：GDLN秘书处与亚太区域管理委员会

工作进展、亚太区域成功项目经验分享、2013年各远程学习中心新项目推广、南南知

识合作与交流项目、GDLN新会员战略规划、GDLN在世界银行新知识发展战略中的作

用等。AFDC与韩国发展研究院（KDI）、东京发展学习中心（TDLC）在会上分别介

绍了各自开展区域项目的经验心得。AFDC还对2013年拟开展的“如何促进就业：有效

的政策与实践”和“中小企业融资与包容性增长”等区域远程系列研讨会项目进行了介绍

和推广。与此同时，与会代表还围绕“GDLN新会员战略规划”的价值定位、新会员参与

流程、绩效评价标准体系以及区域协会管理委员会遴选程序等四方面主题进行分组讨

论，并由TDLC,AFDC,KDI分组代表进行总结报告。

会议期间，世界银行学院为与会代表设计组织了主题为“知识交流的艺术”培训，

旨在为跨区域、区域内以及各国之间开展知识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可操作性

的设计开发模型与工具。在三个小时的学习、互动、小组作业及实践操作中，与会代

表收获了如何利用ADDIR五步法模型有效开展知识交流及同行间学习的行动指南。培

训后，世界银行学院与AFDC进一步磋商、希望能够合作推动在中国开展本土化教学工

作。

孟加拉当地知名报纸“Daily Sun”对此次年会进行了及时报道。（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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