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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动态

“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集团联合主办，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承办的“包

容性创新政策”论坛于5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近百名来自APEC各经济体财政部和中

央银行等政府部门的官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学界及企业界的代

表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扣庆主持。财政部国

际司王忠晶副司长和世界银行金融与私营部门发展局 Stefano Negri 先生分别代表财政

部和世界银行做了开幕主旨发言。

曾几何时，创新就像金字塔顶端的明珠，光芒万丈令人不可仰视。从蒸汽机时

代的萌动到互联网时代的繁荣，在人类社会每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无不显示了创新的

巨大力量，我们对这些时代冠以“革命”的标签，以表示对创新的敬畏。然而，经济

发展实践也表明，创新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急

剧扩大，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整个创新体系之外并很难从中受益，这在很大

程度上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不平衡的集中体

现，当前，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已经是大势所趋，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理念

和创新模式。

包容性创新正是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大多数人的引擎，是推进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包容性创新就是让所有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到创新活

动，同时，让创新成果扩散到所有的人群，增加民众的创新机会和创新能力，并使所

有人都从创新活动中受益。在这里，创新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科

技创新，还包括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等内容。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包容性创新。2011年

11月，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提出要实现绿色增长

和创新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努力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

及各国人民。

论坛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包容性创新的框架和经验”和“促进包容性创新的

政策措施”。在第一天的讨论中，美国乔治城大学 Carl J. Dahlman 教授和全球研究联盟

总裁Ramesh Mashelka 先生分别以“促进包容性创新的概念框架和政策工具”和 “促进

包容性创新的全球经验”为主题进行主题演讲，围绕上述主题，众多学者和嘉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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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讨论和经验分享，并特别提出，促进包容性创新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第二天的

讨论集中在政策层面，与会专家和代表分别就“支持包容性创新的财政政策”、“支

持包容性创新的金融政策”、“为包容性创新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包容性创新

的合作与协调”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从理念的提出、政策制定、到具体实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决策者和

广大民众的积极努力和共同参与。论坛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们已经埋下了种

子，未来的包容性创新之路需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必将充满了机遇和挑

战。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已经不再是遗忘的角落。我们相信，经过全社会的努力，包

容性创新的未来必将是风景这边独好！ （吉瑞）

AFDC发展绩效评价高地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6月18日，由中国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ADB）及国际影响评价倡议组织主办，

亚太发展结果管理实践区（APCoP）、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以及云南省财政

厅共同承办的“SHIPDET绩效评价与绩效预算专题培训”在昆明正式拉开帷幕。来自

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

挝、泰国、越南、菲律宾等12个国家的财政与预算和规划部门官员共41名学员参加了

此次为期四天的培训。

此次培训是2012年截至6月底，AFDC在发展绩效评价领域举办的第五期培训活

动，合计培训人数接近300人，全年规模预计超过500人，远超在2007年SHIPDET初期

的年均120人的培训规模。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在财政部国际司的指导和支持下， 

AFDC建设区域内发展绩效评价高地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培训规模不断扩大，课

程多样化及质量逐年提升，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咨询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并初步实现了SHIPDET向CLEAR-SHIPDET机制的重要转型。

一、开展发展绩效评价能力建设的重要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公共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价与项目监管工作的日益关注，发展

中国家政府急需提高结果评价及管理的能力，不断深化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与决

策制度改革。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创建绩效管理框架，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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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运行效率，纷纷掀起了新一轮公共部门改革高潮。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对绩效评价工作予以了高度关

注。绩效评价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已经为大多数政府部门所接受。同时，建立全

过程的绩效评价以及关注公共项目成效成为我国这一轮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特点。

然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区域内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挑战：由于面向

结果的管理是新兴的先进管理理念与方法，因此各国都面临着公共部门评价与管理能

力不足的挑战。鉴于此，为借鉴国际金融组织在发展评价方面的丰富经验，推动中国

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绩效评价能力建设，提高其公共资金使用效益，配合公共

部门的绩效管理改革，在财政部国际司的领导下，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IEG）、亚

洲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IED）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通力合作，于2007年

初创办了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anghai 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raining, 简称SHIPDET），以通过对国际先进的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系统

培训，增强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绩效评价能力建设。

二、中心推动发展绩效评价能力建设工作成绩显著

1、为区域内公共管理部门培养了大量绩效评价人才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SHIPDET逐渐被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国内相关部门认可，

在国内外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扩大，已成为绩效评价能力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品牌。

主要表现在：

（1）培训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创立之初，所开展的培训只有每年2期的有关发

展绩效评价的核心课程，培训人数为每年120名左右。而以2012年为例，截止上半年

AFDC已经举办了5期有关发展绩效评价主题的培训，合计培训人数近300人。从培训内

容上来看，目前的培训内容也从07年仅有的核心课程拓展为多个纬度和类别的培训。

（2）学员范围逐年扩大。为扩大项目的受益范围，并同时积极配合我国财经外交

工作的需要，在财政部国际司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AFDC不断扩大面向发展中国家招

收学员的范围，生源地从最初的东南亚地区扩展到中亚、南亚地区，近两年甚至还吸

引了来自南非、加纳等非洲国家的学员。

（3）学员的知识层次不断提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员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其

中硕士占38%，博士占12%。这些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高素质学员不仅充分保障了培训

的效率和效果，更有助于他们发挥在单位中的骨干和带头作用，将培训成果落实到实

践工作中去，有效地提升了政府部门绩效评价与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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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训效果获得学员积极评价与反馈。在SHIPDET项目运行三年之后，曾经

进行过一次国内外学员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持续跟踪学员在接受培训之后对于实际

工作是否有所帮助。许多学员在反馈中对SHIPDET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下为部分反

馈：“能够独立开展甚至领导本部门的相关绩效工作，并受到好评”；“对科学发展

观理解更深刻”；“直接实施了财政部2009年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和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项目评价试点工作，工作顺利完成与SHIPDET的影响直接相关”；“新上

