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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8
评价问题小组的活动

工发组织的评价活动
总干事的报告
遵照理事会 IDB.29/Dec.7 号决定，报告最近所开展的评价活动，从而对
《2005 年年度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予以补充。

一. 背景
1. 在 IDB.29/Dec.7 号决定中，理事会除其他外，申明必须使各成员国收到
以各项独立评价的结论和从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对工发组织各项国家
一级方案执行情况的客观和可信的反馈。本报告是根据该决定(h)段提交的，
该段请秘书处每年两次向理事会报告评价活动。本文件应结合《2005 年年度
报告》（V.B 章）所提供的评价方面的信息一道加以审议。所有评价报告均公
开提供并登载在工发组织的网站上（www.unido.org/doc/5122）。

二. 相关情况
2. 评价工作在联合国全系统越来越受重视。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强调必须
继续改进联合国系统。大会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加强其评价活动并促进协
同开展评价工作以便更好地评估本系统对各种发展成果的影响(A/RES/59/250
号决议)。
3. 根据这些政策取向，联合国评价小组于 2005 年 4 月通过了《联合国系统
评价规范和标准》以支持全系统的专业评价工作并增强评价职能的总体可信
度和功效。在联合国评价小组评价能力发展工作队和评价质量合格标志工作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仅作少量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所发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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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协调下，对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能力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审查，工发组织
是评价能力发展工作队的一个成员，并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一道，共同主持评
价质量合格标志工作队的工作。

三. 工发组织的做法
4. 过去两年来，工发组织侧重于对各项综合方案进行独立评价，以支持管
理决策、吸取经验教训和落实责任制。为不断提高评价过程和报告的质量、
严谨性和透明度作出了努力。按照联合国系统的良好做法和工发组织新的管
理政策，日益注重评价能力建设、对本组织提供学习支持和评估涉及跨组织
的战略问题。在 2006-2007 年评价工作方案中反映了这一重点的转移。1

四. 对综合方案的独立评价
5. 在 2002 年 9 月至 2006 年 1 月期间，工发组织对 20 个综合方案进行了独
立评价，所评价的活动总值达 5 500 万美元以上。这足以从中得出结论和吸取
经验教训以改进今后的技术合作活动。工发组织于是发起了一次元评价活
动，目的在于总结更广泛适用的经验、加以验证和传播，并支持本组织采用
这些经验。
6. 本文件附件提供了通过 2005 年的评价工作总结的综合经验教训。各方案
之间在方案周期不同阶段管理方面的优缺点似乎比较均衡，但显然能够进行
比较和加以改进。关于如何优化项目和方案周期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已列入
工发组织新的技术合作准则。
7. 关于评价各周期阶段综合方案管理绩效所采用的 10 套质量标准的情况比
较复杂，这些标准是：政策相关性、对应方主人翁精神、干预的可持续性、
涉及目标群体、外部协调、综合方案整合、注重成果的管理、资金调动、工
发组织的公司型战略以及创新和吸取经验教训。其中有些方面存在共同的优
缺点。而在政策相关性、工发组织的公司型战略和创新几个方面情况比较
好，这可能是在外部协调、主人翁精神和可持续性、注重成果的管理以及资
金调动等方面所有改进的缘故。

五. 对评价职能的自评
8. 工发组织根据联合国评价小组的规范和标准，代表联合国评价小组制订
了一份关于联合国组织评价职能自评的清单。工发组织和其他 22 个联合国组
织使用这一自评工具查明需要加以改进的方面。
9. 联合国评价小组的这一清单将规范和标准归为五大类：评价政策说明和
道德规范、体制框架和独立性、评价职能与能力的管理、进行评价以及评价
报告和后续行动。
10. 工发组织的自评情况表明，在关于评价职能与能力的管理以及进行评价
方面，遵守规范和标准的程度最高。查明在体制框架和独立性方面，只是部
分遵守了规范和标准。鉴于参加联合国评价小组主导的自评的绝大多数机构
都未能充分遵守体制框架和独立性标准，上述评价结论应在意料之中。与其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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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机构所作的类似答复一致，表明工发组织内改进余地最大的是评价报告和
后续行动方面。
11. 根据自评的结果，已采取行动解决所发现的薄弱环节。
12. 工发组织新的组织结构考虑到有必要加强评价职能的组织背景。评价问
题小组是组织战略和学习处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组织结构，评价问题小组很
适合提供通过评价总结出的有关经验教训方面持续不断的反馈意见，供本组
织进行战略性决策时借鉴。在总干事的总体指导下，通过由评价问题小组向
行政负责人报告的新的报告管道，责任制和管理支持通过评价得到加强。
13. 为了遵守联合国评价小组的各项规范，制订了一项评价政策，该政策估
计不久将获得核准并予以发布。关于新的评价政策的更多信息见下面第六
章。
14. 评价问题小组强调要进一步改进其自身的评价过程和产品。编写了一部
质量手册，其中对评价质量标准和与工发组织其他机构的互动合作方式作了
规定，使用这部手册以提高评价的透明度、指导开展内部培训活动、改进总
体质量保证体系并对外部评价顾问提供更好的指导。
15. 为改进评价后续制度、新的技术合作准则明确阐述了对评价响应的责
任。2工发组织的这一新制度赋予所评价活动的主管人员采取评价后续行动的
责任。评价问题小组监督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并促进在制订和实施政策与方
案中更广泛借鉴取得的经验教训。

