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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南南知识合作高层论坛在马尼拉举行

由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主办的南南知识合作高层论坛9月13日在马尼拉举

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

讲。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所面对的问题上具有诸多共性，近年来，以金

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为发展中国家之间

开展知识合作、推动减贫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郑晓松部长助理在主旨演讲中

强调，知识来源于发展实践。发展中国家是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角色，对全球发展而

言，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极有价值的知识财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吸取发达

国家的经验仍旧是重要的，但与此同时，由于发展阶段和面临挑战的相似性，吸取、

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和政策举措，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中国坚定支持并积

极参与南南知识合作。一方面，中国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自身改革开放的

经验和发展理念，支持其他发展国家提升独立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通

过南南知识合作，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解决自身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为此，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在多个领域，与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多层次的知识合作。在主旨演讲中，郑助理呼吁：应当改进知识合作机

制，共同推进合作；对知识合作进行全面协调，开展密切合作；加强比较优势，创造

协同效应。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阐述了南南知识合作的重要性，他代表亚行衷

心感谢中国政府对多种形式的知识合作倡议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来自亚洲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私营部门代表及亚行、拉美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

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出席论坛的中方代表包括来自财政部、外交部、商务

部、中国扶贫中心的有关同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李

扣庆同志应邀参会，主持了会议第二节的讨论，并在第三节就如何推动南南知识合作

创新问题发表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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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动态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入世”知识分享项目在沪举行

7月24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亚洲开

发银行研究院（ADBI）联合举办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CAREC）“入世”知识分

享项目“管理‘入世’进程——战略、挑战和实践”国际培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开班。

AFDC李扣庆副主任、ADB中亚局区域合作和业务协调处处长Vicky C. L. Tan女士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ADBI高级能力建设专家David Kruger先生主持开幕式。

李扣庆主任首先热忱欢迎所有学员和专家来到上海。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结束

多年“入世”长跑，终于叩开世界贸易组织（WTO）大门，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在

没有“入世”之前，很多人称“入世”为“与狼共舞”，“入世”十年后我们再回望，“狼”并

非想象中那么可怕。他最后强调，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深化，希望大家都能广交朋

友，学有所成，满载而归。

此次培训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中亚国家贸易官员能够更好

地在“入世”进程的前、中、后阶段，例如在目标识别、基于仿真模型的选项评估、谈

判战略规划、谈判团队管理等等方面发挥出他们的关键作用，并希望通过中亚各国贸

易官员学习网络的建立，促进未来可持续的点对点知识的分享和指导。

此次培训班为期三天，共有来自15个经济体的37位学员和专家参加了此次培训。

其中学员来自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6个非WTO成员国家，授课专家分别来自中国、吉尔吉斯、蒙古和巴基斯坦

4个WTO成员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WTO秘书处，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ADB和

ADBI等国际机构。（王伟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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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金融监管”国际培训班在沪举行

9月3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共同举办

的“区域经济与金融监管（REFM）”国际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拉开帷幕。中心彭

润中处长、ADB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高级经济学家Hoe Yun Jeong先生和Joshua Greene教

授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Hoe Yun Jeong先生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向学员们介绍了REFM项目的渊源和历史。亚

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倡议建立一个经济监测系统以避免类似

危机的再次发生。鉴于此，亚洲开发银行于1999年创立REFM项目，为区域内各国财政

部和央行中高层官员提供培训，以提高各国经济和金融监管能力，改善区域内的整体

经济监测能力。

 Joshua Greene教授是REFM项目的领衔授课教授之一。Joshua 教授1977年获得密歇

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从IMF退休

后，他受聘于亚洲开发银行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同时也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客座教

授。Joshua教授在发言中希望每位学员可以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努力学习、多多交流，不

负各方为该项目付出的巨大努力。

彭润中处长最后发言。他首先代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欢迎REFM全体学员不远万

里来到上海。此次REFM项目三周的学习课程紧凑且涉及面广，彭润中处长鼓励学员们

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也借此机会多了解上海的经济、文化和历史，能够学有所成，满

载而归。

此次培训班为期19天，共有40多名来自东盟成员国和5个南亚国家的中高层政府

官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为期三周的培训课程将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和分析、危机管理和

宏观审慎监管及漏洞评估等议题，通过专题讲授、案例研讨、小组交流和实地参观等

形式，加深各国学员对区域经济和金融监管的了解，增进区域内各国代表的友谊和联

系。（王伟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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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结果导向的计划、预算和评价”专题培训班

在乌鲁木齐举办

金秋九月，秋风送爽，物华天宝，瓜果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36名来自阿塞拜

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六个中亚国家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的政府官员以及新疆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齐聚乌鲁木齐，

参加为期四天的“结果导向的计划、预算和评价”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由中国财政部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