项目的论证思路更宽与SHIPDET的影响直接相关”；“总之，我认为SHIPDET帮助

我们奠定了阿富汗绩效管理的基础”（Basically, I would say that SHIPDET helped us to 

build foundation for RBM in Afghanistan）。

2、为中国国内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定制化绩效评价培训

为充分整合国际、国内资源，服务我国绩效评价管理改革工作，AFDC还积极为我

国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定制化的能力建设服务。2009年，为了配合发改委西部开发司的

人才培训计划，AFDC对核心课程进行了本土化的调整，使该培训被列为东部城市对口

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培训计划的项目之一，为西部省份，例如宁夏，贵州，四川，重庆

等区域的财政和发改委系统的官员提供发展绩效评价课程，广受好评，有效地强化了

参加培训官员的绩效管理理念，提升了他们的评价能力。

此外，近些年一些国内财政厅也开始委托AFDC为其财政干部提供有关发展绩效评

价的培训。广东省财政厅鉴于省内绩效评价能力建设的巨大需求，与我中心建立了相

对稳定的合作机制，委托中心为其量身定制了2期相关培训，有效地提升了参加培训的

学员对国际评价理论的理解与认识。2011年，宁夏财厅也委托我中心为其政府官员及

相关人员进行绩效评价培训，以充分配合其以结果为导向的财政扶持企业资金管理工

作。这些与地方财政的紧密合作，不仅获得了地方财政部门的积极反馈，同时也为推

动财政系统绩效评价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做了积极而有意义的尝试。

最后，AFDC还积极为培育我国国内第三方中介提供相应培训。2010年以来，随着

各地财政部门，特别是上海财政局将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重要第三方评价力量，AFDC师

资团队开始了将国际发展绩效评价理念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积极探索，并以上海国家会

计学院为依托，为中注协、上注协、中评协、上评协及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国际

评价理念与中国评价方法的相关培训，参加学习人员近1000人。

3、积极联手地方财政部门、推动区域发展绩效能力建设

为整合国际、国内资源，推动发展绩效评价领域的区域合作，AFDC还积极联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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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部门共同举办相关主题的能力建设活动。今年6月与亚行及云南省财政厅共同组

织举办的“SHIPDET绩效评价与绩效预算专题培训”在昆明举行，既向周边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传播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部门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分享了各国在开展绩

效预算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展现了我国政府和云南省财政厅在推动公共部门管理与改

革方面的积极意愿与不懈努力，增进了各国代表对我国，特别是对云南省改革开放所

取得成就的认同。该系列培训9月还将继续移师新疆，在推进绩效评价和公共管理方面

迈出新的步伐。

三、广泛参与绩效评价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

1、面向区域，顺应绩效管理改革需求，提升自身研究能力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面向结果的管理方面面临着多重

的制约，一方面表现为专业人员和机构的能力欠缺，更突出地反映在政府部门尚未系

统地形成面向结果的管理的理念和相应的制度与方法。为积极推进发展绩效评价领域

高地建设，AFDC充分重视区域内的特定需求，提供绩效评价知识研发、培训与应用的

全过程服务，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因此，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AFDC团队

不断努力，加强研究能力，通过多种模式为不同客户提供特定的培训和咨询等服务，

在面向结果的管理，特别是发展绩效评价方面，加强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

公共部门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2、立足国情，引进国际评价理论，开展多项绩效管理理论研究

AFDC在发展绩效评价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面向结果管理，特别是评价的理

论、方法、案例、规范、操作、关注热点和实施建议等，并在此基础上充分结合自身

优势，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工作，以促进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本土化。研究的

目的在于将面向结果的管理理念更好地应用于亚洲地区的实践，研究内容也是着重解

决国际先进理念与亚洲及中国实践的对接问题。

在课题研究方面，AFDC在过去五年多时间内共完成或参与了财政部、水利部、

上海规土局等部门的9项课题。其中，部分课题来自于财政部相关部门委托，包括

2010年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研究》课题、2012年由李扣庆副主任

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承接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与内资项目绩效评价对比研究》课

题，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修订》课题等；此外，SHIP-

DET团队还参与了多项地方财政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课题，例如参与上海市城市规划与

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综合利用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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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调研课题》、《上海市开发区土地利用绩效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上海市漕河

泾开发区松江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土地集约利用实践总结及对策建议》；上海市财政

局《2010年公共交通专业专项扶持资金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绩效评价》课题，并参与了

《2012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跟踪管理实施方案》的相关研讨与评审工作；再者，

AFDC还主持了福建省财政厅《世界银行福建沿海资源可持续发展项目绩效评价》等相

关研究课题。在为相关政府部门公共项目提供课题研究的同时，AFDC也积累了大量的

绩效评价实践经验。

3、面向实践，加强部门研究合作，提供绩效评价咨询服务

在咨询服务与外聘专家服务方面，AFDC相关人员先后被财政部国际司、财政部金

融司、农业部、水利部、教育部、卫生部、环保部、中国海关总署、上海市财政局、

广东省财政厅、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等聘为外部绩效评价专

家或绩效评价项目评审专家，开展了涉及财政、科技、教育、卫生、扶贫、基建等多

个领域的评价咨询。尤其是为财政部国际司和金融司的绩效评价工作、闵行区2000万

以上财政支出项目绩效预算前评价等进行了大量的专家指导工作，有效地解决了相关

部门在推进绩效评价实践工作的现实问题。在为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提供大量咨询工作

的同时，AFDC还作为编委成员参加了财政部《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绩效评价优秀案例

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优秀案例集》等编写工作。尤其是2011年，

AFDC为满足中国学员的强烈需求，组织团队力量翻译了世界银行前高级评价专家Lin-

da Morra-Imas博士及Ray C. Rist 博士的著作《通往结果之路》。该著作是中心将国际发

展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重要探索，为中国读者了解国际发展绩效评价的

相关知识与方法提供了便利。

4、积极创新，加强理论探索，不断加大知识创新与扩散能力

另外，AFDC根据长期从事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相关知识与经验，在国内

外公开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如发表在2007年第5期我国核心期刊《亚太经济》上

