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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严重社会经济后果和惨重的生命损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卫

生危机。作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核心行为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UNDP）在影响和推动联合国应对

危机方面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向开发署应对 2019冠状病毒病提供支持，独立评价办公室审查了从对开发署在危机环境中所开展的工作的

以往评价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旨在向开发署国家办事处提供循证建议。各国家办事处正在响应帮助筹备、应

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以及从疫情中恢复的需求，尤其注重最脆弱的群体。 

本文以选举进程为研究重点，是独立评价办公室一系列以开发署向危机国家提供支持的重点领域为研究重点

的知识产品之一。 

方法 

这是一项快速的证据评估，1旨在提供过去十年中发布到开发署评价资源中心的评价证据的平衡综述。独立评

价办公室国家层面的评价和专题评价，鉴于其独立性和较高的可信度，是评价证据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

还考虑了国家办事处委托开展的高质量分散评价。在每次审查中，重点在于确定一致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

议，为开发署汲取相关经验教训。分析力求提供实用且及时的见解，以支持开发署决策者有效地应对危机。

这不是一项针对危机支持方面一般性科学文献的全面研究。 

背景 

可信和包容的选举进程是创建和平、可持续和包容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允许公民参与和表达意见，

要求政府对其政策和行动负责，并提供维持国家稳定的政治合法性。开发署为选举周期涉及的广泛领域提供

支持，包括国家进行选举改革的努力；选举管理；妇女和边缘化群体的参与；选民和公民教育；预防选举冲

从评价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开发署对选举进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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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暴力，以及协调选举援助。开发署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选举材料采购、选举援助和工作的协调以

及选举篮子基金管理开展这项工作。开发署每年支持大约 60 个国家的选举进程。  

本文确定了从评价开发署以往在危机情况下的选举援助中获得的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些经验教训来自受

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但是，大多数经验教训来自受冲突或政治危机影响的国家。这些经验教训是通过审查

开发署在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支持这些国家加强选举进程的方式获得的。 

经验教训一览表 

 

 

 

 

 

 

 

经验教训 

 

选举规模大，时效性强且费用昂贵，因此许多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很难靠其自身实施选举。它们面临的许多问

题是系统性问题，需要长期的发展方法加以解决。开发署的选举周期方案，连同在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

为更广泛的行动者和可信和包容性的进程所需的要素提供的的援助，帮助选举管理机构（EMB）和国家利益

攸关方实施选举并加强其进程的技术和规范的质量。  鉴于危机中充满不确定性，冲突后环境中信任度降低，

这一点尤其重要。2开发署在尼日利亚的选举周期方案侧重于支持机构和法律改革，以及在 2015 年大选前的

几年时间里加强主要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和进程。其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和相互联系的工作有助于把不同的机构

聚集起来，就需要的改革达成共识，并增强他们的能力和关于选举进程的知识，这一点在举行选举之后的技

术层面体现了出来。3 

海地和尼泊尔发生地震后，开发署对基础设施发展的支持帮助恢复了管理选举、存储选举材料、设立投票站

以及向选民传播信息所需的选举管理机构的基本结构。在吉尔吉斯斯坦、海地和阿富汗等国，开发署的增援

能力和采购选举商品的长期协议使其能够迅速而灵活地作出反应，以开展涉及复杂后勤的行动，并满足有时

限的要求。4在也门，开发署在提前 3 个月的通知下，为 2012 年提前举行的总统选举迅速进行准备并提供支

持，这使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的关键部分得以实现，避免了政治危机恶化。开发署以前的经验以及与选举管

理机构建立的信任关系促进了这一进程。5 

1 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使用快速通道机制、现有关系和选举周期方法。 

  

  

 