六. 评价政策
16. 正在根据理事会 IDB.29/Dec.7 号决定制订评价政策，该决定认识到符合
国际政策、标准和做法的高效率的综合性评价和监测系统的重要性。外聘审
计员也请求在 2005 年发布一项评价政策。依照新政策，评价工作服务于三个
主要目的：支持管理、确保责任制落实和推动学习与创新。
•

第一，评价工作对那些在工发组织各级、在总部技术部门、在外地
以及在工发组织对应组织中的项目和方案管理人员提供支持。建议
必须切实可行，并且评价用户应始终积极参与整个评价过程。

•

第二，通过向理事机构、伙伴国政府、工发组织的其他有关利益
方——包括工业界和直接参与工发组织活动的有关利益方、工发组
织干预活动的支持者和可能的反对者报告所开展的活动，评价工作
确保责任制的落实。

•

第三，评价工作推动公司和方案一级的学习与创新。为此，评价工
作力求从具体的案例中总结一般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提供给
工发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人，他们可能借鉴这些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其
日常专业工作或采用创新做法。

17. 政策中提及的评价原则是：评价的道德规范、让有关利益方参与并与他
们协商、公正和独立、能力和专业标准。
18. 根据这一评价政策，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使评价问题小组能够卓有成效
和适当独立地开展工作。他们确保划拨足够的资源用于整个工发组织的评价
工作。工业发展理事会（理事会）促进营造对整个工发组织评价工作的有利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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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按照两年期方案编制周期，秘书处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工发组织
评价活动的报告，理事会对这份两年期报告进行了评论。如认为必要，理事
会还可要求就一些具体事项进行特别评价，包括主题评价。

七. 机构间活动
19. 评价问题小组积极参加了一些机构间活动。
20. 工发组织参加了几个联合国评价小组工作队，特别是注重成果的管理、
评价和评价能力发展工作队。工发组织担任评价质量合格标志工作队的两主
席之一，并且是联合国评价小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工发组织以此身份参加
与发展援助委员会评价网络的联席会议。
21. 评价问题小组主席作为观察员参与了开发计划署评价办公室的同行审
查，并作为成员参与了儿童基金会评价办公室的同行审查。同行审查小组由
来自各双边、多边机构和受益国的代表以及独立评价专家组成。同行审查的
重点类似于证明有关多边组织内评价职能的质量。工发组织评价问题小组从
这种参与中受益匪浅，因为这有助于学习多边和双边评价经验并使工发组织
的评价职能进一步专业化。
22. 根据加强协作评价方法的全系统政策，工发组织的三个组织单位参与了
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的联合评价。预计这一联合评价还会加强环境基
金在工发组织资金组合中的重要性并加强工发组织在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防止国际水域水质退化、气候变化和土地等关键环境领域的影响。
23. 这些机构间活动有助于工发组织遵守公认的质量标准、采取步骤不断改
进其自身的评价职能并更多地将重点放在改进评价过程和产品上。这些活动
还有助于提高知名度并大大促进全系统与评价有关的活动。

八. 需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4. 理事会似宜考虑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工业发展理事会：
“(a) 回顾其 IDB.29/Dec.7 号决定；
“(b) 重申它支持旨在就结果进行可信和独立的报告、促进落实责
任制的评价职能；
“(c)