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绩效管理体系的现状与挑战》、2007年10月的国际期刊

《Asia-Pacific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上的《The Status Quo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System in Asian Developing Coun-

tries》、2010年第8期国家权威期刊《财政研究》发表的《国际组织绩效评价的比较研

究及启示》，以及2011年第6期《财政研究》上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

若干问题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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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提升中心团队研究能力，扩散中心评价知识成果，进一步加

强中心的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SHIPDET向CLEAR-SHIPDET机制的重要转型

在财政部国际司的正确领导与积极推动下，鉴于AFDC在SHIPDET培训项目中积

累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2011年AFDC被指定为世界银行发起成立的评价与结果学习

地区中心（CLEAR）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伙伴，由此也开启了SHIPDET向CLEAR-SHIP-

DET的转型。秉承AFDC和SHIPDET的一贯理念，我们将在财政部领导下，继续整合世

界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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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成立的CLEAR-SHIPDET中心积极打造成为区域内重要的绩效评价知识分享平台。

推进公共管理与决策制度改革迫切需要一家能够提供学术研究、人才培训及绩效

评价咨询服务的高端能力建设中心。AFDC将借SHIPDET向CLEAR-SHIPDET机制成功

转型的契机，继续推进区域内发展绩效评价领域高地建设，面向区域内发展中国家提

供绩效评价的相关知识服务，结合实际需求，以培训、研讨、会议等相关形式，进一

步有效地提升区域内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能力。

一方面，CLEAR-SHIPDET将继续坚持以人才培训为核心，通过培训来普及知识，

而后通过实践来深化知识，并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交流真正建立起自主开展评价、运

用评价结果的能力。

另一方面，CLEAR-SHIPDET将不断深化研究与咨询辅助服务，结合政府绩效管理

改革的需求，积极服务发展绩效评价实践，进一步促进面向结果的管理，特别是评价

知识的转移和国际经验的本土化，为亚洲各国自主进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建立亚洲

各国在面向结果的管理方面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赵敏、吴宁沁）

搭建跨越时空的南南知识合作平台

高质量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不断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需求始终是一对矛

盾。远程教育技术的发展，为突破时空界限，使更广泛的人群能受益于有限的教育资

源，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正式成立起，

在财政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积极整合国内外资源举办各类专题面授培训、向周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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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介绍我国发展理念、推动财经与发展领域能力建设的同时，AFDC就积极探索

运用远程平台扩大培训受益面，推动南南知识合作。

中心于2004年正式加入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并积极开展与世界银行、韩

国发展学院、东京发展学习中心、全球发展学习网络拉美、非洲、亚太协会的合作，

在依托远程技术，搭建跨越时空的南南知识合作平台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迄今为

止，来自全球发展学习网络非洲、拉美、亚太区域的30多国家远程学习中心的12000余

名代表从AFDC举办的50多期多元化远程能力建设活动中受益，充分发挥了AFDC作为

知识的生产者、定制者和连接者的三重作用。

一、合作区域不断扩大

AFDC借助GDLN搭建跨越时空的南南知识合作平台，经历了规模从小到大、参与

远程学习点从少到多、覆盖面不断扩大的过程。工作开展的初期，主要局限于与周边

越南远程学习中心（VDLC），马尼拉亚洲管理学院（AIM）等有限的几个点之间的合

作。近年来，AFDC与世行等伙伴联合举办远程交流活动引起了越来越多DLC的关注

和响应。去年五月，AFDC探索创新、面向全球各区域推出“改善投资环境”跨区域远

程系列研讨会提议，得到多方能力建设机构的积极响应。截止目前，以“城市基础设

施发展与融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融资”为主题的六期远程国际研讨会分别面

向非洲、拉美和亚太区域成功举办。来自塞内加尔、喀麦隆、南非、毛里塔尼亚、巴

拿马、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日本、韩国、越南、斯里兰卡尼泊

尔、印尼、孟加拉、蒙古等28国829余名官员和专家通过全球发展学习网络参加了该远

程系列研讨。AFDC推出的“改善投资环境”远程国际研讨会获得多国代表的热烈好

评。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秘书处高度赞扬AFDC在推动南南合作、知识创新方

面的卓越贡献。全球发展学习网络非洲与拉美协会也对首次合作参与AFDC系列远程国

际研讨会表示衷心感谢，认为这对推动亚洲与非洲、拉美区域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投资

环境方面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具有开拓性意义。

今年5月，AFDC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拉丁美洲基金会持

续合作，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形式向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

圭、哥伦比亚、秘鲁等8个国家的远程学习中心，对世行拉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Au-

gusto de la Torre的旗舰报告《拉丁美洲的长期发展：中国制造？》进行了研讨交流。

Augusto de la Torre先生首先介绍了在近二十年来，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拉

美各经济体发展的影响，以及这种联系产生正溢出效益的条件。他还比较了拉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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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日本与“亚洲四小虎”的经济联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殷醒民教授应AFDC之邀做了“中国与拉美贸易和投资对拉美经济的影响”的专

题发言。会议讨论中，针对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主要以矿产资源等原材料贸易为主

的经济格局、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等共同关切的问题，与会专家与

代表分享了各自观点并进行了对话交流。

二、探索创新“G+R+C+B”远程对话模式

近些年来，AFDC持续跟踪全球财经热点问题，策划定制“商业银行风险管

理”、“构建绿色经济”、“改善投资环境”等远程系列研讨会，逐步在全球发展学

习网络范围内打造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并倡导形成了“全球视野（Global）

+区域/跨区域分享（Regional）+中国经验（China）+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相

结合的远程对话模式，灵活拓展了AFDC金融与发展的能力建设活动，显著提升了

AFDC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AFDC积极分享该模式经验，与东京发展学习中心、韩国发展学院紧

