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计划署 
评估准则 
（2021 年 6 月 
更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 © UNDP 2021 年 6 月。  

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都需要得到许可。请联系：ieo@undp.org。  
建议引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估办公室《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纽约，2021 年 6 月。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2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 +1 (646) 781-4200  
 
网站：http://www.undp.org/evaluation 
与我们联系：  

 

http://www.undp.org/evaluation


 
 
 
 
 

引言 
  

我很高兴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估办公室合作介绍《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 

这些准则反映了开发计划署对持续学习和改进的承诺，而且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上制定

的。实现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雄心需要一种不同的发展方式：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相

互关联和整合，而渐进式变革是不够的。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合作伙伴找到并实施符合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变革性解决方案。当

我们在贫困、治理、环境、韧性建设、能源和性别等六个标志性领域内和跨领域开展这项工作

时，必须以开放、透明和问责等方式进行学习和适应。经过深思熟虑的强有力的评估是这一过

程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逐渐成为我们工作的核心。 

我要赞扬所有参与制定这些准则的人，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区域和全球团队以及独立

评估办公室的同事。我建议大家仔细阅读这些准则，以增强我们下一代开发计划署的思考、交

付、投资和管理方式。 
 
 
 
 
 
 
Achim Steiner  

署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前言  
 

我非常高兴地介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的 2021 年更新版，它将继续协助所有参与整

个组织各个方面评估的开发计划署同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一本关于监控和评估的手册于 1997 年制定，随后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9 年进

行了再次修订。开发计划署的评估准则具有明确的分步过程、模板以及角色和职责，为那些规划

和委托评估的同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方向。 

评估对开发计划署至关重要，可确保该组织保持负责、透明并从其项目实施中学习。独立评估办

公室认为需要强有力、高质量和可信的评估，以确保在包括国家、区域和总部在内的各级做出平

衡和知情的管理决策。 

高质量的分散性评估还提高了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效果，提供了评估证据，为我们的独立国别

方案评估 (ICPE)、加强新的国别方案文件 (CPD) 以及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整体和专题评估提供了丰富

信息，进而为开发计划署的战略规划提供信息。最近，独立评估办公室越来越多地转向分散评

估，以获取广泛主题领域的经验教训，为 2019 冠状病毒病响应和专题规划提供信息。   

独立评估办公室仍然致力于支持开发计划署加强和扩大整个组织的评估和评估文化，并将继续提

供指导和培训，以加强各级评估规划、实施和制作。  

准则的完成与独立评估办公室团队的集体努力，以及开发计划署总部、地区分局和国家代表处同

事的参与密不可分，他们在 2019 年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的评论、问题和建议在整个过程中均得

到了充分考虑，并将继续纳入未来的计划中。   

我敦促开发计划署管理层和各级同事将评估准则纳入日常工作，以确保我们拥有高质量的评估，并

为我们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以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成果。   
 
 
 
 
 
 

Oscar A. Garcia 

主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  



 
 
 
 
 

术语表 
 

BPPS 政策与方案支助局  

CCA 国家共同评估 

CPD 国别方案文件  

CPPS 国别方案绩效调查  

D-CPE 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 

DAC 发展援助委员会 

EPI 评估绩效指标  

ERC 评估资源中心 

FAQ 常见问题 

GCF 绿色气候基金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PN 全球政策网络 

ICPE 独立国别方案评估 

IEO 独立评估办公室 

M&E 监测与评估 

NEC 国家评估能力  

OAI 审计和调查办公室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C 方案评估委员会  

PBF 和平建设基金 

POPP 方案和业务政策和程序 

PPM 项目和方案管理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WAP 系统级行动计划 

TOR         职权范围 

UNCT 联合国国家小组  

UNDAF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AP 联合国发展援助伙伴关系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G 联合国评估小组 

UNSDCF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新版评估准则导言 
 

为什么更新评估准则？ 
 
欢迎查阅 2021 年更新的评估准则。准则已根据培训和访谈的反馈意见和开发计划署最新的进展做

了更新，现更符合开发计划署新的评估政策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UNSDCF)。  
 
以下为若干对开发计划署评估体系结构尤为重要的文件：  
 
 开发计划署，2019 年，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修订版。1评估政策规定了评估的目的和基本

原则，并界定了开发计划署及其相关基金和方案的评估体制结构。 
 开发计划署，2020 年，社会与环境标准。2修订版标准支持开发计划署将社会与环境可持

续性纳入主流的承诺。 
 开发计划署，2018 年，2018-2021 年性别平等战略。3这一战略为将性别平等纳入开发计划

署工作的各个方面提供了路线图。 
 开发计划署，2018 年，开发计划署残障包容性发展的指导说明。4该指导说明反映了开发

计划署的相对优势以及开发计划署采取的干预措施的多样性和深度。 
 联合国评估小组，2020 年，评估道德准则。5该版本为 2008 年公布的原始文件的修订版。 
 联合国评估小组，2018 年，评估机构性别主流化指南。6这一实用指南旨在倡导采用一种

通用的办法来评估联合国系统内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进展情况。 
 联合国评估小组，2016 年，评估准则和标准。7联合国评估小组的规范和标准是供联合国

所有评估机构使用的基本文件。 
 联合国评估小组，2014 年，联合国评估小组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评估工作。8本手册的

编写旨在为实践做出指引。  
 此外，联合国评估小组的各种准则也在近年来相继出台或调整 9。 
 联合国，2018 年，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政策 (SWAP) 评估绩效指标的技术指导。10

制定 SWAP 是为了在政策和计划中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目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发展评估网络，改进评估标准，2019 

年，修订版评估标准定义和使用原则。11此更新包括评估标准的调整定义，并反映了新的

政策优先事项，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协定》。 

 
1 请访问：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2 请访问：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operations1/undp-social-and-
environmental-standards/ 
3 请访问：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womens-empowerment/undp-gender-
equality-strategy-2018-2021.html 
4 请访问：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
governance/human_rights/disability-inclusive-development-in-undp.html 
5 请访问：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6 请访问：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133  
7请访问：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8 请访问：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616 
9 请访问：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guidance-documents 
10 请访问：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11 请访问： https://www.oecd.org/dac/evaluation/revised-evaluation-criteria-dec-2019.pdf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guidance-documents
https://www.unsystem.org/content/un-system-wide-action-plan-gender-equality-and-empowerment-women-swap-0
https://www.unsystem.org/content/un-system-wide-action-plan-gender-equality-and-empowerment-women-swap-0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operations1/undp-social-and-environmental-standards/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operations1/undp-social-and-environmental-standards/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womens-empowerment/undp-gender-equality-strategy-2018-2021.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womens-empowerment/undp-gender-equality-strategy-2018-2021.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governance/human_rights/disability-inclusive-development-in-undp.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governance/human_rights/disability-inclusive-development-in-undp.html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133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616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开发计划署，2018 年，更新了开发计划署项目和方案管理 (PPM)12的方案和业务政策及程

序（POPP）。 13这些准则反映了 2018 年精简了方案和业务政策及程序 (POPP) 而发生的变

化。  
 联合国，2019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14 这一合作框架是国内所有联合国发展活

动的新规划和执行工具，取代了以前的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AF)。 
 这些准则 15也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2030 年议程和开发计划署 2018-2021 年战略

规划。  
 

评估准则适用于哪些人？ 
 
评估准则针对各种受众： 
 
 方案单位，包括总部各部门和局、区域局和国家代表处。 
 开发计划署国家代表处、区域局、区域中心和全球的工作人员。这包括参与以下工作的项

目和计划员工和管理人员：  
 

• 规划评估； 
• 委托评估； 
• 管理评估； 
• 聘用评估人员；  
• 应用评估结果。 
 

 开发计划署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驻地代表、副代表和成果、部门或方案管理人员，负责监

督和确保规划、监测和评估进程和产品的质量，并利用监测和评估 (M&E) 进行决策。 

 开发计划署审计和调查处可在其审计职能中使用《准则》，因为这些准则提供了评估规

划、内容和执行进程的详细程序。 
 利益相关方和伙伴，例如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联合国和发展伙伴以及参与开

发计划署规划、监测和评估进程的受益者。 
 开发计划署执行局负责监督和支持开发计划署的活动，确保开发计划署继续顺应方案国不

断变化的需求。 
 需要了解开发计划署职责范围内的指导原则、标准和进程的评估人员和研究人员。 

 
 
更新的评估准则结构 
 
《评估准则》分为若干章节，可按顺序或作为独立章节使用，旨在成为一份有持续更新的文件。  

 

 
12 请访问: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BSUnit.aspx?TermID=1c019435-9793-447e-8959-
0b32d23bf3d5&Menu=BusinessUnit. 
13请访问:  http://popp.undp.org/SitePages/POPPRoot.aspx  
14 请访问：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
guidance 
15 请访问：http://strategicplan.undp.org/ 

http://strategicplan.undp.org/
http://strategicplan.undp.org/


 
 
 
 
 
 
 
 
 
 
 
 
 
 
 
 
 
 
 
 
 
 
 
 
 
 
 
 
 
 
 
考虑到对评估指导的需求在不断变化以及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法的变化，将定期更新各章节。今

后将开发更多的章节或配套章节。  
 
整体评估准则都与开发计划署和其他评估有关的指导及政策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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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计划署评估职能 
 

 

1.1. 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职能 
 
《评估准则》第一章介绍了在开发计划署内部的各评估职能及角色。 
 

1.1.1. 什么是评估？ 
 
定义：评估是尽可能系统公正地对活动、项

目、方案、战略、政策、主题、课题、部

门、业务领域或机构业绩进行的评价。通过

审查成果链、进程、背景因素和因果关系，

利用相关性、一致性、1有效性、效率、影响

和可持续性等适当标准，分析预期成果和意

外成果的实现程度。评估应提供可信、有用

和循证的信息，以便能够及时将评估结果、

建议和经验教训纳入各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的

决策进程。2  
 
 
 
 
 
 

1.1.2. 开发计划署为什么要进行评估？ 
 
评估对于开发计划署对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取得进展至关重要。评估有助于确保各项目标和组

织举措与开发计划署战略计划保持一致，并支持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他全

球、国家和整体优先事项。评估若得到有效利用，则会为方案改进、知识创造和问责制提供支

持。评估是： 
 

• 一种加强本组织内部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学习的方法，以支持做出更好的决策。  
• 对问责制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可加强利益相关方的能力，使开发计划署对其发展贡献

负责。  
• 通常旨在提供关于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及其原因的经验知识。通过提供证据和客观信

息，评估使方案管理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作出明智的管理决策和战略性规划。  
 

支持有效评估的因素 
 
聘请独立的外部评估员是避免不当影响和偏见的一种手段，以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可信。  