调动当地利用数字技术的能

力，可以产生出重大贡献。 
4 

如果从战略上通过适合具体情况的解

决方案进行投资，那么投资于选举技

术可提高选举进程的质量。 
5 

开发署更有战略性的参与以及协调

一致的努力和标准能提高选举进程

的信誉，并减少发生暴力的可能。

性。 

2 
注重包容性的选举进程能让边缘

化群体拥有发言权，并加强妇女

的政治参与。 

 

3 

支持风险分析和预警系统可以帮

助预测和减少选举中的暴力。 6 当开发署采用能力建设方

法并具有灵活性时，其支

持更加有效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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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署在布基纳法索利用选举周期方法提供技术援助，筹集资金，促进选举行动者之间的对话并支持选民教

育工作，这对于建立选举管理机构的信誉和举行选举至关重要，并且直接促进接受选举结果和 2013-2017 年

选举进程的和平结束。6  在东帝汶，开发署的选举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对选民教育的支持以及加强妇女、青

年和残疾人的政治参与，促进了选举进程的有效开展和管理以及普遍高度参与，这加强了其更广泛的民主进

程的完整性和合法性，使政治环境更加稳定，实现权力和平交接。7 

选举可以成为摆脱危机和恢复国家合法性的渠道，正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和马里所做的那样。但是，未

解决的问题或潜在的问题仍然会引发选举和选举后冲突，正如在这些国家以及利比亚、也门和科特迪瓦等国

所见的情况。方案评价，包括开发署对其选举援助的专题评价，建议开发署更好地利用其相对优势，在战略

上更加注重导致选举不稳定和暴力的根本问题，并利用其召集能力促进对话，就需要的改革达成共识（海地、

萨尔瓦多、莫桑比克等）。8  

在塞拉利昂，开发署在技术和政策层面上与广泛的选举利益攸关方进行积极协调，帮助了提高进程的信誉，

减少了发生暴力的可能性，增加了参与和包容，并鼓励了和平接受选举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发署与联合

国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和政府一起，成功建立了分层的技术和政治协调联合平台系统，以共享信息，制定共同

战略，评估和减轻政治和安全风险，并确保国家和国际机构覆盖缺口。这种持续的多层次和多部门参与，也

强调了遵守标准，是保持进程不脱轨，举行和平、及时和可信的选举以及权力移交的关键因素。9 

在萨尔瓦多，开发署对于选举管理机构在居民投票系统上达成共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消除了进程中有争议的

要素。10在马里，开发署与联合国特派团和其他伙伴进行协调和合作的能力是进行和平选举和增加选民参与

的决定因素，11而在尼泊尔，开发署与其他选举援助提供者之间的密切协调和协同规划避免了重复工作，并

确保其技术方法的互补性，从而增强了进程的完整性。12 

在坦桑尼亚，与选举进程中受到关注较少的其他部分（例如选举进程的质量和选举管理机构的独立性）相比，

采纳开发署关于包容性参与的规范性建议所取得的结果更加明显。13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几内亚、科

特迪瓦和也门等国，开发署使用篮子基金，帮助了确保捐助者资金和方案的协调使用和消息传递。在塞拉利

昂，这个过程用于跟踪政府对选举管理机构行政的资金承诺的落实情况，这些承诺对于及时举行选举至关重

要。14 

开发署的冲突评价（2012 年）发现，开发署的选举支持方案能使以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拥有发言权，并在使妇

女参与冲突后选举的政治进程中取得显著成果。15  在刚果共和国，开发署通过倡导选举改革和对女性候选人

进行领导能力培训，帮助提高妇女在政党候选人中的代表性。16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发署通过信息交流，

在民间社会组织和妇女团体中为女性候选人提供支持，而在所罗门群岛，开发署通过对记者进行培训，扩大

了女性候选人的报道覆盖率，帮助了提高她们的媒体能见度。在 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开发署还将选民信息