心（（AFDC）、亚太发展结果管理实践区（APCoP）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承

办。新疆财经大学作为培训的协办方，在培训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实施上给予了大力支

持。新疆财政厅谢煊副厅长主持了9月17日的开班仪式， AFDC李扣庆主任、亚洲开发

银行首席结果管理专家Farzana Ahmed女士、新疆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阿斯哈尔•吐尔逊共

同出席了开班仪式并致辞。

李扣庆主任首先代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对来自六个中亚国家以及新疆财政系统

和新疆财经大学的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在致辞中指出，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一样，中亚各国政府对结果导向的公共部门管理都予以了高度关注，而且在很多方面

具有相似性，希望通过此次培训班能够进一步推动中亚各国在发展绩效评价和管理领

域的能力建设。同时，他也希望此次培训班能够成为促进南南知识分享与合作的一个

载体，成为中亚各国增进友谊、加强了解和促进合作的桥梁。

随后，阿斯哈尔•吐尔逊书记向各位与会代表简要介绍了新疆财经大学的情况。他

特别提到，新疆财经大学有两百四十多名来自中亚国家的留学生，还专门设有中亚经

贸研究所，对中亚国家的经济体制、新疆与中亚经济贸易合作等重大议题进行研究。

近年来，在其获得的多项科研成果奖励中，85%以上都是针对中亚经济、新疆与中亚

经贸合作方面的研究课题。阿书记希望代表们在培训之余到新疆多个地方走一走看一

看，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最后，Farzana女士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发展结果管理实践区（APCoP）致

辞。她详细介绍了APCoP的成立背景、培训的设计与安排、培训主讲师资的情况，

并希望大家能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深入学习结果导向的公共部门管理方面的知识，

与主讲师资以及各国代表充分交流，以促进本国乃至整个地区公共部门管理水平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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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David  Rosa lky  教授担任了此次培训第一阶段的授课。Ro-

salky教授在澳大利亚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任职三十多年，在预算领域有非常丰富的实践

经验。他的讲授主要集中在规划与预算、预算流程与中期支出框架、预算执行与监测

面临的挑战以及分权环境下的预算管理等方面。培训第二阶段由来自菲律宾大学的Jo-

seph Capuno教授主讲，他的讲授主要涉及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影响评价

的逻辑框架等议题，并结合多个实践案例，帮助代表掌握基本的绩效评价方法。

（陈宝莲）

中澳财富管理与碳市场高层交流会在沪召开

9月20日,中澳财富管理与碳市场高层交流会在上海新世界丽笙大酒店举行。该会议

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与墨尔本APEC金融研究中心（MAFC）合作举办。

AFDC李扣庆主任和MAFC主任Ken Waller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上海市政府

金融办、复旦大学、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申银万国证券、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机

构的80位专家参加出席了会议。

会上，李扣庆主任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参加中澳财富管理与碳市场高层交流会的各

位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在两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澳经贸合作

蓬勃发展，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给澳企业带来了

诸多机遇。李主任坦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

同时，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发达市场的经验。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努力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点，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包括努

力调整经济结构，把发展重心从速度转向质量，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进一步向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李主任呼吁在当前全球经济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下，中澳两国尤其需要重视加强金融服务和能源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Ken  Wal l e r先生在致辞中介绍说，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在财富和私人家族

基金管理、基金管理、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澳大利亚凭借

其健全的银行体系和良好的市场监管在近年的金融风暴中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复苏速度

最快的地区之一。此外，澳大利亚政府最近还实施了碳税计划，以鼓励减少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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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量。同时他也关注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金融管理日益完善，碳市场也已建

立。他相信，本次高层交流会将进一步加深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经验交流，将有助于优

化两国财富管理结构、加强财富风险管理、提高碳市场运作效率。

开幕式后，来自中澳政府部门、金融行业和学术界的80位代表围绕如何改善金融

服务、促进碳市场健康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深入交流。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创新和旅游部长Louise Asher女士做会议总结发言。她在发言

中指出，中澳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合作潜力巨大，双方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经贸

合作，扩大能源资源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Louise Asher部长对亚太财经与发展

中心与墨尔本APEC金融研究中心为推动两国交流所做的努力和基于以往合作促成的一

系列成果表示了特别感谢。（王晖）

AFDC为柬埔寨财经官员举办公共财政改革专题培训

7月23日至27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柬埔寨财经部经济财政学院

(EFI)联合主办的中柬能力建设合作项目——“公共财政改革：中国经验”培训班在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举办。AFDC彭润中处长和柬埔寨财经部副秘书长、能力建设分委员会主