 
1 “一致性”标准是经合组织/发援会于 2019 年提出的。它指的是对一个国家、部门或机构采取的干预措施的兼容

性。另请参见：https://www.oecd.org/dac/evaluation/revised-evaluation-criteria-dec-2019.pdf  
2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准则和标准，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第一章介绍了更新的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并说明了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职能。  

学习 

透明度 

开发计划
署的评估 

问责制 
 

 
图 1. 开发计划署评估职能 

https://www.oecd.org/dac/evaluation/revised-evaluation-criteria-dec-2019.pdf


 

 

 
2 

 
如果起点是一个好的项目或方案结果框架（变革理论），其阐明如何期望活动和产出产生预期

的成果和结果的话，则评估质量会变高并且更加受用。业绩指标应为 “SMART”：即具体、

可计量、可实现、具有相关性和时限性。 
 

 

所有评估都需要以明确的成果框架和变革理论为基础。 

 
由于促进性别平等、人权和残障问题是联合国所有机构的指导原则，因此必须将这些相互关联

的问题纳入所有评估工作。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明确阐述了这一点。本准则的所有相关章节将

提供更多详情。 
 

 

所有评估都需要考虑性别主流化、人权和残障问题。 

评估如何适应更广泛的监督、问责制和评估职能？ 
除了评估之外，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还有一些具有不同的目的的监督、问责制和评估工具和职

能。图 2 重点说明了其中的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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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其他监督、问责制和评估职能示例 

 
监测和评估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 监测为管理人员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定期提供反馈，说明计划活动和实际活动与方案执

行情况和成果之间的一致性或差异。  

• 评估是根据既定标准和基准作出的独立判断。  

监测对评估的重要性在于提供相关的、可靠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评估。表 1
简要列出了监测和评估之间的区别：3 

 

表 1. 监测和评估之间的区别 

监测 评估 

• 连续 • 定期 
• 常规管理的一部分  • 独立于管理层  
• 项目执行期间 • 项目执行之前、期间或之后 
• 以进程为导向，侧重于根据项目执行计

划取得的进展 
• 在更高级别上进行评估的以影响为导向

的目标 

• 按成果汇总表收集的常规数据  
• 监测所使用的数据和从多种来源收集、

分析和解释的数据。数据经多方核实 

 
3 摘自联合国评估小组 2016 年评估准则和标准。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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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提出因果问题 • 分析和质询因果问题和变革理论 
• 非独立（内部） • 独立（外部） 

 

方案或执行单位 监测与评估计划是确定需要收集数据的基线和指标的重要工具。它还需要确

定何时收集每一类数据。  

 

1.1.3. 开发计划署的评估类型 
 
开发计划署有双重评估制度，包括： 
 
1. 独立评估，例如独立国别方案评估 (ICPE)4 和开发计划署范围内的专题评估（由独立评估

办公室 (IEO) 进行并完全独立于开发计划署管理和执行机构）。独立评估通过可靠的建议

为决策过程提供信息，支持学习并确保整个组织的问责制。  
 

2. 政策和方案支持局 (BPPS)、区域局和国家代表处等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进行的分散性评

估，以吸取经验教训，用于今后的方案拟订和规划，并确保实施问责制。开发计划署有各

种分散评估，但最常见的是项目和成果评估。单位方案单位本身不进行评估，但会委托外

部评估顾问进行评估。 
 
虽然独立和分散性评估的体制安排（包括任务、问责线和业务模式）不同，但它们相辅相成。

分散性评估，特别是成果评估，为独立评估办公室开展的国别方案独立评估与专题和区域方案

评估提供相关信息。在进行独立评估时，独立评估办公室可开展国家案例研究，包括审查相关

的分散性评估，或采用元评估办法来广泛借鉴针对具体国家或区域的分散性评估。同样，分散

性评估可借鉴相关独立评估和案例研究中提供的分析。 
 
第二章提供了不同类型评估的定义。 
 

国家评估能力建设 
除了对开发计划署的工作进行独立评估和分散性评估，独立评估办公室为国家评估能力提供支

助本身是一项方案优先事项，符合联合国大会第 69/237 号决议。  
 
如果根据国家具体情况和优先事项进行适当调整，评估职能是一项有效的、国家主导的加强公

民问责的工具，通过利用土著人民、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包括国家议员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

方的贡献，可以加快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5 
 
为了支持各国政府评估其国家评估能力，独立评估办公室开发了一款在线自我评估工具，6提

供了灵活且实用的框架以实现：  
 

a) 促进制定或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评估框架；  
b) 应对国家评估思维和做法中现有的差距；  
c) 为国家主导的评估进程和系统提供信息；  
d) 应对各国对国家评估诊断的偏好。 

 
独立评估办公室同时每两年组织一次国家评估能力会议。会议议事情况可在独立评估办公室网

站上查阅。7 

 
42018 年之前，独立的国别方案评估被称为发展成果评估。 
5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7 段。 
6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dig 
7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nec/nec.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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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联合国评估原则、规范和标准  
 
整个开发计划署和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的评估，无论是独立评估还是分散性评估，都以联合国

评估小组制定的一套明确的原则、规范和标准为指导。8这些评估原则坚持不偏不倚、公信力

和效用，并且是相互关联的。 
 
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准则和标准（2016 年）为联合国各组织在执行评估和评估职能方面 9提供

了详细的总体框架。开发计划署的评估政策和这些评估准则都以该商定的框架为基础。  
 
表 2. 联合国评估小组的评估准则 

 
联合国评估小组

准则  
概要说明 

 

评估管理人员和评估人员有责任维护和促进联合国的原则和价值观。这

包括尊重和促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定的目标和指标。 

 

必须明确计划应用评估的分析、结论和建议为决策和行动提供信息。这

意味着要对组织学习、合理决策进程和问责制做出相关和及时的贡献。 

 

评估必须可信。这需要独立性、公正性和严格的方法。可信度的关键要

素包括透明的评估进程、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强有力的质量保证

制度以及道德方法。 

 

确保评估员在不受其他方影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也不会对其职业产生

任何负面影响。此外，本组织的评估职能需要独立于管理职能、该职能

可以制定自己的议程并拥有充足的资源。 

 

公正性包括在评估过程的所有阶段都保持客观性、职业操守和无偏见。

评估员不得曾经或预期直接负责评估主题的政策制定、设计或管理。 

 

评估工作必须符合最高标准的诚信和尊重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信仰、方式

和习俗；人权和性别平等以及“不伤害”原则。 

 
8 联合国评估小组是一个机构间专业网络，汇集了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评估单位，包括联合国各部门、专门机构、基

金和方案以及附属组织。目前有 50 名成员和观察员。另请参阅：http://www.unevaluation.org/about  
9 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准则和标准，2016 年，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http://www.unevaluation.org/about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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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是评估的基本要素，可建立信任和信心，增强利益相关方的所有

权，并加强公共问责制。评估产品应向公众开放。 

 

普遍公认的人权和性别平等价值观和原则需要纳入评估的各个阶段，以

支撑对“不让任何人掉队”原则的承诺。 

 

根据会员国的请求，应支持国家评估能力的建设，建立国家级的发展活

动评估能力。 

 

评估工作必须以专业精神和正直态度进行。这些都得到有利的环境、体

制结构和充足的资源的支持。 

 
联合国评估小组还概述了评估标准，为改进联合国所有评估职能提供了框架。表 3 列出了拟适

用的五项评估标准。 
 
表 3. 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标准 

标准 1： 
体制框架 

1.1  评估职能的有效结构 
1.2  评估政策 
1.3  评估规划和报告制度  
1.4  管理对策的赶紧机制  
1.5  明确的评估披露政策 

标准 2：评估职能

的管理 

2.1 评估主管确保评估工作遵守规范和标准，并确保评估职能得到

充分运作并适当独立 
2.2 评估准则 
2.3 全球领导、制定标准和监督以及适应新情况 

标准 3：评估能力 

3.1  参与设计、实施和管理评估活动的个人具备在评估过程中发挥

作用 10所需的核心能力 
3.2  所有参与评估过程的人都遵守商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以确保

可信度 

标准 4：评估行为 

4.1 评估旨在提供与所评估主题有关的及时、有效和可靠的信息 
4.2 编写可评估性评估 
4.3 提供了职权范围，包括评估目的、范围、设计和计划 
4.4 确定评估范围和目标 
4.5 评估方法足够严格 
4.6 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并界定了参照群体 
4.7 评估的设计中纳入了立足人权的方针和性别主流化战略 
4.8 评估小组是通过公开和透明的程序选出的 

 

10 另请参阅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能力框架，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5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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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最终评估报告结构合理，包含循证结果、结论和建议 
4.10 建议应以证据和分析为基础、明确、注重结果并且在执行方面

切合实际 
4.11 评估职能具有传播评估结果和加强评估利用的有效传播战略 

标准 5：质量标准 
5.1 有质量保证的框架或制度 
5.2 评估的质量在设计阶段得到控制 
5.3 评估的质量在最终阶段得到控制 

 
 

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 
 
开发计划署的评估工作应遵循 2019 年评估政策概述的原则，11这些原则源自联合国大会决议和

开发计划署执行局的决定。 
 
评估政策明确概述了评估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开发计划署内部的监督。  
 
该政策明确要求在职能和预算上区分评估和监测，并首次在开发计划署内建立了评估预算基

准，与监测资源（财政和人力资源）分开。  
 

根据评估政策，开发计划署的目标是“每年将方案（核心和非核心）合并资源的 
1% 分配给评估职能，保留 0.3% 用于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工作”。12 
 
 

此外，该政策指出，资源通过一系列评估计划分配给评估，涵盖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计

划，以及通过独立评估办公室制定的中期评估计划。 
 

1.1.5. 开发计划署评估管理架构 
 
本节概述了执行单位内部与评估有关的角色和责任。根据开发计划署的评估政策： 
 

1. 开发计划署执行局“是评估政策的管理机构；每年审议政策执行情况，并定期委托独立
机构审查政策。”13 执行局核准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两年期批款及其年度工作计划。独立

评估办公室向执行局提交独立的专题评估和方案评估，并由执行局酌情批准或登记管

理对策。 

2. 独立评估办公室“是开发计划署内部功能独立的单位，负责支持执行局以及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志愿人员组织管理层的监督和问责职能。办公室在结构上
的独立性支持和确保其自由进行评估并向执行局报告评估结果。”14  

作为评估职能的管理机构，独立评估办公室开展独立评估，制定标准和准则，通过评

估资源中心管理质量评估和评估规划与使用系统，并开发支持组织学习、知识管理和

评估能力发展的产品。独立评估办公室还参与联合国评估小组的工作，该评估小组致

力于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评估职能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可见度。  

3. 开发计划署署长“(a) 保障评估职能的完整性，确保评估独立于业务管理层和业务活
动； (b) 按照执行局为独立评估办公室核准的财务拨款，确保为整个组织的评估职能分
配充足的资金，并每年向执行局报告本组织为评估投入的资源数量；(c) 确保该办公室