密合作，主办区域内“伊斯兰金融”、“农村发展”、“绿色增长”等远程系列研讨

会。中心也面向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CDDLN）每年策划定制系列远程研讨活

动，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财税改革与经济转型”、“公共财政体系改革与

西部经济转型”等系列专题，为西部各省人才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AFDC作为GDLN亚太区域内主导远程学习中心之一，还承担世行经费支持的区

域项目，组织实施包括“共享式增长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与

节能减排”、“中国可持续性低碳城市发展”、“城市工业污染土地环境修复与再开

发”等区域远程培训等。

三、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规范管理模式

在全球发展学习网范围内开展合作的过程中，AFDC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

在财经与发展领域资源的优势，通过分析、设计、开发、实施与评估五个标准环节，

结合不同区域远程项目的个性化需求，尝试科学管理、合作双赢、成本分摊的运营模

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AFDC还积极参加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全球业务会议暨亚太地区历届会

议，电子学习能力建设、服务周期与质量管理等培训，通过持续跟踪学习服务质量管

理的先进理念及案例，掌握国内外远程培训系统现状与发展趋势，加强团队成员能力

建设，从客户角度发掘服务周期各个细节以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打造优良口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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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DLC的服务品质和全球影响力。

2012年7月3日至6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全球发展学

习网络亚太区域（GDLN-AP）会议在上海国家学院成功举办。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华

社、解放日报分别进行了及时报道。这次会议也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举办规模最大的

GDLN区域会议，来自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的代表对AFDC从多方面着手、探索建立跨

越时空的南南知识合作平台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面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

AFDC将持续不断地探索，力争在拓展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不断提升知识分享的成效。

（王颖）

国内外舆论关注“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

由财政部和世界银行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承办的“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

（Regional Inclusive Innovation Policy Forum）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及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论坛结束后一周内，已有中国财经报、中国科学报、财经中

国网站、东方财经网、世界银行网站、世界银行学院网站、亚太地区发展融资机构协会

（ADFIAP）网站、菲律宾农业学习网（ATI）等国内外媒体和机构网站对此次论坛予

以了报道和转载。中国财经报的报道指出，“包容性创新得到了政府和领导人的高度重

视，将为进一步推动包容性创新的理念，促进包容性创新和和谐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

用”。亚太地区发展融资机构协会在其报道中指出，“对包容性创新的理解还在继续深

化之中，毫无疑问，包容性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尤其惠及金字塔底层（BOP）的贫困群

体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世界银行在其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开辟了专门网页，使用英、

中、西、法以及阿拉伯文五种语言对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在首页头条位置予以了

链接。世界银行在其报道指出，“此次论坛对于分享国际和尤其是中国关于如何进

行包容性创新的经验，促进东亚地区未来关于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对话十分重

要”。此外，世界银行还通过其在某国际知名社交网络的主页发布了论坛的相关信息

和观点，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刘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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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C举办“流动性风险”国际培训班

4月16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

和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举办的“流动性风险”国际培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拉开

帷幕。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李扣庆副主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马立

新副局长，授课教师代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风险管理专家Adrian D" Silva、Bart Miller出

席了开班仪式并讲话。

马立新副局长代表上海监管局欢迎各位学员的到来，并简要介绍了上海的风貌和

中国银监会职能与发展历程。

Adrian D" Silva和Bart Miller在发言中希望学员们能够通过此次培训有所获益，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与各国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同行交流分享各自的经验。

李扣庆副主任代表AFDC发言，他热诚欢迎各位学员来到上海参加此次培训，并希

望通过此次培训了解金融监管的新知识、新经验，新发展，推动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区

域合作。

参加此次培训的58位学员分别来自全球14个经济体的央行和银行监督管理系统。

此次培训历时一周，除课堂学习外，学员还将参观浦东发展银行总行并与中国同行座

谈交流。（王伟旦）

“亚洲投资政策”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5月7-9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举办的“亚洲投资政策——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国

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63名来自14个亚洲及OECD成员经济体的政府官员、业界及学术

界代表以及国际机构专家出席了会议。

AFDC李扣庆副主任、ADBI能力建设与培训部负责人邢予青、OECD中国项目高

级顾问Irène Hors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李扣庆副主任在致辞中指出，如何保持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是所有经济体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一方面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率，以缓解就业压力等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的降低由于发展经济带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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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成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意识到，鼓励绿色投资，要求私人资本在环

境保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是解决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矛盾的一个良策。在过去的30多

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稳定的发展，出口与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

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政府一直以

来提倡更为符合环境要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积极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并已采取包括

鼓励上市公司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继续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引导FDI投向高

科技、绿色产业等多项重要措施来解决投资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

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中，各经济体代表与国际机构专家围绕亚洲投资展望和趋势、

利用国际私人资本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增长和碳交易市场、OECD跨国企业准则在亚洲

的应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赴苏州工业园区进行了参观考察。（刘晓强）

AFDC举办“亚太地区普惠金融”论坛

6月25-27日，由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APEC工商咨询委员会（ABAC）

与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联合主办，由穷人银行网络（Banking with the Poor Net-

work）、中国小额信贷联盟（CAM）、花旗集团基金会（Citi Foundation）与发展合作基

金会（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协办的“亚太地区普惠金融”论坛在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举行。75名来自20多个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官

员、小额信贷机构、国际机构以及学术界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

AFDC李扣庆副主任、ADBI副院长Jae-Ha Park，以及ABAC中国代表、中国工商银行

执行董事、副行长王丽丽女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李扣庆副主任在致辞中指出，近20年

来，普惠金融正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社会各界尤其是金融政策制定者、金融

机构以及监管机构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传统金融机构服

务不到的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获得和提高生产力，应

对危机，从而消除贫困、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全球

性的发展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

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中，各经济体代表与国际机构专家围绕如何帮助微小型企业提

高财务知识、小额信贷的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跨境小额信贷等议题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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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交流。会议期间，全体代表还参观访问了上海信而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四家

小额信贷机构并进行了对口座谈和交流。

此次论坛是AFDC与ADBI、ABAC自2010年以来合作举办的第四次普惠金融主

题能力建设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在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和好评。

AFDC将联合ADBI与ABAC，继续致力于通过这一平台，推动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发