席Hean Sahib博士分别代表中柬双方在开幕式上致辞。

彭润中处长首先对来自柬埔寨财经部各省财政局局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

在致辞中指出，中柬睦邻友好源远流长，同属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

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支出管

理、国债管理等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旨在提高公共财政管理绩效，为

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与此同时，近年来柬埔寨社会、经济也取得

了较快发展，目前也在进行财政领域改革。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能促进中柬双方的专

家与同行们在财政改革方面的经验交流。  

Hean Sahib博士代表柬埔寨王国财经部，对多年来AFDC在中国财政部的支持下，

为推动柬埔寨财经官员能力建设做出的努力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他认为AFDC为柬埔

寨财经部各省财政官员精心设计的培训，紧密结合了柬方现阶段财政改革中面临的问

题、对柬埔寨正在实施的第二阶段财政改革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借此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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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n Sahib博士也希望柬埔寨财经部EFI和AFDC能够进一步扩展能力建设合作范围，以

帮助柬埔寨王国逐步推进公共金融改革计划。

针对柬方提出的能力建设需求，此次培训设计为八个模块，具体包括中国财政改

革及公共部门的角色与规模、公共支出政策、公共财政与预算、预算调整、公共资金

筹措、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地方财政、公共采购及中国财政监督等。在为期五天的

学习和考察过程中，学员们认真聆听每位专家的主题演讲、并结合自身在财政改革进

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部门预算改革成效、中国税制等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了充

分的研讨与交流。（王颖）

AFDC与广东省财政厅合作举办主权外债管理业务培训班

7月31日上午，由广东省财政厅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合作举办的政

府主权外债管理业务培训班在昆明理工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广东省各地市财政系统、

发改委系统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62名学员正式开始了为期近一周的培训。广东省财

政厅国际金融组织债务管理办公室刘捷副主任和中心彭润中处长出席了开班仪式并致

辞，开班仪式由广东财厅外债处陈波副调研员主持。

广东省财政厅债务办刘捷副主任首先对中心为筹备此次培训付出的辛勤工作表示

了感谢。他表示，本次培训是外债管理业务培训系列的第三期培训班，前面2期分别在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且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学员们的

良好反馈。当前为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适应财政工作所面临的新形

势、新情况和新要求，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理论功底和开拓视野，因此非常感谢亚太

财经与发展中心能够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既可拓展视野，又可提高业务水平。最后

他对学员们的学习生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鼓励各位学员专心致志地学习，全面提

升综合素质，并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开班仪式上，中心彭润中处长对参加本次培训的各位学员表示了热烈欢迎，同时

就AFDC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次课程安排做了简要的介绍。本次培训围绕国内外财经热

点，并结合学员们的实际工作，精心安排了“当前财政热点问题分析”、“国内外经济形

势分析”、“地方债及政府投融资平台”和“绩效预算管理”等课程，并邀请了来自财政部

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教授以及中心相关专家进行授课。（丁丽娟）



10

工作简报

中缅 “外汇储备管理与外汇业务”培训班在沪举行 

8月27日至31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缅甸央行联合主办的中缅

双边能力建设项目——“外汇储备管理与外汇业务”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

AFDC彭润中处长和缅甸央行副司长Naw Eh Hpaw女士分别代表中缅主办方在开幕式上

致辞。

彭润中处长首先对来自缅甸财政部、央行、对外贸易银行、投资商业银行和缅甸

经济银行等机构的15名高级官员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和缅甸是山

水相连的友好邻邦。AFDC很高兴能够在两国财政部的支持下，为缅甸财经官员交流和

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供智力支持。该培训旨在面向缅甸财政部及央行等财经官

员分享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与外汇业务方面的有关经验，为缅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

启示和借鉴意义。他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外汇储备管理、如何利用外

汇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财经干

部的能力建设是双方合作的目的。

Naw Eh Hpaw女士代表缅甸央行向中国财政部以及AFDC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她指

出，根据缅甸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非常需要在外汇储备管理、支付体系建设、中小

企业融资、公共财政管理等方面举办相应主题培训。他认为AFDC为缅方财经官员们精

心设计的培训课程，紧密结合了缅方现阶段财经能力建设需求。借此机会，缅方希望

AFDC持续加大对缅甸财政部和央行官员在金融与财政领域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

针对缅方财政部和央行提出的培训需求，该培训设计为八个模块，具体包括中国

外汇管理政策与改革、人民币汇率及改革、中国外汇交易政策及管理、中国外商直接

投资和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现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外汇管理、人民币衍生产品、人

民币国际化展望等，主讲专家分别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交易中心、上海银监

局、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兴业银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等。（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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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C举办“职业培训与经济发展”远程国际研讨会