 
11请访问：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12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27 段。 
13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36 段。 
14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41 段。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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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阻碍地获得评估开发计划署业绩所需的数据和资料；以及 (d) 在同执行局协商并考
虑审计和评估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后，任命办公室主任。”15 

4. 开发计划署方案和单位政策单位（全球、区域和国家代表处）“按照与相关方案（区域
和国家）和全球项目相应的评估计划委托进行分散评估。评估工作将由独立的外部顾
问承担，开发计划署管理层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评估进程和雇用人员的客观性和
公正性。”16 

5. 政策和方案支持局除了开展自己的评估外，“还协调开发计划署管理层与独立评估办公

室之间的沟通，并就开发计划署分散性评估职能向各区域局提供咨询意见。政策局同

开发计划署各单位的监测和评估人员合作，确保正确执行评估计划。政策局和独立评

估办公室共同指导开发计划署各单位采用评估结论和经验教训，以改善组织的决策和

问责制，并综合从评估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供整个机构学习。政策局还监督执行管理层

对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的回应。”17 

6. 区域局除了开展自己的评估外，还支持国家代表处制定评估计划和执行评估，并通过

其指定的评估协调中心监督评估计划的执行情况。18  
 

7. 局和国家代表处高级管理层（局长、驻地代表和国别主任）负责制定单位评估计划并

确保其及时实施。  
 

8. 审计和评估咨询委员会，经过扩大后，其职能包括对评估进行监督，就以下方面向开

发计划署署长提供咨询意见： 
 

o 评估政策； 
o 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的任免； 
o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多年期和年度工作计划、预算和定期报告；  
o 专题和方案评估报告及管理对策； 
o 开发计划署分散评估职能和国家评估能力的方案拟订。19 

 
委员会还定期接收独立评估办公室工作方案并提出意见，并每年评估独立评估办公室

主任的业绩。它有助于进一步维护评估政策。  
 

关于角色和责任的更详细情况，请见《准则》第五节。 

 
15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37 段。 
16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38 段。 
17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39 段。 
18区域局必须确保有一个 M&E 协调中心，负责支持和监督区域层面的评估。评估协调中心应具有依赖于结果的管

理、M&E、规划或评估能力。 
19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第 53 和 55 段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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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分散性评估 

 

2.1 导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评估计划采用多种方法在不同级别执行各种评估。各方案单位，特别是

国家代表处，应确保其评估计划包括各种评估办法，以便在国别方案周期内掌握广泛的评估成

果。这将支持问责制和获取经验和知识，以加强国家、区域和更广泛的组织的工作。开发计划

署的所有评估都必须遵守联合国评估小组 2016 年评估准则和标准。1  
 
图 1. 开发计划署进行的评估类型 

 
 
 

 

开发计划署进行或委托进行的所有评估都必须纳入人权、性别平等和残障问题，

以满足《联合国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全系统行动计划 (UN-SWAP)》评估业绩

指标 2和联合国残障人包容战略的要求。3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纳入此范围

和整个职权范围（TOR）是评估进程中关键的第一步。  
 

 
 
 
方框 1：具有性别视角的评估 

所有评估都应当采取具有性别视角的办法，这对于一些在设计阶段尚未考虑该方式的项目

也是如此。联合国评估小组的指导文件“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评估工作”提供了实例，说明

 
1 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914 
2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52  
3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assets/documentation/UN_Disability_Inclusion_Strategy_english.pdf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
框架（UNSDCF）评估 国别方案文件评估 成果评估 区域方案评估 

项目评估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 多国评估 群组评估 

专题评估 影响评估 联合评估 捐助者和多边组织 - 委托
进行的评估 

第二章概述了开发计划署各方案单位进行的不同类型的分散性评估。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assets/documentation/UN_Disability_Inclusion_Strategy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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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这些要素纳入评估的目的、目标、背景和范围，并将性别因素纳入标准评估准则。 
 

▪ UN-SWAP 评估业绩指标技术说明，2018 年 4 月，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52 

▪ UN-SWAP - 单独评估计分工具，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52 

 
我们强烈建议所有评估都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

的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评估标准，见下文方框 2。2019 年，经合组织/
发援会修订并进一步具体规定了评估标准，发表在“改进评估的更好标准：经修订的评估标准

定义和使用原则”中，4并增加了一项新的标准，即一致性。 
 
方框 2：经合组织/发援会评估标准 

相关性：干预是正确的行为吗？干预目标和设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和国家的需要、政

策和优先事项，以及受益方和伙伴机构的需求、政策和优先事项，并在情况发生变化时继

续这样做。 

一致性：干预的适合程度如何？干预行动与国家、部门或机构的其他干预的兼容性。  

有效性：干预是否实现了其目标？ 干预实现或预期实现其目标和结果的程度，包括不同群

体之间的任何差别结果。  

效率：资源使用情况如何？干预以经济和及时的方式产生或可能产生结果的程度。  

可持续性：优势会持续吗？ 干预的净效益持续或可能持续下去的程度。  

 
 

 
 

 
4请访问：http://www.oecd.org/dac/evaluation/revised-evaluation-criteria-dec-2019.pdf  

本章节所提供的示例在质量评价中得到了满意 (5) 或非常满意 (6) 的评价。 

 

 

 

http://www.oecd.org/dac/evaluation/revised-evaluation-criteria-dec-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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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评估 
 

 

合作框架的评估是国家级独立的全系统进程，有助于系统层面的监督、透明

度、问责制和集体学习。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驻地协调员脱钩进程之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UNSDCF) 取代联

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成为联合国国家级指导框架。5 
 
宗旨和范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UNSDCF）的评估利用联合国国家共同评估 (CCA) 报告作为基

准，评估在实现预期（和非计划）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该合作框架是否为联合国系统集

体成果和国家发展进程为实现 2030 年议程作出有价值的、一致、持久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贡

献。6  
 
UNSDCF 的评估是独立进行的，对于确保提高所取得成果的透明度、促进联合工作和效率以及

创造知识以提供信息和改进发展方案至关重要。  
 
UNSDCF 评估工作评定了在进程和成果方面遵守合作框架指导原则的程度。通过查明协同作

用、差距、重叠和错失的机会，这些评估为进行关键调查以支助不断改进业绩和成果提供了基

础。它们在支持社会和环境保障工作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方法和准则 
UNSDCF 评估工作必须遵循国际评估最佳做法和联合国评估小组的准则和标准，并应反映《资

金契约》、7《联合国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全系统行动计划》8以及联合国残障包容战略的

评估指标。9  
  

 
5在 2019 年联合国驻地协调员职位与开发计划署脱钩之后，联发援框架更名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并发布

了新的指南。联发援框架的开发和指导由联合国秘书处下设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执行。 
6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
2019_1.pdf，第 103-104 段。 
7 https://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files/en/qcpr/DCO-FundingCompactUpdate-Indicators.pdf  
8 https://www.unsystem.org/content/un-system-wide-action-plan-gender-equality-and-empowerment-women-swap  
9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files/en/qcpr/DCO-FundingCompactUpdate-Indicators.pdf
https://www.unsystem.org/content/un-system-wide-action-plan-gender-equality-and-empowerment-women-swap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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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3：UNSDCF 评估指南 

UNSDCF 内部指南第 6 章及 UNSDCF 配套方案群组和综合附件第 8 章（即将出版）为 UNSDCF 
评估规划提供更多资料。 配套方案群组将包括合作框架评估的工具和模板，其中包括：  
 

• 质量标准； 
• 评估人员和评估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 
• 启动报告模板；  
• 评估报告模板；  
• 管理对策和行动计划模板。 

相关文件： 

▪ UNSDCF 指南 10  
▪ 简要介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 11 

 
管理和执行  
UNSDCF 的评估是强制性的，应在合作框架期间倒数第二年（完成前一年）委托进行。评估结

果和建议应及时完成，以便纳入新的合作框架的制定工作。  
 
UNSDCF 的评估工作由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与联合国国别小组（UNCT）合作管理。它们

的作用是确保 UNSDCF 的终期评估是独立和有用的，办法是: 
 
a) 通过国家伙伴参与整个进程，及时将调查结果、建议和经验教训纳入随后的联合国共同国

家评析和合作框架的决策，以及纳入联合国各发展实体的国别发展方案，促进和推动国家

自主权。  
 
b) 向独立评估小组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和接触国家利益相关方的机会，并协调针对具体实体

的评估，以便这些评估在支持合作框架评估方面具有相关性和及时性。  
 
c) 发布评估管理对策和行动计划，作为关键的问责工具。它们负责在国家层面公开披露终期

评估，作为总体沟通和传播战略的一部分。  
 
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UNSDCF 管理对策是改进评估的及时有效利用的关键步骤。通过管理对策流程，联合国国别小

组和其他评估利益相关方可以审查这些建议，商定应采取的后续步骤和行动，或拒绝建议（有

正当理由）。管理层的回应应明确详细说明下一步的措施、分配责任，并酌情确定切合实际的

时限和产出。  
 
开发计划署应向评估资源中心 (ERC) 提供终期的 UNSDCF 评估，包括建议、管理对策和联合国

国别小组商定的关键行动。开发计划署对 UNSDCF 的评估没有进行质量评估。  
 

 
10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11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1/In-Brief-UN-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pdf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brief-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brief-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1/In-Brief-UN-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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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 
 

 

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D-CPE) 评估开发计划署在国家层面实现预期成果的情

况及其对发展成果的贡献。评估审查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开发计划署在交付

和影响实现发展成果和开发计划署战略定位方面的效力。这些评估有助于促

进开发计划署的问责制和学习。 
 
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可在方案周期（中期）或接近结束时（终期）进行安排。 
 

中期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 
中期评估评估了国别方案文件 (CPD) 中交付预期成果的效力水平，以及开发计划署的定位。这

提供了一种问责工具以及一种审查进度、并在需要时调整方向（路线更正）的方法。该进程也

是与政府和合作伙伴就开发计划署的进展和方案方向展开对话的机会。  
 
管理和执行  
强烈建议国家代表处考虑委托对国别方案进行中期评估，作为审查在所有（或多数）成果领

域实现预期成果的机会。  
 
区域局以及政策和实践单位也可决定对其全球或区域方案进行中期评估，以便更正路线。 
 

终期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 
应在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倒数第二年（完成前一年）进行终期评估，以便为制定新的国别方

案的过程提供支持。它侧重于国别方案文件中确定的成果。  
 
 
管理和执行  
提交开发计划署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新的国别方案文件都应附有 D-CPE、ICPE 或国别方案执行情

况调查表 (CPPS)。12 
 
  

 
12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461&Menu=BusinessUnit  

 
 