展普惠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刘晓强）

“债券市场发展”国际培训班在上海举行 

7月2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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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发展”国际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李扣庆

副主任和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局Iwan Azis局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李扣庆副主任首先对各位学员和专家不远万里共聚上海表示热烈的欢迎，“梅雨

霁，暑风和”，当天艳阳高照，恰似上海作为东道主的热情似火。李扣庆副主任指出，

在全球化时代，亚洲经济体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差异可以

分享，我们的共性和差异是潜在而巨大的相互合作和学习机会。此次学员主要是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授课专家也大部分来自亚太地区，相信“东方遇见东方”必会更

有收获。

Iwan Azis局长是初次来到上海，虽然他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但是上海给他的第一

印象非常“惊艳”，对上海的热也颇有感受。他指出，“债券市场发展”作为区域乃至

全球的“热门话题”，一如上海的火热，希望各位学员在培训中能展开热烈讨论，同时

也能在课余体会上海的文化和发展。

本次培训吸引了全球19个经济体的64位学员和专家参加。培训持续四天，共12个

专题，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马来西亚证券管理委员会、香港金融管理局等亚太地区政府机构；以及法国

巴黎银行、中国兴业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瑞士再保险等私营部门的专家为大

家带来了一场关于债券市场发展的饕餮盛宴。来自蒙古、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的学

员也积极分享了各自国家在债券市场发展中的独特经验。（王伟旦）



16

工作简报

AFDC举办GDLN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域年会

 

2012年7月3日至6日，由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全球发

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域年会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召开。来自世界银行、国家发改委、全

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秘书处、亚太区域和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的80多名国内

外代表参加该会议。

GDLN——知识的生产者、定制者、连接者

在7月3日的开幕式上，AFDC李扣庆副主任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协调人Phil-

ip Karp先生分别致欢迎辞。李扣庆副主任指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积极发展

远程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使更广泛的人群，尤其是基层民众受益于有限的教

育资源，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战略。”

Philip Karp先生则介绍了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在世界银行知识战略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及近期战略与思考方式的调整。“过去世界银行把自己看作是知识的生产

者，但今天越来越扮演知识的连接者或者经纪人的角色。世界银行在知识领域所发挥

的三大作用包括知识的生产者；知识的定制者；知识的连接者。相信这次会议上，来

自GDLN亚太区各国代表将会从不同层面与角度进行知识分享，包括南南、北南跨区域

以及国家内的多层次分享。”

面面小旗帜，延伸GDLN地图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和它有什么样的关联？

在自我介绍环节，每位与会代表的桌上摆放着两样东西：一张张内容各异、色彩

斑斓的图片，一面面小小的内容空白的旗帜。“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向他人

解读你手中图片与你的内在关联；你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语言符号，在这个旗帜上标注

你的出处，插到地图上你的机构所处的位置！”

交流超越边界，想象五彩斑斓。无论是远古人类祖先用原始工具猎取食物，还是

高新技术支撑下知识传递的无限魅力，在利用图片这个载体面对面的交流中，新朋旧

友增进的是对GDLN的崭新理解与体验。在各国机构代表用独具特色的方式展示其资源

优势以及与GDLN的关系时，大家共同收获的是一个动态持续成长的全球学习平台。

中国远程教育蓬勃发展 创建全球最大学习平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发改委西部开发司社会发展处处长孙雪珍女士、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刘勤、重庆远程学习中心主任方明建围绕“中国远程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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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主题进行了圆桌讨论。

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指出，“在中国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意义重大。中国教育

电视台的服务人群有４亿的规模。从2007年以后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国家的支持下，致

力于打造国家教育新媒体的平台——通过云计算技术支持的果实网。希望教育电视台

作为国家的平台，更加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的、共享的，同时也是基于个人的包括移

动平台性质的全球最大学习平台。”

孙雪珍在发言时表示，“远程教育在中国西部人才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CDDLN）的主要服务功能有两个，一个是作为网上学习平

台，另一个是作为直播讲堂。直播讲堂大概每年有100堂这样的课程，其中一些课程是

自行开发，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相关支持。第二类课程是和世界银行学院和AFDC等机

构合作，针对热门话题比如说 “十二五”规划，还有产业升级与产业重组等。”

刘勤副院长在年会上提到，对于中国1400万会计人员而言，基于他们自身对学习

内容、形式、时间和地点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进行学

习。在此背景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了ESNAI（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网上学院），

包括四方面服务内容：一是Esnai.net（上海国家远程教育网），主要是面向中国基层

财务和金融人员，打造网上的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二是Esnai.com（中国会计视野网

站），希望通过网上学习的方式，为更广泛的会计人员群体建立一个网上终生自主学

习的平台；三是GDLN上海DLC，目标是对亚太和非洲、拉美区域提供财经与发展领域

的能力建设活动，实现各区域的经验分享与交流对话。四是配合面授培训辅之以网络

教育。刘勤表示，“未来我们将致力于整合面授与网络教育资源，密切跟踪现代远程教

育的相关智能技术，为更多的群体提供更广泛、更深入、更有个性化的教学服务。”

作为地方代表，重庆远程学习中心方明建主任深切感受到：远程教育真正体现了

技术改善教育。他指出，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开展远程教育可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数字

鸿沟，共享数字教学资源，并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要在中国开展远程教育，必须加

强同政府的合作，获得政府的支持特别重要。另外，应该发挥技术与资源的优势，对

远程教育网络建设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和探索。

分享区域项目经验 推进南南知识合作

为期四天的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亚太地区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各国国内远

程教育网络发展经验、南南知识分享、亚太区域成功项目经验分享，GDLN秘书处与亚

太区域管理委员会工作进展，世界银行学院（WBI）网上学院发展动态以及区域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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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推介会等内容。  