印制在销售范围遍及整个群岛的大米米袋上，继续开展选民教育工作，将影响力扩展到偏远地区群体。17在

索马里，开发署的妇女参政项目在选举前对女性领导人进行政治宣传和竞选培训，以鼓励她们参选，这项举

措使索马里 2016 年选举中的妇女代表率提升至 24％。18 

2 
开发署更有战略性的参与以及协调一致的努力和标准能提高选举进程的信誉，并

减少发生暴力的可能性。  

3 
注重包容性的选举进程能让边缘化群体拥有发言权，并加强妇女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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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开发署支持选举管理机构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开展针对女性候选人和选民的宣传活动，并

增加女性员工在选举管理中的比例，这些措施提升了选举管理机构中的女性员工的比例和在 2015 年投票的妇

女比例。但是，在最近的选举中，女性投票率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得到保持，并且全国总体投票率降低。19在

萨尔瓦多和摩尔多瓦，得到支持的在线课程使选举管理机构培训方案的范围从政党和投票站工作人员扩展到

感兴趣的人士，并且包括有关性别和参与的模块，模块中提到了妇女参与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者和间性者（LGBTI）群体和残疾人的重要性，增加了他们获取选举进程和投票程序信息的途径。20 

开发署尼泊尔办事处将包容概念扩展到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GESI），与选举管理机构合作，采用 GESI 政策；

在选举进程中提高对 GESI 问题的认识；向公民社会团体提供小额赠款，用于针对首次投票的选民、妇女和边

缘化群体的选民教育，包括听力和视力障碍人士。在 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开发署尼泊尔办事处继续通过与

民间社会组织（CSO）合作伙伴的虚拟学习共享计划，促进选举管理机构的外联工作。这些工作导致妇女在

选举期间以投票站工作人员和选民教育者的身份平等参与，并创造了选举用语的新手语，供参加选民教育的

听力障碍者使用，这鼓励了第一位聋人候选人竞选公职。21 

在塞拉利昂，开发署通过聘请残疾人在选举管理机构担任顾问和基层选民教育者，改善到达选举地点的通道，

以及编制触觉投票指南，提升了残疾人在选举进程中的地位和参与度。这些措施增强了某些残疾人参与该进

程的信心，并帮助了确保他们的投票的保密性。22 

 

自然灾害或冲突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会改变周期援助的性质，使之从加强国家能力变得更加侧重于完成工

作的实践行动（阿富汗、尼泊尔、海地、印度尼西亚、也门）。在危机情况下，这些短期解决方案在技术上

和政治上都是合宜的。尽管如此，评价发现，如果没有包括能力建设、需要的改革以及发展适合具体情况的

系统，这些解决方案将无法持续。 

实践证明，把技术专家纳入选举管理机构有效转移了技能，增强了相互问责制和自主性，并产生了更积极和

更可持续的方案成果（约旦、尼泊尔、海地、塞拉利昂、萨尔瓦多）。在这些国家中，当没有纳入援助时，

有一些国家获得支持的各个周期之间的成果出现了显著差异。23与对口机构一起在现场工作可在选举管理机

构内部增加知识转移，使做法制度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缩小了下一周期所需的援助规模。国家自主性的

水平对开发署的方案成果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刚果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国家自主性水平在最近的周期中显著

提升，帮助了产生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接受开发署提供的能力建设要素。这导致专业水平提高，结果更加可持

续。在约旦、黎巴嫩和尼泊尔，将国家技术专家纳入选举管理机构，还加强了选举管理机构对方案工作的参

与，这些国家的国家专家被认为具有促进互动所需的语言技能和背景知识。24如果在确定和设计方案阶段未

包括国家对应机构，那么国家自主性则较为有限（利比亚、印度尼西亚亚齐省）。25 

如利比里亚、黎巴嫩、科特迪瓦、海地、尼泊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案例所指出的，在危机情况下，选举进

程反复无常，充满不确定性，灵活的方案设计和执行能使开发署调整其方案，并提升相关性。这使开发署能

够调整其支持，以适应选举日期或委员会的变动，以及决策制定太晚的情况。在利比里亚，在埃博拉危机期

间，开发署能够调整其面对面培训和援助，以纳入所需的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包括在投票地点采取卫生措