 尼日尔，2018 年，《2014-2018 年联发援框架评估定稿》 
 毛里塔尼亚，2017 年，《2012-2017 年联发援框架终期评估》 
 柬埔寨，2017 年，《2011-2015 年，2016-2018 年联发援框架周期评估》  
 莫桑比克，2015 年，《2012-2016 年联发援框架评估》 
 乌拉圭，2015 年，《2011-2015 年联发援框架评估》 
 阿富汗，2017 年，《2015-2019 年中期审查报告》 

方框 4：联合国发展与援助框架评估样本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461&Menu=BusinessUnit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6032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87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5562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540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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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准则 
中期和终期的 D-CPE 应遵循经合组织/发援会的评估标准（见方框 2）。第 4 节载有指导这些评

估的可能问题清单，下文提供了样本。 
 
评估问题样本 
 

相关性 

• 干预逻辑/变革理论以及国别方案的基本假设在多大程度上纳入了性别平

等和其他跨领域问题？ 
•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或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国家的需要或优

先事项的变化？ 

有效性 
 

• 在实现方案目标，包括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其他跨领域问题方

面，取得了多大进展？  
• 男性、女性和弱势群体取得了哪些关键成果和变化（在 CPD 中说明）？ 

效率 
• 国别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以经济和及时的方式实施或可能实施干预措施 13

和成果？  
• 资源（资金、专门知识、时间）的充足程度如何？ 

可持续性 

• 开发计划署在何种程度上建立了机制，以确保方案给女性、男性和其他

弱势群体带来效益的可持续性？ 

• 合作伙伴在多大程度上承诺提供持续支助（财务、男女工作人员等）以

维持方案成果？ 

2.4 独立国别方案评估 
 
宗旨和范围 
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估办公室在 14选定国家的国别方案周期即将结束之际，对这些国家进行了独

立国别方案评估 (ICPE)。ICPE 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可作为对 UNSDCF 评估进程以及发展新

的 UNSDCF 和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的投入。  
 
管理和执行 
ICPE 属于独立评估办公室的计划和预算，因此不需要列入方案单位评估计划或预算。独立评

估办公室将向区域局通报这些国别方案，并尽一切努力与负责国别方案和 UNSDCF 发展进程的

单位协调实施 ICPE。 
 
ICPE 涵盖一个国别方案周期，并在方案周期倒数第二年（完成前一年）进行。这些评估附有

提交开发计划署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新国别方案文件。  
 
方法和准则 
ICPE 的关键问题包括：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打算取得什么成就？  
• 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或可能实现）预定目标？ 
• 哪些因素有助于或妨碍开发计划署的业绩，并最终影响成果的可持续性？  

 
 

 
13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是指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将投入（资金、专业知识、时间）转化为产出、成果和影响。 
14请访问：http://web.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assessment-of-development-result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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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示例样本  

 尼泊尔，2020 年，《2018-2022 年国别方案文件中期审查》 
 柬埔寨，2019 年，《2016-2018 年开发署国家方案行动计划评估》 
 加纳，2017 年，《2012-2017 年开发署国别方案》 
 尼日尔，2017 年，《2014-2018 年评估 mi-parcours CPAP》 
 多哥，2017 年，《2014-2018 年 CPAP 评估》 
 所有 ICPE 均可在 ERC 网站上查阅。 

 
 
 
2.5 成果评估 
 

 

成果评估侧重于开发计划署对实现国别方案文件中确定的成果作出的贡献。 

 

方框 6：成果的定义 

“成果是干预行动寻求支持的发展条件的实际或预期变化。” 

“描述了由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开发计划署等国际发展机构）的干预而导致的发

展条件的预期变化。它们是通过交付产出和各种伙伴和非伙伴的贡献而取得的中期发展成

果。成果对全球或特定区域、国家或社区在一段时间内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变化提供了明确的

愿景。它们通常与个人或团体的机构业绩或行为变化有关。成果通常只能由一个机构实现，

也不在项目管理人员的直接控制之下。”  

重要信息：成果不是通过开发计划署方案和项目交付的产出的总和，而是当主要利

益相关方利用产出实现变革时产生的。 
 
宗旨和范围 
成果评估提供了开发计划署对成果的贡献的证据。这一证据支持各方案的责任制，开发计划

署可在其对投资者的问责要求中加以利用。 
 
成果评估通过查明优势、劣势和差距领域，特别是开发计划署伙伴关系战略的适当性和实现成

果的障碍，指导改进现行方案的业绩。这可以支持对变革理论的中期调整；以及下一个方案

周期的经验教训。  
 
成果评估可以为更高级别的评估提供证据和资料，例如对 UNSDCF、国家、区域和全球方案的

评估，并为随后的规划提供支助。 
 
 

 
  

 
强烈建议国家代表处在国别方案周期期间至少评估一项成果。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2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890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52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157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095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assessment-of-development-result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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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执行 
成果评估可在中期或方案周期结束时管理和委托进行。  
 

• 中期成果评估可突出显示在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提供机会查明成果执行方面的挑

战，以及更正路线的机会。中期成果评估还可以支持 D-CPE 和 ICPE 并为其提供信息。 
• 终期成果评估的时间安排非常理想，这样结果和建议就可以支持制定新的 UNSDCF 和 

UNDP 国别方案。这应当处于方案的倒数第二年以及 UNSDCF 评估之前。 
 
方法和准则 
成果评估从有待评估的结果开始，然后反向推进 15 评估以结果为出发点，可以评估若干变

量，其中包括：  

 (A) 是否取得了成果，或取得了哪些进展； 

(B) 结果如何、为什么和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变化； 

(C) 开发计划署对推进或实现成果的贡献；  

(D) 开发计划署在追求成果方面的伙伴关系战略。 

 

 

成果评估并非从分析个别项目开始，因为这种办法不可能产生有用或完整的信

息。他们只是询问结果层面正在发生什么情况。 

 

预计成果评估将采用经合组织/发援会的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的评估标

准。一些可能的成果评估问题可包括：  

1) 是否实现了所述成果或产出？  
2) 在取得这些成果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3) 哪些因素有助于实现（或不实现）预期结果？ 
4) 开发计划署的产出和援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成果？  
5) 开发计划署的伙伴关系战略是否适当和有效？哪些因素有助于提高效力？ 

 

方框 7：成果评估样本 

 毛里塔尼亚，2020 年，《分析开发计划署在支持扶贫公共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干预措

施的监测和评价》 
 土库曼斯坦，2019 年，《发展评估伙伴关系框架》 
 萨尔瓦多，2019 年，《评价开发计划署对国家和地方各级公共投资规划和实施的能

力建设的贡献及其对基本保健服务覆盖面和普遍获得的影响》 
 黎巴嫩，2019 年，《能源和环境成果评估》  
 坦桑尼亚，2019 年，《民主治理成果中期评估》 

 
 

 

 
15开发计划署成果水平评估，2011 年，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documents/guidance/UNDP_Guidance_on_Outcome-Level%20_Evaluation_2011.pdf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37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37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932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18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18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727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619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documents/guidance/UNDP_Guidance_on_Outcome-Level%20_Evaluation_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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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区域方案评估  
 

 

区域评估评估了区域方案文件中阐述的预期成果的实现情况以及开发计划署

对发展成果的贡献。 

 
宗旨和范围 
区域方案评估旨在加强开发计划署对执行委员会的实质性问责，并适时协助编制和核准随后的

区域方案。  
 
方法和准则 
区域方案评估与 D-CPE 相似，可能采用类似方法，可在方案周期中期或结束时进行。 
 
 
 

2.7 项目评估 
 

 

项目评估评估项目在实现其预期结果方面的业绩，以及项目对结果和相关变

革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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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范围 
项目评估提供关于项目执行安排和产出成果的有用信息，并在项目产出与其对更广泛计划成果

的贡献之间建立联系。  
 
项目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改进、继续或扩大计划；评估其在其他环境中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展示对结果的问责；或考虑替代方案。项目评估在对参与项目融资的捐助者和政府问责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出于问责原因，捐助机构和其他费用分摊伙伴可能会要求开发计划署将评

估要求纳入开发计划署与捐助者的伙伴关系协议中。 
 
管理和执行 
项目评估预算应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商定，并列入项目文件和计划。对所有强制性评估

而言，计划和预算都必须列入各自的项目文件。  
  
何时进行项目评估 
为确保学习和问责并取得成果，应评估代表重大财务投资和（或）延长期限的项目（见表 
1）。 如果伙伴关系协议做出要求，项目评估是强制性的，例如全球环境基金 (GEF)、适应基

金和绿色气候基金 (GCF)。 

 

 
如下表所示，当项目预期达到或超过某些界点时，项目评估是强制性的： 

 

表 1。强制性项目评估界点 

强制性项目评估门槛值 评估 

计划预算或实际支出超过 500 万美元的项目。如果项目不到 4 
年，则只需进行一次评估。16  

中期和终期评估  

计划预算或实际支出在 300 万至 500 万美元的项目。 中期或终期评估  

为期 5 年以上的项目。 至少 1 次中期或终期评估  

进入第二阶段或后续阶段的项目 17 在进入新阶段之前进行 1 
次评估 

正在考虑扩大规模的发展举措    扩大前的评估 

 

 
16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448&Menu=BusinessUnit&Beta=0  
17当一个项目建议通过实质性项目修订或新项目来扩大成果时，它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448&Menu=BusinessUnit&Be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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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准则 
项目评估可以根据经合组织/发援会的评估标准和跨领域议题，使用以下指导性问题（另请参

见第 4 节，附件 1）: 
 

相关性 
 该项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国别方案产出和成果、开

发计划署战略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效力 

 男性、女性和弱势群体取得的关键成果和变化是什么？ 
 该项目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为什么以及什么是支持因素？该

项目如何实现或扩大这些成就？ 

效率 
 项目文件中概述的管理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地产生了预期成果？ 
 资源在多大程度上用于解决一般的不平等，特别是性别问题？ 

可持续性 

 从长远来看，目标男性、女性和弱势群体将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项目干

预？ 
 财政和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用于维持项目取得的收益？ 

 
 

方框 8：项目评估样本 

 巴基斯坦，2020 年，《冰湖溃决洪水工程升级改造中期评估》 
 突尼斯，2020 年，《终期评估--选举援助》 
 尼泊尔，2020 年，《受 2015 年地震（EU II）严重影响的脆弱社区弹性重建和恢复的

终期评估》 
 非洲区域局，2020 年，《“加速非洲联盟条约的批准和归化”项目中期评估》 
 海地，2020 年，《对热雷米促进社会凝聚力项目的终期评估》 
 萨尔瓦多，2020 年，《2018-2019 年"支持萨尔瓦多选举周期 "项目的终期评价》 

 

 

2.8 全球环境基金、适应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评估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 
 