AFDC、韩国发展学院（KDI）、东京发展学习中心（TDLC）等远程学习中心在

会上分别介绍了各自开展的区域项目的实施经验。王颖代表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

程学习中心向与会成员介绍了AFDC策划设计的“改善投资环境”项目最新进展和经

验。截止目前为止，该项目已面向拉美、非洲以及亚太区域28个国家开展远程对话与

交流，共计829名国际代表从中受益。全球发展学习网络秘书处以及亚太区管理委员会

对各区域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模式经验进行充分肯定，与会代表就跨区域合作具体

环节进行了互动交流。

世界银行学院Sheila Jagannathan女士介绍了世界银行学院网络学院（E-institute）

发展概况及对GDLN合作伙伴的合作机遇。她在发言中表示，世行学院E-institute愿景

是打造一个全球化虚拟学习平台，为各地区的合作伙伴提供高质量学习内容和知识资

源。目前，世行学院开发的课程涉及政府管理、医疗健康、城市化、发展、公共事业

市场化、气候变化等领域，拟在全球发展学习网络范围内选取一流合作伙伴，采取可

持续发展的合作运营模式，共享优势学习资源。

此外，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域代表就各远程中心发起的10多个区域合作新项

目进行分组讨论，并达成多方合作意向。

最后，在与会各国代表对从2006年以来GDLN亚太地区历届会议的一百张温馨画面

回顾中，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齐分享同欢乐，Knowledge and Happiness Flow via GDLN。与会代表在四天会议中

不仅加强了交流合作和经验分享，而且深切感受到了全球发展学习网络这个大家庭的

深厚友谊与欢乐温暖。各国代表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理念和成就，加

深了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和AFDC的认识，纷纷表示希望加强与AFDC合作，推动南南

知识共享。（王颖）

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太区域年会”  

7月3日-6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亚

太区域年会受到新华社、解放日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和新闻晨报的关注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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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7月4日报道指出：“来自世界银行、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教

育电视台等单位的官员、专家和业界人士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和交流发展远程教育的

成果经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上海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扣庆指出，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积极发展远程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使更广泛的人

群，尤其是基层民众受益于有限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也是中国政府

的一个基本战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刘勤在年会上透露，“从2001年至今，在该学院进行短

期培训的人数已累计超过37万人，但相对于全国的会计人才培训需求仍显不足。对于

中国1400万的会计人员而言，基于他们自身对学习内容、学习形式以及学习时间和地

点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进行学习。在此背景下，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创办了Esnai（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网）。”

中国教育电视台在新闻频道中报道指出：“参会专家与代表普遍认为，在中国发

展远程教育意义重大。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的发展，是教育改变社会的强大力

量，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受到了教育的优惠和受益。”

解放日报报道：“国家四大远程教育工程包括：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全国

文化共享工程、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工程及总参蓝网绿网等，共含16个卫星教育项目，

拥有卫星接收站点70余万个，现有效覆盖人群达4亿人，其中直接服务于近1亿农村中

小学师生、2000万农村党员、数十万部队士官等。”

新闻晨报报道：“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

主要是1.0的模式，就是一点对多点，双向交流基本没有。目前，远程教育步入

2.0学习阶段。按照云计算的技术支持，上面有视频，也有双向交流，手段也是多样

的。”（王颖）

2012年首期中越财政干部能力建设项目结业  

6月8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越南财政部财政干部学校（IFT）联

合主办的中越财政干部能力建设项目“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培训在上海国家会计

顺利结业。AFDC李扣庆副主任和越南代表团佟春庆团长分别代表中越主办方在结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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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致辞。

李扣庆副主任首先代表 AFDC对越南代表顺利完成学习表示祝贺。他指出，在过

去几十年中国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体系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相信越南

同志通过五天的学习，能从多角度了解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践与经验。

佟春庆团长在致辞中代表越南财政部和全体学员，对中国政府以及亚太财经与发

展中心帮助越南财经官员加强能力建设表达诚挚感谢。他说，所有学员都非常珍惜此

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与中方专家交流过程中，学习了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债、主权外

债与外汇等风险管理的经验，对越南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他希望

AFDC与IFT继续加强合作，为两国的财经合作与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合课程学习，中心还组织越南学员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与该所债券业务部的

专家就国债的发行周期、日常监管和资金运用等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丁丽娟）

中心2012年上半年培训情况简介 

截至6月底，中心共组织举办了26次各类活动，包括13期面授培训和13期远程培

训，共有3030人次参加了AFDC举办的各类活动，其中境外人次达到1454人次，项目

的数量以及参与的人数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其中697人次现场参加了中心在上海、北

京、昆明等地举办的培训活动，其中境外336人次；2333人次参加了远程培训，其中境

外1118人次。

根据2012年度工作计划，AFDC下半年还将联合各个国际机构，面向亚太地区各经

济体以及积极开展中柬、中缅等双边合作，围绕债券市场发展、绩效评价、区域经济

与金融监管等主题举办20期培训项目，其中面授培训项目15期，远程培训项目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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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来交流

李扣庆副主任应邀出席“包容性创新圆桌会议”

由世界银行、哈佛大学南亚研究所、OMIDYAR网络和增长对话（The Growth Dia-

logue）联合举办的“包容性创新圆桌会议”6月22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

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国家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以及世

界银行等机构的3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亚太财经与发展

中心（AFDC）副主任李扣庆同志应邀出席会议，并与世行中国局王君先生等一起，

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我国开展包容性创新的情况。2012年5月23-24日，在财政部指导

下，AFDC和世界银行学院合作，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包容性创新”国际研讨会暨

AFDC2012双年度论坛，获得了多方好评。北京论坛和哈佛圆桌会议均是世界银行为推

进包容性创新而开展的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佛圆桌会议上，世行学院还专

门以短片形式介绍了在北京与AFDC联合举办的论坛的情况。世界银行分管世行学院工

作的副行长Sanji先生出席了圆桌会议。

AFDC应邀参加教育部绩效评价评审会

7月4日，教育部外资贷款事务中心及学生贷款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世行贷款职教

项目绩效评价结题暨国际金融组织绩效评价研讨会”。会议由教育部外资贷款事务中

心涂义才副主任主持，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赵敏副教授应邀作为评审专家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同时担任评审的还有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王文槿教授和财政