施和测量选民体温，以及在投票时保持社交距离。26在黎巴嫩，在选举日期有待确定的时候，开发署和捐助

方的灵活性对于能够将项目的资源扩展数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开发署采用周期方法来建设选举管理人员

4 
当开发署采用能力建设方法并具有灵活性时，其支持更加有效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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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其中包括制作选举任务时间表、选举日所需的表格以及统计监管意见，以便选举日期确定后就能准

备就绪。27灵活性还能使开发署根据利比亚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对其支持进行调整，有时从国外管理援助。28

在巴勒斯坦领土，地方选举一再推迟，开发署对选举时间定下来后，选举管理机构开展工作所需的支持进行

了预测。这要求保持对关键利益攸关方的响应和承诺，与他们继续接触，并在政治上知情，以便技术援助能

对政局发展进行响应。评价发现，这一方法是开发署方案中最成功的要素之一，事实证明，它是对进程和选

举管理机构实力建设的一项有价值的投资。29 

 

开发署从对其选举援助进行的专题评价（2012 年）中获得的一个教训是，在方案中没有始终优先考虑建设成

本效益高、适合具体情况和可持续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而且这限制了开发署在建立国家自主性和可持续系

统方面的有效性。尽管开发署越来越重视成本和可持续性，但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危机情况下。在

尼泊尔，多年来开发软件系统更新的工作尚有待选举管理机构接受，从中获得的一个教训是，要确保大规模

和/或敏感的采购纳入专门的风险分析，包括制作决策和发展时间表、绘制各系统的财务利益图以及确定缓解

措施。30  系统开发还需要与选举支持项目的预算和时限相吻合。在塞拉利昂，开发署无法完成用于提取选民

登记册的民事登记系统工作，因为执行这项工作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方法，耗时过长，超出了该项目的承载范

围。31 

在海地，开发署成功开发了一套创新电子系统，该系统适合具体情况，并且容易被选举管理机构和利益攸关

方使用。其中包括一个供候选人、监票员和观察员使用的在线注册系统，该系统提高了选举管理机构的管理

效率、使系统标准化，并缩小了优惠待遇、人为错误和欺诈的空间。这有助于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

在选举管理的某些方面实现了非政治化。使用基于云的系统还允许数据库与打印机直接连接，从而能在最后

一刻更改选票。开发署将该系统和向投票站工作人员发放手机配合使用，以立即获得并公布结果报告表，从

而加快发布初步结果的速度，并使观察员和监督员能够实时检查结果。这提高了结果进程的透明度，2015 年

的点击率达到 430 万，并且限制了改变结果或借口拒绝选举结果的机会。32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发署成功引

入了在 2017 年选举中使用的生物特征选民身份识别系统；但是，还需要注意软件和硬件的存储和维护，并在

选民教育工作中纳入系统信息和数据保密性。33 

在危机情况下，准确的选民登记表是有一个问题，并且可能导致选举进程延误（科特迪瓦）或对欺诈的指控

（阿富汗）。在阿富汗，鉴于人们普遍认为选民名单不可靠，因此在 2018 年选举中引入了生物特征识别选民

核查机，以减少发生欺诈的机会。但是，关于使用该系统的决定是在选举进程的后期做出的，没有给测试、

培训或使利益攸关方熟悉系统留出足够时间，因此它在选举日的使用范围有限。在 2019 年选举中，强制使用

了该系统，提供了更多培训和备用电池，但该系统的使用减缓了投票速度，阻止了一些妇女投票，并导致选

举结果公布日期延迟。34在也门，开发署在选举开始前四个月才参与工作，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登记

问题或引入新技术。为了避免干扰投票，并确保所有公民都能投票，开发署支持使用不可擦除墨水防止多次

投票，并向投票站工作人员培训介绍不可擦除墨水的正确使用方法。35 

 