7月19日，由韩国发展研究院（KDI）与世界银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

东京发展学习中心（TDLC）联合举办的“职业培训与经济发展”远程国际研讨会通过全

球发展学习网络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布亚新

几内亚、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十余个国家的230余名代表参加了研讨。

教育对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亚太区域各国教育发展经历了很大变革。许多研

究显示，亚太区域经济的显著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大力开发以及资源的

有效配置。此次研讨会作为KDI发起的“人力资源开发”远程系列研讨会的第一期，紧密

围绕“职业培训与经济发展”的主题，邀请来自世界银行、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国际机

构的专家介绍了在职业培训方面的相关经验与实际案例，旨在推动亚太地区各国政府

官员、学者分享充分开展在人力资源开发与职业培训方面的知识分享与经验交流。

“人力资源开发”远程系列研讨会第二期拟将围绕“公务员的能力建设”主题，在

2012年10月中旬面向全球发展学习网络继续举办。（王颖）

AFDC举办亚太-拉美“ICT基础设施发展与融资”远程

国际研讨会

9月26日夜晚9点至11点，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与世界银行面向拉美区域定制

设计的“改善投资环境”第三期远程系列国际研讨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来自上海、华盛

顿、墨西哥、委内瑞拉、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六个国家的60余名代表通过世界银行

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参加了该研讨会。

在开幕致辞中，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南亚区域负责人Juan Blazquez先生强调

说：AFDC在坦桑尼亚会议上提议的“改善投资环境”跨区域远程研讨会系列，是在南南

知识合作方面积极的、有意义的创新。这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的发

展定位是完全契合的，不仅做知识的生产者，也要做知识的定制者和连接者。衷心感

谢AFDC作为亚太区域的能力建设平台，在引领跨区域合作与知识分享的探索中迈出了

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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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首席 ICT 政策专家 Doyle Gallegos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围绕“ICT基础设施公

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机遇、成功与挑战”进行主题发言。他主要介绍了世界银行通

过支持公私合作 (PPP) 模式的创新融资机制与方法、宽带网络发展的改革进程及其面向

拉美区域开展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项目(CARCIP)的经验教训等。

来自上海的专家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远程会议室就“中国的ICT基础设施发展与

融资与上海实践案例”进行主题发言，介绍了中国在ICT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基

本思路及具体实践经验。

委内瑞拉Rafael Belloso Chacin大学信息通讯技术部 Jesus Cendros Buasb教授则围

绕“通过信息技术减小数字鸿沟”结合本国具体实践进行了分享。与会各国代表就各位

专家的发言进行了积极活跃的提问与互动，就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ICT基础设施发展与融资”远程研讨会是AFDC首次面向拉美区域倡议并实施的“改

善投资环境”系列研讨会中的第三期。中国和拉丁美洲相隔万里，却情同比邻。加强相

互间可持续的合作和交流，有益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益于共同面对相同的挑战。

AFDC将继续加强与全球发展学习网络拉美区域的交流与合作，构建和延伸跨区域的财

经与发展领域南南知识合作的桥梁。（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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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交流

	

AFDC参加国际司代表团访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7月19日，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李扣庆副主任和赵敏副教授参加以财政部国际司陈

诗新副司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位于罗马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代表团拜

会了IFAD独立评价局，受到了局长Luciano Lavizari先生和副局长Muthoo先生等的热情

接待。陈诗新副司长向对方介绍我国财政部门开展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的情况，李扣庆副主任向对方介绍了AFDC在财政部领导下，通过我与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联合建设的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面向我国及亚太地

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绩效评价能力建设的情况。双方重点就开展农村和农业发

展绩效评价及相关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决定分别指定相关人员担当联

络人，建立持续稳定的交流机制，确保取得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意大利财政部，就财政推动绩效预算和绩效评价的问题与意

大利同行进行了交流。（赵敏）

AFDC应邀参加“南京321计划”综合评审

7月13-15日，AFDC赵敏副教授受南京市市政府和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邀请，作

为评审专家参加2012年首批“南京321计划”综合评审工作。该人才引进计划是由江苏省

南京市于2011年设立，是南京市落实国家“千人计划”的具体措施，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

3000名海内外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并对每名人才提供100万-2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资助。而申请计划资助人的综合评审工作则由江苏省南京市市政府委托科技部科技评

估中心具体组织。

2012年“南京321计划”规模庞大、评审过程严格，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设立资格评审和技术评审两个环节，共吸引1066名高层次人才报名参加综合评

审。在评审环节上，每个人才综合评审的时间为25分钟，其中，10分钟为个人陈述，

15分钟为评委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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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次评审的评委阵容非常强大，来自全国技术、管理、风投和评价方面的

近200名专家分成若干小组，对高层次人才进行独立评审。AFDC赵敏副教授应邀参与

了此次评审。（赵敏）





责任编辑：彭润中
本期编辑：刘晓强
电话：021-69768238传真：021-69768233
地址：中国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200号
邮政编码：201702
电子邮件：afdc@afdc.org.cn
网址：www.afd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