鼓励使用评价结论和总结的经验教训促进组织学习和改进工

作；
“(d) 请总干事继续促进为体现联合国评价小组商定的、载于联合
国系统评价规范和标准中的各项原则的评价营造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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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从综合方案评价中总结的经验教训
方案周期的各阶段

识别

识别阶段为需求导向奠定基础。多数评价发现，识别工作是以一种参与方式
进行的。然而，有些评价感觉到有某些“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做法的要
素。识别和拟订阶段之间有明显区别，在赋予的责任、增强整个方案周期的
需求导向方面也有区别。

拟订

拟订工作的质量取决于是否具有较高的技术专长。工发组织工作人员的技术
能力得到广泛认可并且其多数干预活动被认为在技术上是计划周密的。在连
贯一致地运用逻辑框架原则和工具方面仍是一个弱点。此外，在同一综合方
案下协同拟订不同的项目有待改进，尤其是在涉及制订共同的资金调动战略
方面。

实施

许多综合方案的实施阶段受到零敲碎打的供资和综合方案领导能力不强的困
扰。根据评价结果迅速修改了工发组织技术合作准则，预计该准则将会提高
领导能力和综合水平。因此，综合方案做法的潜力将得到加强，以克服外地
零散的机构结构缺点并加强私营部门与公共支助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

评价标准

政策相关性

发现多数综合方案的规划与国家的工业政策高度相关。如果综合方案的政策
相关性在整个方案周期得到增强的话，该领域的决策者应能充分认识到工发
组织服务的质量。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外地存在，使工发组织外地办事处具
备适当的监督和分析能力。

对应方主人翁
精神

有些评价查明在对应方主人翁精神方面是一个弱项。确保干预领域与对应组
织的机构作用之间适当匹配至关重要。应尽可能将私营部门组织视为对应
方。仔细识别尽可能好的对应选择意味着需对可能的候选组织的作用和优先
事项进行评估。

干预的可持续
性

在拟订阶段——而不是只在实施阶段结束时——就需要为可持续性奠定基
础。对应方的吸收能力和能否获得足够的人力、财政和物质资源是决定性的
并需要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估。在进入实施阶段之前，工发组织和对应方必须
商定明确的可持续性方案。

涉及目标群体

工发组织的多数干预活动涉及到目标群体。关于如何有效地涉及企业的一个
很好的实例是结合使用商业软件、短期国际专家和长期国家专家。一些减贫
项目证明难以使足够多的人受益。

外部协调

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需要采取协同行动。特别是准备采取
联发援框架做法来加强联合国大家庭各组织间的合作。评价发现，工发组织
可以更好地将联发援框架用于其方案编制和监测目的。但联发援框架是一种
资源密集型做法，需要一种强大而持续的外地存在。

综合方案整合

评价发现，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同一个综合方案项下各项目之间潜在的协同
作用。在工发组织代表是方案的小组负责人情况下，这些综合方案的整合力
度就大得多。国家对整合方面具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这点很重要，并且一个
共同指导委员会对于整个综合方案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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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成果的
管理

资金调动

工发组织的公
司型战略

创新和吸取经
验教训

6

使工发组织注重成果的预算不断转化为方案管理，这取决于全面应用逻辑框
架。产出和结果必须更清楚地加以区分并适当规定各项指标；特别是关于结
果的指标。许多评价所发现的一个弱项是在持续监测结果和报告方面存在不
足。目前正在讨论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制订对同一综合方案项下所有项
目的联合监测计划。
资金调动是实施综合方案的主要瓶颈。有充分供资来源的综合方案无疑是理
想的工发组织提供服务的方式。然而，零敲碎打的供资和拖延有时导致周密
制订的综合方案成为纸上谈兵。有关各方联合调动资金并将工发组织的启动
资金战略性地用于筹资目的是有助益的。评价发现，在筹资过程中，工发组
织与国家政府并不总能适当地协同努力。
工发组织可以更多地利用其作为一个中立多边机构的地位来支持政策协调、
政策对话和透明的管理。工发组织技术合作与全球论坛活动之间的区别是人
为的，应予以消除。在工发组织多数干预活动中，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
的。
工发组织的公司型战略、其服务单元和各种标准化的干预活动增强了技术合
作的功效。然而，标准化不应退化为蓝图想法或成为一种“复制与粘贴”意
识。交流从项目和方案吸取的经验教训本身不是一种机械的程序，而是一种
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评价发现，受益国非常希望工发组织进一步开展促进南
南跨国学习的类似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