管理和执行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所有中型和大型项目都必须进行终期评估。  
 

• 所有大型项目（全球环境基金赠款价值超过 200 万美元）和所有方案都必须完成中期

审查和终期评估。 
• 所有中型项目（全球环境基金赠款价值在 500,000 至 200 万美元之间）必须完成终期

评估。中等规模的项目可选择进行中期审查。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560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9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1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1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520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377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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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机构项目只需要一次评估，由牵头机构进行管理。  
 

 

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都应列入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计划（针对国别代表处或区域

局），并上传到 ERC。 

方法和指导 
全球环境基金关于终期评估 18和中期 19评估的单独指导意见概述了必须遵循的程序和方法。其

中包括关于评估进程、作用和责任、职权范围和评估报告的模板和纲要以及评估标准汇总表样

本的指导意见。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必须独立执行并保证质量，因为全球环境基金独立评估办公室会比较全球

环境基金各机构之间的终点评估的质量。  
 

方框 10：全球环境基金终点评估样本 
 
 印度，2020 年，《将安得拉邦的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 
 孟加拉国，2020 年，《扩大保护区系统来纳入重要水生生态系统项目的终点评估》 
 中国，2019 年，《湿地群组的终点评估 - 国家》 
 约旦，2019 年，《将<里约热内卢公约>条款纳入国家部门政策的主流》 

 

适应基金评估 
 
管理和执行 
所有适应基金常规项目（赠款预算超过 100 万美元的项目）都须接受执行实体选定的外部评估

人员的终期评估。适应基金评估框架表明：“实施超过四年的项目和方案将在完成第二年之后

进行独立的中期评估。”20所有小型项目（最高 100 万美元的项目）以及准备补助金项目，如

果适应基金董事会认为适当的话，都必须进行终期评估。  

终期评估报告将按照项目协议的规定提交给适应基金董事会。21适应基金中期和终期评估应纳

入开发计划署（国别代表处和区域局）评估计划，并上传到 ERC。 

方法和准则  
评估工作将遵循执行委员会决定的程序，并使用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模板。  

 
18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documents/GEF/TE_GuidanceforUNDP-supportedGEF-financedProjects.pdf  
19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documents/guidance/GEF/midterm/Guidance_Midterm%20Review%20_EN_2014.pdf  
20请访问：https://www.adaptation-fund.org/document/evaluation-framework-4/ 
21请访问：https://www.adaptation-fun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OPG-amended-in-October-2017-1.pdf 

  

 关于对开发计划署支助、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进行终期评估的指南，2020 年 
 2014 年开发计划署支助、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中期审查指南 

方框 9：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准则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20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572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99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711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documents/GEF/TE_GuidanceforUNDP-supportedGEF-financedProjects.pdf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documents/guidance/GEF/midterm/Guidance_Midterm%20Review%20_EN_2014.pdf
https://www.adaptation-fund.org/document/evaluation-framework-4/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documents/guidance/GEF/mid-term/Guidance_Midterm%20Review%20_EN_2014.pdf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documents/guidance/GEF/mid-term/Guidance_Midterm%20Review%20_EN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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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气候基金评估 
 
方法和准则  
全球合作框架评估政策目前正在制定中。22  

管理和执行 
应将所有全球合作框架评估纳入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计划（国家代表处或区域局评估计划），

并上传 ERC。 

 

 

2.9 多国项目评估  
 

 

多国项目评估旨在评估由多个国家执行的项目。23 

 
管理和执行 
尽管出于项目管理的目的将其视为单个项目，但所涉及的办事处要对他们在平等条件下对联合

成果的贡献负责。在这种情景下，执行方式类似于联合评估（见下文），参与的开发计划署

各办事处就管理结构达成一致，并协作起草职权范围、挑选评估人员、报告、传播、制定管理

对策以及落实和执行建议。管理和委托评估的开发计划署国别代表处被指定为“协调办事处”。  
 
 
 

2.10 群组评估 
 

 

群组评估是指评估一组或一揽子项目的工作，目的是促进国别方案产出或成

果。 

 
 
宗旨和范围 
群组评估类似于成果评估，但可能侧重于成果的一部分，或与国家计划成果框架中的不同成果

相关的一组项目。例如，国别代表处可以评估有助于加强诉诸司法和司法机构的一系列干预措

施，这是涉及加强治理的更大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管理和执行 
从实践的角度看，进行群组评估可让多个项目为评估提供资金，而不是为单独的项目评估提供

资金。如果需要，群组评估应提前进行计划并在项目间商定预算，并将执行方法包括在执行单

位的评估计划中。 
 

 
22https://ieu.greenclimate.fund/evaluation-policy-of-the-gcf 
23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Design_Multi-
country%20and%20South-South%20Cooperation%20Projects.docx&action=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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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评估由开发计划署国别代表处管理和委托进行，应列入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计划，并上传 
ERC。 

2.11 专题评估 
 

 

专题评估评估开发计划署在对确保对发展成果作出持续贡献至关重要的领域

的业绩。这些评估可能侧重于一个或多个跨领域议题，这些议题的重要性超

出特定项目或倡议，跨越一个国家的多个成果或成果领域，例如社会性别主

流化、能力发展、人权或民主治理。 
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独立评估办公室进行专题评估，以密切关注该组织的成就和挑战。开发

计划署专题评估的例子包括民主治理等领域，或社会性别主流化等跨领域主题。  
 
方法和指导 
专题评估的目标、范围和问题将因主题事项而异。然而，评估问题应遵守经合组织/发援会评

估标准的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请见方框 2）。  
 
以下评估问题是为社会性别主流化和增强妇女权能的专题评估而制定的。 第 4 节提供了更多

指导性问题。 
 

相关性 

 开发计划署在政策和执行层面上为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发展成果做

出了多大贡献？ 
 开发计划署在多大程度上在其方案/项目设计（成果框架、变革理论）中

落实性别问题，并为项目确定指标，以确保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

干预措施“进入质量”? 

有效性  

 开发计划署在执行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和推动机构变革方面的效力如何

？  
 开发计划署的方案、项目和其他干预措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有利于女

性、男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性别平等？ 

效率 
 开发计划署的资源（财务、时间、男女工作人员、技术和性别问题专门

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足以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根本原因？ 

可持续性 

 开发计划署方案、项目和其他干预措施在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和增强妇

女权能方面的好处将在何种程度上继续下去，或将来在何种程度上可能

继续下去？ 

 
 

方框 11：专题评估样本 

 毛里塔尼亚，2020 年，《对开发计划署促进性别平等的干预措施的分析》 
 坦桑尼亚，2018 年，《三项计划成果的性别影响中期评估》 
 巴拿马，2018 年，《对开发计划署在 2016-2020 年国家方案框架下在巴拿马协助

开展的对话的专题评估》 
 BPPS，2017 年，《对开发计划署性别屏幕进行外部评估》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9377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621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94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94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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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探索给定的发展活动（如方案或项目）对单个家庭和机构以及所创

造的环境的影响（积极或消极，有意或无意）。此类评估涉及结果层面的长

期影响和中期影响。  

 
宗旨和范围 
影响评估不仅仅衡量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也不仅仅评估对预定受益者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结

果链各个层面的全方位影响，包括对家庭和社区、机构、技术或社会系统以及环境的连锁反

应。就一个简单的逻辑模型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多个最终导致影响的中间（短期

和中期）结果，其中一些或全部影响可能包含在特定时刻的影响评估中。通过确定发展援助是

否有效，影响评估可发挥问责职能。  
 
方法和指导 
开发计划署很少进行影响评估，因为我们的许多项目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成果或发展目标，或

者发挥难以归因于影响的作用。24方案单位应考虑预期影响的类型以及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指

标。基线措施将给出项目前的水平，然后可以将现实目标纳入项目目标，定期进行监测，最后

通过影响评估进行检查和验证（或不验证）。  
 
联合国评估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影响评估指南。25 
 
 
 
2.13 联合评估 
 

 

联合评估是指由多个实体对共同感兴趣的主题或共同资助和实施的计划或一

系列活动进行的评估工作。“联合”的程度各不相同，包括评估过程中的合

作，以及为合并报告汇集资源等。26 
 
任何评估均可作为联合评估进行。  
 

 
开发计划署越来越多地被要求进行联合评估。根据各个合作伙伴在评估过程中的合作程度，需

要与评估合作伙伴就以下方面进行讨论：  
 
 评估和采购应当使用谁的程序； 
 应采用哪些供资模式和来自不同缔约方的捐款；以及  
 如何管理和向各方报告这一进程。  

 
在国家层面上，联合评估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UNSDCF 评估，联合国若干组织和国家政府都有

参与。此外，开发计划署国别代表处可能希望与伙伴、政府和/或捐助者一道进行联合成果评

估。  
 

 
在24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开发计划署执行了 600 项分散评估，其中只有一项影响评估。 
25请访问：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33 
26请访问：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620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33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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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范围 
联合评估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益和挑战， 27这在 2014 年联合国评估小组联合评估资料包中得到

了强调，并在表 2 中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联合评估与其他评估相比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规

划、实施和完成，并且需要评估利益相关方之间做出更多的协调努力和承诺。评估过程中的所

有步骤，例如就职责范围达成一致、选择评估团队、对启动报告和终期报告进行评论，都需要

联合进行。  
 
表 2。联合评估的优势和可能的挑战 

优势 可能的挑战 
• 提高客观性和合法性 • 术语不同 
• 更广泛的范围和情况 • 拟订职权范围 
• 相互能力发展和同行学习 • 协调安排的复杂性 
• 帮助培养集体责任感 • 伙伴之间的权力差异 
• 促进联合国评估办公室和各股之间的费

用分摊和伙伴关系意识 
• 较长的时间框架 

• 有助于制定始终如一的政策信息 • 调查结果可能不涉及个别机构的问责要

求 
• 提高公信力，更广泛地掌握调查结果和

建议 
• 后续责任分散会削弱评估影响 

• 建立协调与合作 • 多部门数据解释起来可能更复杂 
• 通常会产生质量更高的评估  
• 可能有助于减少所进行评估的总数，从

而降低对受援国的交易成本和行政要

求。 

 

 
管理和执行 
以往联合评估的经验为有效联合评估提供了以下经验教训和建议：28本节的附件中提供了一份

检查清单，有助于计划和组织任何联合评估。 
 
 保持简单和轻松的管理结构 
 在早期阶段让一个由四五个（或更少）机构组成的核心小组参与以推进此进程是至关

重要的 
 界定明确的作用和责任 
 决定采用哪些评估准则 
 明确任何捐助者或资助机构的评估要求和流程。 
 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因为联合评估需要全职协调、管理和研究支持 
 制定并实施良好的沟通和参与战略，使各机构参与进来  
 同意对评估小组保持统一口径 
 确保提供充足的资金，包括应急预算（如果传播和后续行动实际上没有预先提供资

金） 
 尽早开始编写职权范围 
 在职权范围中尽可能具体地说明评估的宗旨和目标 
 确保所有伙伴组织/机构尽早开始为评估小组收集相关信息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起草职权范围、挑选评估人员、举行启动会议，并审查启动报告草