部财科所王桂娟研究员。在随后的研讨会上，赵敏副教授就“中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项目绩效评价概况与展望”进行了专题报告，与参会同志共同探讨绩效评价工作的现

状、障碍与前景，并对教育部开展相关评价工作提供了建议与意见。（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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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综述

“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观点综述

由中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集团主办，财政部亚太财政与发展中心承办的“包容性

创新政策论坛”于5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研

究联盟等国际机构及全球13个国家的约100位代表参与了此次论坛。此次论坛还得到国

家信息中心、韩国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等机构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围绕包容性创新的概

念、改善基础服务的获取渠道、基层创新的推进和传播、支持包容性创新的财政及金

融政策、包容性创新的政策环境、包容性创新的合作与协调等议题交换观点，分享经

验，并就如何促进各部门合作、政府部门如何支持包容性创新、如何就包容性创新进

行国际合作，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等问题

展开了充分广泛的交流讨论。现将论坛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包容性创新的概念和模式

近年来，“包容性增长”的概念逐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容性增长倡

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

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创新则是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大多数人的引擎，是

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包容性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为社会弱势群体生活便利而开发的低

成本技术产品（工具），其本质是要使弱势群体接入新技术支撑的社会网络。（2）提

高弱势群体的创新能力、并为他们创造创新机会和致富环境，鼓励草根创新。中国有

句古话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自下而上的创新提高弱势群体参与经济

活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3）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被极大挑战的今天 ，

还要要求所有涉及的技术，包括生活使用的和赖以创业的，必须是环境友好的，可持

续性技术。从广义上讲，包容性创新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可以包括

体制创新、组织创新、金融创新、流程创新等。

当前，包容性创新的理念和实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并且发展迅速。全

球关注包容性创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失灵和发展不平衡。低收

入群体太穷，以至于很难通过市场渠道获取创新成果以提高生活质量，是一种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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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失灵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日趋严峻。二是政府关注和经验交

流。一些政府已经开始高度关注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开展的针对弱势群体需求的创新

活动，有必要将最新的一些包容性创新经验进行交流。三是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已经逐

渐意识到低收入人群市场规模在逐步扩大，且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间。它们已经开始为低

收入人群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因此，包容性创新活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充分理

解包容性创新活力对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针对包容性创新有两种非常重要的模式：一种模式是从金字塔的顶端向底端

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也称为MLM，其含义是指以较低的创新投入，获得较多的并能

够惠及社会底层群体的创新成果）。在该模式中，政府和企业要充分挖掘金字塔底层人

群的消费需求，为他们提供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从全球范围来讲，这是将约26亿人真

正纳入到创新体系和发展体系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首先，要关注金字塔底层

人群对创新的易获取性和可负担性；其次，要关注更多的市场因素和商业导向，而非政

府行为；最后，企业家要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种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模式，

如合作创新或团体创新，众多金字塔底层的人群聚集起来解决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问

题。在这种模式中，创新主体是金字塔底层人群，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底层的能力建设，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金、培训等机会；探索小规模市场的可行性，并具有更多的社会目

标导向；政府、社会和公众企业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有关虫害管理、水土

保持、蓄养牲畜、种植交叉授粉谷物等方法，都来源于团体的创新。

二、政府在包容性创新中的作用及政策选择

包容性创新是一个系统，在包容性创新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国

有企业、私营企业（包括创新企业和资助企业，尤其是提供早期资金支持的企业）、

个人、草根创新者、大学、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的等。

表1 创新循环中主要阶段及机构作用

/ &



24

工作简报

表2 不同创新阶段的关键要素投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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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各种参与者在创新的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私营

部门是创新的主要力量，政府在包容性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体现

在研究和开发阶段，还体现在商业化和推广等阶段，虽然初始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如

果不能将其投入生产并且宣传推广，那么这个研究成果将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

关于政府在包容性创新中的作用，主要观点包括：

1.建立一个有利的创新政策环境。这里面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首先，设立有利于

包容性创新的组织机构。如成立国家包容性创新委员会、包容性创新基金等。其次，

提供有利的政策和监管机制。再次，通过政府的杠杆作用利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基

金。最后，鼓励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克服市场失灵的现象。创新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并存在信息不对称等现象，这都

需要政府通过协调来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激励创新的有效手段。

3.避免政府失灵的现象。在促进包容性创新的过程中要小心政府失灵的状况，研究

表明，政府的运作往往存在着低效率的现象，政府不能完全取代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而且政府运营中也可能存在被绑架和腐败的现象，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建立起完善的

监督和评价体制，以保证相关政策和体系的顺利运行。

关于政府如何促进包容性创新的政策选择则，主要观点有：

1.供给层面的政策。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研发者提供

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财政激励并不一定适用于很多草根创新者和创业者，因为他们

很多时候没有利润并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其次，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激励促进包容性创

新的发展。政府可以设立基金直接为包容性创新融资，也可以通过普惠金融政策实现

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印度包容性创新基金的筹资目标是十亿美元，已经使很多的

创新者受益。近年来，普惠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非常迅速，特别是中国的金融

改革，为大量针对弱势群体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了支持。再次，政府可以通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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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技园区、企业孵化器等桥梁机构来促进包容性创新。这一措施对初创企业非常

重要。最后，政府应该对包容性创新提供商业支持，激励企业推广技术和扩展市场，

降低创新商业化过程中的风险。

2.需求层面的政策。传统上，我们认为创新来自于供给方面。但是，有研究认为，

需求层面对创新的推动同样重要：一是企业以草根市场（弱势人群）为目标，根据弱

势群体的需求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二是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来支持创新。政府采购