5 如果从战略上通过适合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进行投资，那么投资于选举技术可提

高选举进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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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情况下，选举进程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开发计划署参与选举支持的风险等级有所增加。这可能源于

不完善的计划、虚假信息、实施问题、不公平的制度以及缺乏政治意愿等因素。  

开发署对选举管理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预警系统的支持有助于预测和预防选举暴力，并促进了科特迪瓦等案

例中的和平选举。在尼泊尔，开发署对联合行动中心的支持促进了选举管理机构和负责安全的其他机构之间

的密切工作关系，为从外地办事处收集和共享信息提供了联络人，地理信息服务绘图被纳入更广的选举风险

和绘图工作。选举管理机构在没有开发署支持的情况下复制了联合行动中心，用于随后的选举。 

在塞拉利昂，设计了包括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多层次指导委员会，以确定和管理风险，开发署在技术层面

进行了协调并向政策层面提供了技术援助。把各种工作整合后形成了全面综合的风险管理和选举安全计划，

该计划定期更新，并在技术部门、政策层面和利益攸关方中实施。36在冈比亚，开发署通过培训和部署冲突

监督员和国内观察员、冲突数据录入员、警察专员，以及发展由杰出公民、来自选举管理机构的人员、警察

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国家选举预警和响应小组，加强了国家在选举风险框定和管理方面的能力，被称为是

一项最佳做法。  该小组制定了战略并提出了缓解和解决与选举有关的暴力和威胁的建议。使用 WhatsApp 小

组作为预警平台可以进行实时报告。37与开发署其他侧重于社会凝聚力和建设和平的项目的合作加强了和平

选举工作，并打击了虚假信息（尼泊尔、坦桑尼亚、肯尼亚），但这些工作没有一致开展。，在莫桑比克、

利比里亚、阿富汗和萨尔瓦多的案例中注意到，将这些方案与选民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的机会被错过了。在坦

桑尼亚，方案通过与宗教领袖进行广泛的和平对话，帮助了查明和缓和潜在问题，因此加强了和平进程工作。

38 

通过开发署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联合方案部署和平与发展问题顾问（PDA），加强了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在国家层面的风险分析和缓解工作，并为塞拉利昂、吉尔吉斯斯坦和所罗门群岛的无暴力选举做出了贡献。

和平与发展问题顾问与塞拉利昂及其他国家的国家主管部门进行的选举方案规划，加强了国家利益攸关方的

应急计划、预防行动和缓解措施。39 

开发署与妇女署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方案特别关注选举中暴力侵害妇女

（VAWE）的问题，在危机情况下，这种暴力可能变得更为明显，当它影响妇女参与选举进程时，就变成了

政治暴力行为。40  开发署和妇女署支持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设立妇女状况室，以便通过让利益攸关方参与和

平倡导，并与选举利益攸关方和安全机构协调信息和行动，减轻选举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这包括跟踪事件

以及开发缓解和通信活动。在坦桑尼亚，开发署为警察培训员提供了有关人权、性别平等（包括 VAWE）以

及警察在选举中的作用等对等专业培训。这有助于提高警察保障选举安全的能力，而且观察员注意到，警察

事件的数量有所减少，警察在选举安全方面的专业性有所提升。41 

 

6 支持风险分析和预警系统可以帮助预测和减少选举中的暴力。 



 

7 
 

参考文献  

1 快速证据评估（REA）是一种将各种来源的信息和知识汇集在一起，为特定问题的辩论和紧急政策决策提供信

息的过程。就像更为知名的系统审查一样，REA 按照标准协议对单一研究的发现进行综合，但不分析关于某一

主题的全部文献：REA 在搜索的广度、深度和全面性上做出让步，以更快地产生结果。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举援助实施指南，开发署民主治理小组，发展政策局，2007 年。 

3 对 2012-2015 年尼日利亚大选周期支持的中期评价（2014）和 欧盟选举观察团关于尼日利亚 2015 年大选的

最终报告。 
4 2015-2017 年选举周期中的选民身份识别过程自动化，独立最终评价，吉尔吉斯斯坦（2017 年）. 