稿和终期报告。 
 

 
27请访问：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620 
来自联合国评估小组，2014 年28，联合评估资料袋。 http://uneval.org/document/detail/1620  

http://uneval.org/document/detail/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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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评估采用与其他评估相同的方法，但评估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得到各方的

同意。这些步骤在本节的附件中进行了描述。  
 

 

 

2.14 捐助者或多边组织委托进行的评估 
 
宗旨和范围  
捐助者资助的项目和方案可能需要评估，而且必须事先进行规划并列入项目文件。如果评估是

强制性的，则将在开发计划署与捐助者之间的协议中作出说明，项目合同将商定时间和供资事

宜。这些评估可由捐助机构或开发计划署直接委托进行。  
 
管理和执行 
捐助者委托进行的评估应协同规划和完成，包括制定范围和方法，并应事先与捐助者商定程序

事项。开发计划署应确保捐助伙伴在最后印发和完成之前分享报告草稿征求意见。 
 
这些评估应列入方案单位评估计划，并上传到 ERC 网站。开发计划署的所有评估均作为公开

文件处理，应通知捐助者。如果评估没有进行规划，并且没有列入评估计划，则必须对计划进

行修订，以纳入新的评估，并且必须上传给 ERC。  
 
具体适用于开发计划署和方案单位的建议、管理层回应和关键行动应在评估报告完成后 6 周内

上传给 ERC。其他与开发计划署无关的建议可从 ERC 中略去，尽管这些建议仍保留在评估报告

中。方案单位需要监测执行情况，并报告计划的关键行动的进展情况，直至这些行动全部完

成。 
 
方法和指导 
委托捐助者和组织可能有自己的评估指导文件和标准，这需要与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评估小组

的指导一起予以遵守。 
 
 

建设和平基金 (PBF) 项目评估 
 
宗旨和范围 
根据建设和平基金项目业务和财务结算指导说明，29独立项目评估是结束项目的要求之一。 建
设和平基金项目评估的目标在标准职权范围中列出，包括： 
 

 评估项目在以下方面的相关性和适当性： 
o 解决冲突的关键驱动因素和最相关的建设和平问题；  
o 与国家建设和平政策和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o 项目是否利用联合国在该国的附加值；以及  
o 该项目解决跨领域议题的程度，例如该国的跨界冲突动态、具有青年和性别视

角的问题。 

 
29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sites/www.un.org.peacebuilding/files/documents/pbf_guidance_note_on_project_closure_-
_2020.pdf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sites/www.un.org.peacebuilding/files/documents/pbf_guidance_note_on_project_closure_-_2020.pdf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sites/www.un.org.peacebuilding/files/documents/pbf_guidance_note_on_project_closure_-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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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建设和平基金项目在多大程度上为减少该国的冲突因素和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尤其是第 16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做出了具体贡献。 
 评估项目的效率，包括其执行战略、体制安排、管理和业务系统以及资金效益，特别

是通过联合项目在多个基金接受方之间分配劳动力。 
 评估建设和平基金提供的支助是否促进了女性、和平与安全议程，是否能够具体注重

女性参与建设和平进程，以及是否对性别平等负责。 
 评估项目是否已通过对冲突有敏感认识的办法加以执行。 
 记录从该项目中出现的良好做法、创新和经验教训。 
 为今后的方案拟订工作提供可执行的建议。  

 
管理和执行 
评估工作由受援机构管理，并在建设和平基金秘书处的监督下进行（如果有的话）。应提醒受

援机构了解评估要求以及为评估过程提供支持和监督的必要性，包括职责范围和评估可交付成

果。 建设和平基金指南强调需要确保与投资相关的充足预算，以支持高质量的评估，并且建

设和平基金政策规定至少 5-7% 的项目总预算专门用于监测和评估。  
 
方法和指导  
建设和平基金为项目评估的职权范围制定了模板，用来指导评估管理人员了解建设和平干预措

施评估的具体特点。建设和平基金项目评估可围绕以下类型的指导问题进行：  
 

相关性 
 该项目是否与解决冲突分析中确定的冲突驱动因素和和平因素有关？  
 在项目设计时，该项目是否适合该国的主要建设和平目标和挑战并具有

战略意义？在执行过程中是否继续保持相关性？ 

有效性  

 建设和平基金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预期目标并为基金的战略愿景

做出了贡献？ 
 建设和平基金项目在何种程度上实质性地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并支持

促进性别平等的建设和平工作？ 
 就地域和受益人目标而言，建设和平基金项目的目标战略的适当性和明

确性如何？ 
 项目监测系统是否在适当的成果层面上充分捕获关于建设和平成果的数

据？  
效率  项目内（包括受款人、执行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整体人员配备、

规划和协调的效率如何？项目资金和活动是否及时交付？ 

可持续性 

 建设和平基金项目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国家拥有的战略计划、立法议程

和政策中确定的更广泛的战略成果？  
 项目设计是否包括适当的可持续性和撤出战略（包括促进国家/地方所有

权、利用国家能力等）以支持项目结束后建设和平的积极变化？ 
 该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财务催化作用？ 

冲突敏感性 

 建设和平基金项目是否对冲突敏感性问题采取了明确的办法？  
 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受援组织的内部能力是否足以确保持续采取对冲突敏

感的办法？ 
 该项目是否对任何意外的负面影响负责？ 
 是否建立了持续的背景监测过程和允许监测意外影响的监测系统？  

 

建设和平基金还为 2019 冠状病毒病方面的评估工作编制了一份清单。30  

 

 
30请访问：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fund/documents/guidelines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fund/document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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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2： 欧洲委员会理事会评估指导文件 
 

▪ 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 (DG DEVCO)31  
▪ 欧洲民事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总司 (DG ECHO)32 
▪ 区域和城市发展总司 (DG REGIO)33  

 
31 https://ec.europa.eu/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our-impact/monitoring-and-evaluation_en  
32 https://ec.europa.eu/echo/funding-evaluations/evaluations_en  
33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policy/evaluations/guidance/  

https://ec.europa.eu/echo/funding-evaluations/evaluations_en
https://ec.europa.eu/echo/funding-evaluations/evaluations_en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policy/evaluations/guidance/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policy/evaluations/guidance/
https://ec.europa.eu/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our-impact/monitoring-and-evaluation_en
https://ec.europa.eu/echo/funding-evaluations/evaluations_en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policy/evaluations/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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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联合评估审议清单 
 
 
 
 
 
 
 
 
 
  

2.确定伙伴 

在早期阶段选择评价伙伴，以确保他们参与评价和拥有自主权。 

3.管理层结构 

联合评估的建议结构可包含一个监督评估进程的指导小组和一个较小的管理小

组，以确保顺利执行评估。 
 指导小组由来自每个伙伴组织和政府实体的代表组成。  
 指导小组核准职权范围，评价小组确保对评估进行监督，在最后评估判断中

实现平衡，并负责使用结果。 

4.工作分工 

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的高级管理层应在评估进程开始时就决策安排和分工与评估

伙伴达成一致。 
 这包括管理小组中由谁在评价过程中的每个后续步骤中起主导作用。 
 应当确定解决冲突的进程，以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5.起草职权范围 

由一方牵头起草确定工作范围的评估职责范围是切实可行的。草案应由伙伴组织

讨论和商定，并应在职权范围中列入并商定有关各方的利益。 

1. 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联合评估 

评估方案或项目是否值得联合评估很重要。  
 方案的重点是否涉及跨部门和机构的成果？  
 方案是否由多个伙伴共同资助？  
 联合评估是否会降低评价交易成本？ 
 能否评估项目（可评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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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定将采用哪些程序 

不同的组织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重要的是要灵活适应并留出额外的时间来适应

由于这些差异而造成的延误。执行机构可以： 
 同意使用一个机构的系统和程序来管理评价，或  
 将评估分为各个部分，并商定使用谁的系统管理哪些组成部分。  
无论采取何种办法，都将确定适当的模板、预算编制规范和方法，并报告最后定

稿的程序。这些方法应在评估开始前商定。 

7.供资方式 

如果开发计划署带头，首选的筹资方法应该是将合作伙伴的财政支持汇集到一个

基金（类似于信托基金）中，该基金由一个机构管理并涵盖与这项工作相关的所

有费用。或者，个别伙伴可以为评估的某些部分提供资金，而开发计划署则负责

其他部分。这种办法增加了交易和协调成本。 

8.挑选评估人员 

联合评估伙伴之一可以与其他伙伴协商，负责招募评估小组。另一种选择是让每

个合作伙伴贡献自己的评估专家。但是，应聘用经合作伙伴同意的评估组长，以

帮助评估工作的顺利执行、组织和终期报告的制定。关于征聘评估人员的指导，

请见第 5 节。 

9.报告传播战略 

对于联合评估，合作伙伴应同意他们有机会更正报告中的事实错误；如果无法解

决对调查结果和结论的分歧，应当在报告中提出不同意见；结论和建议应由评估

人员负责。然而，有时允许单独的评估产品等措施可能对具有某些责任或报告要

求的合作伙伴有利。 

10.管理对策、后续行动和执行建议 

所有管理人员都必须跟进开发署每份评估报告的结果和建议。合作伙伴需要就单

独和集体做什么达成一致，并决定建立后续机制来监控正在实施的变更的状态。

根据评估政策的要求，开发计划署可能会选择与开发计划署相关的建议，并准备

针对这些建议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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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评估计划 
 

 
 

 

评估计划是强制性的战略文件，概述为国别方案规划的评估，用于监测进

展情况。由于评估计划及其评估可为管理制定决策提供支持，它们应反映

方案优先事项。 

 
 

 
 

图 1。 评估计划的制定步骤 

 

 导言  
 
本节详细介绍了方案单位（如国家或区域代表处）如何能够制定其强制性评估计划，包括谁应

参与、计划应包含哪些内容、预算考虑事项以及如何在整个方案周期管理该计划等。1 
 
当方案单位在战略期间（例如国别方案期间）规划其活动时，还必须规划如何在各个层面（项

目、方案、成果等）上检查实现商定的发展目标和成果的进展情况。评估规划是必要的，以

便：(1) 在需要时支持路线更正；(2) 检查进展情况（在中期评估和审查的情况下）； 或 (3) 取
得成果（在终期或终期评估的情况下）。  
 
评估计划是战略文件，经常用来检查在商定评估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提出评估结果以支持变

革、收集援助知识，并为开发计划署的工作提供信息。当提交给执行委员会批准时，评估计划

 
1 本节将国家代表处国家代表处称为主要方案单位，但该指南同样适用于区域办事处等其他方案单位。 

第 3 节就如何制定和使用评价估划提供指导，该计划将对方案（如国家代表处的国别方案）

提供适当的评估范围。本节详细介绍了应列入评估计划的内容、计划的费用、审查和核准程

序，以及如何更新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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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为附件与国别方案文件 (CPD) 草案一起提交。2方案单位应确保评估计划是一种有效的学习