推动创新可以在以下领域实现：电子医疗服务系统、药品、能源、环境、公共交通、

安全、数字技术等。根据估计，美国政府部门每年支出约500亿美元用于研发项目的政

府采购；欧盟国家的政府采购占整个GDP的17%，占政府支出的35%；中东地区国家政

府采购支出占GDP的比重从9%到13%不等。这些数据表明了政府采购可以为创新提供

坚实的市场潜能。首先，政府通常愿意为创新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其次，政采购通

常可以达到规模效应。政府采购需求可以对产品提供者提供非常清晰的激励，并降低

他们的市场风险。

此外，政府对创新的支持还体现政府采购。一般认为，政府通常通过三种采购方

式来促进创新。

1.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当政府在寻求某些特别的创新和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时，政府就会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非

常清晰和详细的产品标准和制定功能与绩效标准来引导企业进行相应的创新；另一方

面政府也可以通过项目竞争和设计竞争来促进创新。设计（构思）竞争是发展和检验

新思想的非常好的方法。它可以促使企业进行创新，并创造出最能适合市场需要的产

品。政府可以为最好的设计提供合同，采购产品，从而促进企业不断的创新。

2.商业化前的采购（技术采购）。政府采购发生在产品或服务进入市场之前，此时

新产品和服务还处于研发阶段。这种类型的政府采购往往着眼于长期需求。政府需要

规划一个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过程，并引进几家可能提供服务的企业，并最终确定其中

的一家或几家作为供应商。一些技术方面的创新，例如互联网和GPS系统就是通过这

种方式实现的。

3.合同采购。在这种采购方式中，政府首先充当市场中的采购者，作为一种示范效

应，并将产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此时，政府充当角色是最终的使用者而非权力

机构。

三、印度和中国的包容性创新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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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中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表3），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显现（表4），大量的

弱势群体被排除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之外，这造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当前，包

容性创新在全球的发展方兴未艾，印度和中国的包容性创新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引起了论坛参与者的广泛关注。

表3 中国和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比较

表4 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情况

来自国际机构金额印度的学者与官员对印度推动包容性创新的情况作了介绍，印

度的实践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印度包容性创新的主要特点主要包括：

（1）构建包容性创新的环境

首先，设立专门机构领导包容性创新。2010年，印度成立了国家创新委员会，专

门负责促进各个经济领域的创新。国家创新委员会正在设计相关机制，以发掘草根、

产业、教育和社会创新，并推动前景好的创新成果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其次，设立专门的包容性创新计划和创新基金。如印度创新计划（i3）就是其中

之一。该计划的目标是促进和开发草根创新者的创意和发明。该计划是对所有人开放

的，没有年龄限制。

最后，构建包容性创新中心和网络。印度建立了研发中心、创新中心、卓越中

心以及制造和竞争力中心。同时，通过建立包容性创新网络来共享信息，促进草根创

新。印度国家创新基金会通过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会（SRISTI）和草根创新扩大网

络（GIAN）计划，将草根创新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新层次。

GDP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09
10.1 10.6 10.9
5.8 5.9 7.9

41.5 36.8 31.6
10% 31.4% 31.1% 22.5%
10% 2.4% 3.6% 2.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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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成本创新

典型的低成本创新模式为“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企业通过低成本的创新，以可以

接受的低价格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创新并不一定要依靠高科技

创新，而是利用低成本技术对现有解决方案的改进。低成本创新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印

度DSK公司生产的平板电脑售价仅为35美元；塔塔集团生产出世界上最便宜的Nano汽车

（其价格仅为2500美元）；价格28美元的假肢等。从汽车、制药、信息技术服务到饮用

水、消费产品、健康、教育、公用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业机械等各行业都有低成本创

新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注重创新成本是这些领域创新成功的关键要素。

表5 公共部门的计划和措施

表6 私营部门的计划和措施

“ ”

P2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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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基层的创新计划和措施

（3）草根创新—蜜蜂网络

蜜蜂网络是通过教育、农业、乡村发展、小型工业、研究所等基层工作人员的帮

助，与各种政府性和民间性机构协作，共同发起全国性的创新成果，特别是金字塔底

层群体创新成果的搜集和展示活动。经过20年的发展，蜜蜂网络已经形成印度民间创

新价值链，建立起一套从寻找立案、产品发展增值、企业发展、IPR（知识产权）管理

到最后商业化的机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包容性创新方面的情况更被国际机构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关注。来自中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官员、学者对

中国开展包容性创新的情况作了专门的介绍。中国在开展包容性创新的基本特点是：

（1）构建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创新的环境

首先，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十二五”规划将工作重点由“促进经济发

展”转移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上来。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

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金融等公共服务。其次，中国拥有先进的创新体系。根

据《2011-2012全球统计报告》，在142个经济体中，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第29位，在

金砖五国中排名首位。再次，中国的私营部门发展迅速，并具有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

市场。

（2）中国的包容性创新主要实践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理念，逐步开始转变经济结构，中国的

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基层组织都在包容性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以下几个表

中列出的部分案例。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推动的旨在惠及更

多基层民众的创新，如上海市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在上海市财政等部门支持下推出的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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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格保险等。

（3）中国进一步促进包容性创新的思考

首先，完善包容性创新的政策框架。当前，中国拥有许多包容性的措施和计划，

但是没有明确并且协调的包容性创新政策框架。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建立起完善的

包容性创新政策框架。其次，建立完善的包容性创新组织机构。如可考虑设立一个国

家层面的包容性创新委员会，并在地方政府设立相应分支机构。在这个委员会的指导

下，设立相应的基金、网络等配套机构。再次，促进私营部门的参与。当前的包容性

创新主要以政府或国有企业为主导，私营部门参与有限。一个成功的包容性创新体系

应该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导作用。第四，可以参照学习印度的一些做法，广泛挖掘民间

一些成功的创新成果，并积极在合适的范围内推广。第五，要建立包容性创新项目的

监督和评估体系。最后，政府要有一些针对包容性创新的激励手段和辅助措施，从供

给和需求两个层面设立促进包容性创新发展的政策。

此次为期两天的论坛为国内外官、学、商交流包容性创新的理念、政策、实践

和未来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表示，包容性创新是全球

减贫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为推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在

包容性创新方面的知识分享和合作交流，将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研究和经验交

流，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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