5 也门提前举行的总统选举，国际援助评价（2013 年）. 

6 Evaluation finale du Projet d'Appui aux Elections 2015-2016, Burkina Faso (2017). 

7 独立国家方案评价：东帝汶（2018）。 

8 关于开发署对加强选举制度和进程的贡献的评价（2012 年）。 

9开发署，塞拉利昂，选举指导委员会，2016-2018 年的经验教训；促进选举援助中的性别平等：从比较观点中

获得的经验教训，尼泊尔国家报告（2014 年）。 

10 Evaluación final del Proyecto ‘Apoyo al Ciclo Electoral de El Salvador’ 2018-2019，萨尔瓦多（2020 年）。 

11 独立国家方案评价：马里（2019 年）。 

12 开发署，加强尼泊尔包容性选举的伙伴关系。 

13 坦桑尼亚民主赋权项目终期评价（2016 年）. 

14 开发署塞拉利昂办事处，2016-2018 年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支持，最终评价报告 （2019 年）. 

15 评价联合国和平行动背景下开发署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支助。 

16 独立国家方案评价：刚果（2017 年）。 

17 开发署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的联合国选举行动，联合国选举顾问实用指

南，2020 年 5 月. 

18 独立国家方案评价：索马里（2019 年）。 

19 “加强今后法律和选举能力（ELECT）”项目第二期最终评价，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阿富汗，（2014

年）。 

20 Evaluación final del Proyecto ‘Apoyo al Ciclo Electoral de El Salvador’ 2018-2019, El Salvador (2020). 

21 开发署，加强尼泊尔包容性选举的伙伴关系。 

22 开发署塞拉利昂办事处，2016-2018 年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支持，最终评价报告（2019 年）。 

23 开发署对海地项目选举进程的支持，最终评价报告，2018 年； 和开发署，塞拉利昂，对 2016-2018 年全国选

举委员会的支持，最终评价报告（2019 年）。 

24 对欧盟-开发署项目的独立最终评价，对 2012-2017 年约旦选举周期的支持；  

黎巴嫩选举援助项目（LEAP）项目评价，黎巴嫩（2010 年）; 开发署尼泊尔选举支持项目第二期最终评价报告

（2018 年）。. 

25 支持亚齐地方选举的选举多捐助方计划（EMDP）最终独立评价（2012 年）。 

26 开发署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的联合国选举行动，联合国选举顾问实用指

南，2020 年 5 月. 