和问责工具，而不只是仅包含强制性评估的合规文件。  
 
评估计划应每年审查一次，并根据需要加以完善和调整。年初举行的国家代表处业务规划年会

为审查评估计划提供了好机会。此外，还强烈建议对评估计划进行正式的中期审查。  
 
 

 第一步：制定评估计划  
 
各方案单位必须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份定时的且经过充分计算费用的评估计划，同时考虑批

准每个国家、区域和全球方案文件。该计划应具有战略性、实用性和成本效益，包括不同类型

的评估（项目、方案、成果等），这些评估将为开发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在今后的方案编制中

产生最关键和最有用的信息。该计划应确保问责制和从执行工作中学习。  
 
在将计划提交给方案评估委员会 (PAC) 进行审查时，所有评估计划都必须附有评估理由：使用

简短的文案（最多 300 字）解释计划所列评估的理由。此文案只供内部使用，不应提交给执行

委员会。评估理由应解释：  
 
 评估如何促进学习和问责，以及实现战略成果。 
 评估如何充分和平衡地涵盖方案单位的工作领域。 

 
与国别方案制订进程一样，需要将政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纳入评估计划的制定工作。因此，

评估计划应当通过与国别方案相同的进程来制定。 
 

 

方案单位高级管理层领导制定评估计划，并对其执行情况负责。通常，方案

单位监测和评估 (M&E) 联络人在制定评估计划时与方案小组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进行协调，以确定应进行哪些评估以及为什么进行评估。区域评估联络人

也应参与审查国家代表处评估计划草案。 
 
 
 

第二步：评估计划内容  
 
在决定评估内容时，方案单位应首先确定拟议评估的目的，以及可能影响评估的相关性和

使用的其他因素（例如国家代表处的优先事项、新出现的参与领域或潜在的扩大规模机

会）。  
 
评估计划应反映国别方案的目标和成果，并采取平衡的办法，确保对所有方案领域进行评

估，以提供最广泛的负责和学习。  
 
应对照下列标准检查评估计划的内容： 
 

1. 计划进行的评估是战略性的： 
(a) 为决策制定和学习提供实质性资料的评估； 
(b) 涉及方案单位优先事项、新出现的参与领域、潜在的扩大机会和跨领域议

题的评估。3 
 

2. 评估覆盖面尽可能具有包容性和平衡性： 
 

2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Form
ulate%20Programmes%20and%20Projects_Evaluation%20Plan%20Template.docx&action=default 
3 例如，性别、预防危机和恢复、青年赋权、艾滋病毒/艾滋病、人权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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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评估计划包括一系列评估（成果、项目、专题和其他），以覆盖方案全方

面。4任何修订都应确保保留全面的评估重点。 
 

3. 包括所有强制性评估： 
(a)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UNSDCF）评估（每个联发援框架周期一次）5；  
(b) 全球环境基金（GEF）对所有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中型项目和大型项目的终

期终期评估；6 
(c) 全球环境基金对大型项目的中期审查； 
(d) 根据需要提供的适应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项目； 
(e) 捐助者/费用分摊协定评估。 

 
4. 纳入符合下列标准的项目评估：7 

(a) 计划预算或实际支出超过 500 万 美元的项目必须规划和开展中期和终期评估；
8 

(b) 计划预算或实际支出在 300 万至 500 万美元之间的项目必须规划和开展中期或

终期评估；9 
(c) 为期五年以上的项目 10必须规划和开展中期或终期评估； 
(d) 进入第二阶段的项目应规划和开展评估估；11 
(e) 正在考虑扩大规模的发展倡议应在扩大之前加以评估。 

 
5. 时间、费用、资源和先后顺序是切实可行的：  

(a) 评估计划应考虑整个评估日程表中评估的时间。在制定评估日程表时，重

要的是确保时间安排能够完成关键规划活动和执行股正在进行的其他评估，

例如成果评估、UNSDCF 评估和独立评估办公室进行的独立国别方案评估；  
(b) 日程表应确保评估不会“集中在一起”同时完成，例如在国别方案期结束或日

历年结束时（需要其他报告时），这将过度使用人力资源并影响监督； 
(c) 评估计划和日程表应考虑在 12 月之前完成评估工作并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  
(d) 评估费用应切合实际，并且为评估提供资金。详情见第 3.4 小节（费用计

算）。  
 

6. 已充分考虑了影响和制约因素： 
在概述评估计划和日程表时，应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例子包括选举（国

家和地方）、文化和宗教节日、雨季（可能影响旅行）以及种植和收获时间，因为社

区成员可能极为繁忙。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可用性和数据收集的范围。 

 
 

 
4 例如，如果方案单位高度重视/有大规模的灾害风险管理组合，则其评估计划应反映这一点。 
5 联发援框架的评估应列入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计划，因为这些评估为开发计划署提供了评估范围。然

而，人们认识到这些评估不受开发计划署控制，也不由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估办公室进行质量评估。 
6 全球环境基金中型项目是赠款资金不超过 200 万美元的项目，大型项目是赠款资金超过 200 万美元的

项目。 
7 国家代表处可根据合理理由要求区域评估协调中心放弃评估。同时，如果项目将作为成果、组合或主

题评估的一部分进行评估，则可能不需要单独进行项目评估。  
8 如果项目期限不到四年，则只需进行一次评估。  
9 这包括项目而不是发展服务。虽然建议各方案单位评估大型发展服务项目，但可以通过审计来达到交

付效率。  
超过五年的10项目如果尚未得到评估，应在六个月内进行评估。 
11 如果项目正进入第二阶段，建议通过实质性项目修订或新项目扩大成果。  



 

 

 

4 

 第三步：针对评估计划进行成本计算和确定来源  
 
从评估的要求和范围以及国家代表处预算的实际情况来看，评估计划的费用计算很重要，应该

切合实际。独立评估办公室 (IEO) 年度评估报告给出了全球以及区域层面（在附件中）不同类

型评估的平均年度成本，应将该报告用作指南，尽管国家代表处之间将有差异。  
 
方案单位应在评估计划中估算和说明每项评估所需的资金和资金来源。在估计评估费用时，必

须考虑到评估的范围、深度和持续时间，以及计划设立的评估小组的组成。  
 

 

评估的复杂性越高且范围越大，负责的计划股进行准备和评估小组收集数据

所需的时间越长，工作越详细，这将增加评估者的总体费用，从而增加评估

总成本。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评估小组的差旅费用。计划股在评估的范围和复杂性相对于可用资源方面应

切合实际。最后，方案单位应考虑传播费用，以更广泛地传播评估报告。  
 

 

资金不足的评估将严重制约其范围、成果、质量和可信度。在确定评估资金

来源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权力下放的国别方案评估/成果评估应在国别方案预算中留出资源。 或者，相关项目应

包含预算项目，以便为成果评估留出充足的资源。  
 项目评估应有针对评估活动（不包括监测活动）的预算项目。 

组合和专题评估可从各个相关项目中抽出资金来评估结果。 
 全球环境基金终期评估和中期评估准则提供了建议的预算大纲。 

个别评估预算考虑事项包括： 
 
 所有进行评估的评估人员或专题专家（国际和本国）的专业费用。聘请专业公司通常

会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 
 往返评估国家的旅行（如适用）。 

额外费用和非专业费用，例如在国内用于数据收集的每日生活津贴和终期费用。  
 访谈、实地访问、鉴定和传播讲习班的翻译费用。 
 评估期间在国内的差旅费（评估人员、翻译人员、开发计划署随行工作人员和其他参

与者）。 
 任何重点小组会议或数据收集会议费用（场地租用、点心、与会者交通费等）。 
 通信费用，包括编辑、出版和传播费用。 
 利益相关方、验证或评估咨商小组讲习班费用。 
 评估期间任何未知支出的额外应急费用。 

 
 
表 1。评估的预算考虑事项和计算 

A. 评估小组的费用 # 天 每日费率 费用共计 

专业费用 小组组长/评
估人员 1 

   

评估人员 2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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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国际） 评估人员 1    

评估人员 2    

共计    

每日津贴费用  
（现场时间） 

评估人员 1    

评估人员 2    

共计    

共计 A    

B. 评估执行情况和数据收集费用 # 费用 共计 

国内航班     

汽车租赁     

翻译     

与重点小组和讲习班有

关的费用 
    

其他费用      

共计 B    

C. 评估分配费用 # 费用 共计 

报告制作（编辑、设

计、印刷） 
    

报告传播（外联、航运

等）  
    

利益相关方会议     

共计 C     

评估费用共计 A+B+C 
 

 
如果雇用个人或一组人进行评估，则上述大部分费用将由开发计划署承担。如果开发计划署聘

请公司进行评估，一些费用（例如航班和每日津贴）可由公司代表开发计划署进行管理。  
 
必须要对评估进行充分的成本核算和预算编制，以便有充分的评估范围和持续时间进行评估，

并确保包括额外的附带成本。 
 
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必须在开始评估之前明确并商定预算和筹资预期与责

任。 
 
 

 

评估预算与监测预算分开，应在单独的预算项目下详细说明。2019 年评估政

策要求确定监测和评估预算。12 

 
 

 
12 请访问：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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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评估要求评估伙伴商定哪些程序应用于评估和采购、供资方式和不同各方的捐款，以及如

何管理和向所有各方报告这一进程。第 2 节附件 1 概述了这些考虑因素以及与联合评估有关的

其他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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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评估计划模板 
 

完整的评估计划模板（请见表 2）13将国别方案文件草案作为《附件 2 全额计算成本的评估计划》附在一起。14 

表 2。评估计划模板 

 
13 这一模板应附有一个简短的案文，解释计划背后的理由。  
14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Formulate%20Programmes%20and%20Projects_Eval
uation%20Plan%20Template.docx&action=default 

UNSDCF  

（或等价物） 
成果  

开发计划署战略计

划成果 
评估标题 

合作伙伴（联合评

估） 

委托进行的评估  

（如果不是开发计

划署） 

评估类型 计划完成评估日期 估计费用 临时资金来源 

从 UNSDCF/等价物

/CPD 逐字复制 
引用相关的战略计

划成果 
例如，中期成果评

估：能源和环境组

合 

列出所有伙伴，例

如联合国组织；政

府伙伴，例如国家

部委；捐助者等。 

例如，环境部；全

球环境基金 
例如，UNSDCF/等
价物、国别方案、

成果、专题、方案

/项目、全球环境

基金等。  

注: 评估工作的规

模和范围可能各不

相同，但所有评估

都应当有助于产生

成果层面的信息。

所有评估都应符合

联合国评估小组的

评估和性别标准 

例如，2015 年 6 月 

 