27 黎巴嫩选举援助项目（LEAP）项目评价，黎巴嫩（2010 年）。 

28对开发署利比亚选举援助项目（2012-2016 年）的独立评价，最终报告。 

29 开发署，开发署选举援助的长期影响： 经验教训，案例研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http://content-ext.undp.org/aplaws_publications/2219667/UNDP-Electoral-Assistance-Implementation-Guide.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206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nigeria/docs/eu-eom-nigeria-2015-final-report_en.pdf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nigeria/docs/eu-eom-nigeria-2015-final-report_en.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133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16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29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40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40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4788
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Democratic%20Governance/Electoral%20Systems%20and%20Processes/2122-UNDP-GE-nepal.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Democratic%20Governance/Electoral%20Systems%20and%20Processes/2122-UNDP-GE-nepal.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Democratic%20Governance/Electoral%20Systems%20and%20Processes/2122-UNDP-GE-nepal.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23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401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401
https://www.ec-undp-electoralassistance.org/strengthening-partnerships-for-inclusive-elections/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89
https://info.undp.org/docs/pdc/Documents/SLE/SNEC%20Project%20Final%20Evaluation.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420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391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391
https://www.sdg16hub.org/system/files/2020-06/Electoral%20operations%20during%20COVID-19_20200520_FN.pdf
https://www.sdg16hub.org/system/files/2020-06/Electoral%20operations%20during%20COVID-19_20200520_FN.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28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28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611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611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234
https://www.ec-undp-electoralassistance.org/strengthening-partnerships-for-inclusive-elections/
https://info.undp.org/docs/pdc/Documents/SLE/SNEC%20Project%20Final%20Evaluation.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167
https://info.undp.org/docs/pdc/Documents/SLE/SNEC%20Project%20Final%20Evaluation.pdf
https://info.undp.org/docs/pdc/Documents/SLE/SNEC%20Project%20Final%20Evaluation.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960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342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17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17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320
https://www.sdg16hub.org/system/files/2020-06/Electoral%20operations%20during%20COVID-19_20200520_FN.pdf
https://www.sdg16hub.org/system/files/2020-06/Electoral%20operations%20during%20COVID-19_20200520_FN.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342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governance/electoral_systemsandprocesses/11--the-longer-term-impact-of-undp-electoral-assistance--lessons.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governance/electoral_systemsandprocesses/11--the-longer-term-impact-of-undp-electoral-assistance--lessons.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governance/electoral_systemsandprocesses/11--the-longer-term-impact-of-undp-electoral-assistance--lessons.html


 

8 
 

 
30 开发署尼泊尔选举支持项目第二期最终评价报告（2018 年）。 

31开发署塞拉利昂办事处，2016-2018 年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支持，最终评价报告（2019 年）。 

32开发署对海地项目选举进程的支持，最终评价报告，2018 年。 

33 2015-2017 年选举周期中的选民身份识别过程自动化，独立最终评价，吉尔吉斯斯坦（2017 年）。 

34 开发署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的联合国选举行动，联合国选举顾问实用指

南，2020 年 5 月；阿富汗选举难题（21）：生物特征识别验证可能会引起许多新问题：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en/reports/political-landscape/afghanistan-elections-conundrum-21-biometric-

testing-likely-to-spawn-host-of-new-problems/; 阿富汗透明选举基金会，2018 年选举观察最终陈述式报告 。 

35 也门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国际援助评价（2013 年）。 

36开发署，塞拉利昂，选举指导委员会，2016-2018 年经验教训。 

37 对冈比亚（2016-2018）项目的选举支持，最终评价报告（2016）。. 

38 坦桑尼亚民主赋权项目终期评价（2016 年）。 

39 开发署/和平与发展问题顾问关于建设国家预防冲突能力的联合方案评价，中期评价报告，2015-2017 年。. 

40 开发署和妇女署，包容性选举进程，关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参与的选举管理机构指南（2016 年）。 

41 坦桑尼亚民主赋权项目终期评价（2016 年）。 

 

 

 

 

 

 

 

 

 

 

 

 

关于独立评价办公室 

独立评价办公室（IEO）通过提供客观证据，支持开发署实现更大程度的问责制，并促进提升汲取经验教训的能力。独立评价办

公室通过其方案和专题评价提升了开发署的发展效力，并有助于提高组织透明度。 

 

关于反思   

独立评价办公室的反思系列调查了过去的评价，并从开发署各方案的工作中汲取了经验教训。独立评价办公室调动了评价知识，

以提供宝贵的见解，改善决策制定和发展成果。此版本重点介绍了从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危机环境下所开展的工作的评价中获

得的经验教训。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17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133
https://www.sdg16hub.org/system/files/2020-06/Electoral%20operations%20during%20COVID-19_20200520_FN.pdf
https://www.sdg16hub.org/system/files/2020-06/Electoral%20operations%20during%20COVID-19_20200520_FN.pdf
about:blank
about:blank
https://www.tefa.org.af/wp-content/uploads/2019/06/Final-Narrative-report-NDI-ulpaded-PDF.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16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891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8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743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5/7/inclusive-electoral-processes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