注：评估的时间和

性质将根据对每项

成果所依据的变革

理论的测试，由学

习和业绩需要来决

定 

考虑下列费用：  

评估人员和外部顾

问以及与其职责有

关的费用；专家咨

询小组成员（如

有）；差旅；利益

相关方协商；数据

收集和分析工具和

方法；用品（办公

室、计算机、软件

等）；通信费用；

出版和传播 

例如，项目预算；

捐助者；M&E 预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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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步：评估计划审查和质量保证进程 
 
所有评估计划都经过预备项目评审委员会 (PAC) 和总部 PAC 审查流程。审查人员使用评估计划

要求清单（见表 3）15来核实上文详述的该计划内容的标准和要求是否得到充分审议和列入。  
 
表 3。评估计划核对表 

#  质量保证标准 是 否 

1  评估计划是否已完成，即指出以下几点？ 
 发起单位  
 评估伙伴（仅用于联合评估）  
 评估类型（方案、项目、成果、专题、全球环境基金等） 
 计划的评估完成日期  
 评估是否与 UNSDCF 和战略计划成果相一致？ 
 估计预算和资金来源   

  

2 是否包括所有强制性评估？16 
 UNSDCF 评估  
 全球环境基金对所有由全球环境基金供资的中型项目和大型项目的终

期评估  
 全球环境基金对大型项目的中期审查 
 适应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所需项目 
 捐助者/费用分摊协定评估 
 预算或支出超过 500 万美元的项目 - 中期和终期评估 
 预算或支出在 300 万至 500 万美元之间的项目 - 中期或终期评估 
 为期五年以上的项目 -中期或终期评估 
 进入第二阶段或后续阶段的项目  
 正在考虑扩大发展举措的规模  

  

3 是否有简短的文案解释将评估列入计划的理由（最多 300 字）?   

4 国别方案内容是否具有包容性和均衡性？    

5 计划中评估的时间和顺序是否切合实际？   

6 成本计算是否适当反映了每项评估的范围、深度和持续时间？是否切合

实际？ 
  

 

另一个模板用于检查评估计划的范围和平衡（见表 4）。通过按年份、类型或成果对评估进行

分类，审查人员可以迅速查明评估方面的差距、没有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或一年中可能出现

大量评估从而对执行工作构成挑战的地方。  
 
表 4。评估计划调度清单样本 

计划进行的评估数目 

 
15 请访问： 
https://intranet.undp.org/unit/office/exo/sp2014/SP201417/PAC%20Library/2018/New%20guidance%20note
s/Sec%203%20Template%202%20PAC%20Evaluation%20plan%20checklist.docx 
16 例外情况和更多详情见第 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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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年 

 
2019 

第 2 
年 

 
2020 

第 3 
年 

 
2021 

第 4 
年 

 
2022 

第 5 
年 

 
（如果适

用的话） 

共计 

UNSDCF 评估（强制性）       0 

成
果

 

成果 1 评估    1   1 
成果 1 项目评估  1  1   2 
成果 2 评估   1   1 
成果 2 项目评估       0 
成果 3 评估   1   1 
成果 3 项目评估       0 

全

 全球环境基金终期评估 4 3 1 2  10 
全球环境基金中期评估      0 

 其他评估      0 

共计 5 3 5 2  15 

 
 
 
 

 第六步：完成和核准评估计划  
 

 
国家代表处高级管理小组必须审查并核可评估计划，然后再提交总部 PAC。 

 
评估计划一旦最终确定并通过预备 PAC 和全球 PAC 核准后，即可将国别方案文件作为附件附在

一起，并提交执行委员会核准。 
 

 

一旦国别方案文件和所附评估计划获得执行委员会批准，方案单位就应将每

项评估的细节上传给 ERC。评估计划还应作为支持文件上传到 ERC 项目单位

评估计划的“计划详细信息”标题下。17 
 

 

 
17 详情请见 ERC 用户指南，https://erc.undp.org/guidance 

 
计划细节（2016-2020 年） 

委托股：  
时长： 
现状： 

评论意见： 
计划文件：  

 

印度尼西亚 
2016-2020 年 
已发布 
2016-2020 年开发计划署  印度尼西亚代表处

评估计划 
5 月 30 日印度尼西亚评估计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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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修改评估计划  
 
 
一旦评估计划获得批准并进入 ERC 进行跟踪，区域局将使用该计划作为监测合规性的基础。  
 

 
评估计划不是静态文件，可能需要根据情况变化作出调整。  

 
作为项目单位盘点工作的一部分，应每年考虑对单独评估和评估计划进行调整。 经核准可以

作出的更改包括： 
 延长评估完成日期。  
 因背景变化（例如危机背景）而改变评估的范围和宗旨。  
 增加新的评估。新的项目可能需要进行新的和额外的评估，这些评估需要纳入评估计

划。  
 删除（在特殊情况下）。18  

 
对计划的任何调整，包括日期的更改、删除和增补，都需要有详细的理由支持，并由区域评价

联络人验证和批准。。在对评价计划进行修改时，还必须确保总体目标、范围、覆盖面和时间

安排仍能反映计划单位的工作，掌握其成果，并符合实施的实际。 
 

 

 评估计划应每年审查一次，并根据需要加以完善和调整。年初举行的年度国

家代表处业务规划会议提供了审查评估计划的好机会。 

 
作为年度审查的一部分，各方案单位还应确保所有已完成的评估连同管理层的回应均已上传给 
ERC，并确保所有管理层的回应和关键行动都是最新的。 
 
方案单位应在通过 ERC 做出和要求调整计划之前与区域评估联络人讨论可能发生的变化。个别

项目评估的改动，特别是删除，应当与项目管理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等同等机构讨论、商定和

记录。 M&E 联络人可通过 ERC 提出更改请求。区域评估联络人将审查这些请求，并视需要批

准或拒绝。  
 
强烈建议对评估计划进行正式中期审查。中期审查期间对评估计划的修改可确保： 
 

(a) 评估计划保持平衡，以某种方式涵盖国别方案文件的各个方面；  
(b) 所有完成日期都切合实际并且可以实现； 
(c) 所有新的评估都已包括在内；以及 
(d) 所有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都是最新的。 

 
评估计划的变化都被记录并保存在 ERC 中，各方案单位可以在整个评估计划期间看到变化和调

整的全貌。如果延长国别方案期，这一变更也必须反映在 ERC 中。  
 
 

 第八步：监测合规性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删除18评估：(a) 评估被错误地列入计划或评估报告中心，例如重复；(b) 计划完成日

期已不在国别方案期间，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将被删除并添加到下一个评估计划；(c) 将评估合并为其

他评估，例如成果、专题或区域评估；(d) 可用资金过于有限，无法使评估工作可用或可信；(e) 安全、

政治、环境、健康或社会状况使得评估无法安全进行或达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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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单位 M&E 联络人与区域评估联络人共同监测评估计划的执行情况，以确保完成评估工作，

得到管理对策，并采取关键行动。  
 
政策和方案支持局监督评估计划的总体合规性以及管理层回应和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并与区

域局进行跟进，以确保及时执行和报告。  
 
独立评估办公室每年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某一年度计划的评估次数、已完成的数目、评估计划的

变化次数以及这些变化的原因。独立评估办公室还报告管理层对建议和已完成的关键行动的回

应。  
 
表 5。均衡的评估计划实例 

国家 UNSDCF 

分散国别

方案评估  
成果 其他 项目 

全球环境基

金项目（终

期与中期评

估） 

共计 

柬埔寨，2019 年 
 至 2023 年 1 1 3 1 8 5 19 

菲律宾，2019-
2023 年    2 1 7 10 20 

乌克兰，2018-
2022 年   1 4   12 5 22 

肯尼亚，2018-
2022 年   1 2  6 6 1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4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47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47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47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47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3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3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3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plans/detail/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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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执行和应用 
 

 
各方案单位委托进行的评估开发流程包括本节详细概述的以下四个关键步骤。  

 
图 1 评估流程的关键步骤 

 

 

 评估执行情况 
 
角色和职责  
 

 

所有评估都应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并有良好确立和沟通的角

色和职责，包括负责监督整个评估流程的评估经理。由谁来担任此职将取决

于方案单位内现有的人力资源。 为避免利益冲突，评估经理不能担任所评估

的方案/项目的经理。 
 
本节界定和描述评估团队的主要成员。 
 
  

第 4 章提供有关分散性评估的执行的详细指导，首先说明评估经理和其他参与者的角色和职

责。下列小节包括：评估前步骤，例如检查评估准备情况；为评估做准备；管理评估和评估

团队；利用评估，包括准备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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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发起方：就这些准则而言，评估发起方是要求进行评估的机构或实体，在此情况下为开发

计划署。在开发计划署内部，高级经理“负责”评估计划，依据此计划来进行分散性评估。评估

发起方（例如国家代表处驻地代表）任命评估经理，并核准最终的职权范围 (TOR)。 
 
方案/项目经理：这是负责接受评估的计划、成果、组合或项目（“评估项”）的经理。1方案/
项目经理在执行评估方面应发挥支持作用，但为了确保独立性和可信度，不会管理评估工作。

他们将按要求提供文件和数据，支持总体评估和评估经理，并制订有关使用评估结果的明确计

划。  
 
评估经理：评估管理应与方案/项目管理分开。如果开发计划署执行办公室有一个监测和评估 
(M&E) 专家或联络联络人，他们就应当发挥评估管理作用。如果没有此类职位，应由高级管理

层（例如驻地代表）指定一名评估经理。  
 
评估经理可建议最终签署和核准评估流程的所有方面，包括：(a)确保可评估性；(b)评估职权

范围；(c)评估团队的结构和招募；(d) 启动报告；(e)协调对评估报告草稿的评论；(f)最终评估

报告。 
 
对于联合评估，可能有来自伙伴机构的一名联合发起方和联合经理。在评估流程的可评估阶段

之前，应商定评估管理结构、角色和职责。  
 
方框 1： M&E 联络人、专家或官员的作用 
 
无论 M&E 联络人/专家/官员是否为评估评估经理，他们仍应确保所有评估 （结果、项目、纵向

供资项目（全球环境基金 [GEF] 和绿色气候基金 [GCF]）、捐助者项目评估等）的质量。 
 
M&E 联络人/专家/官员应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前批准每个阶段，包括： 
 
 制定和审查评估职权范围，确保它们符合开发计划署指导要求； 
 审查并核准评估启动报告，确保报告符合开发计划署的要求； 
 审查并建议接受评估报告草稿和最终评估报告； 
 审查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此外，M&E 联络人或专家在评估资源中心 (ERC) 维护方案单位评估计划，包括： 
 
 根据需要，上传评估计划和更新； 
 管理评估计划的变更，并获得区域评估联络人的批准； 
 在规定时限内，向评估资源中心 (ERC) 上传评估文件（职权范围、评估报告等）； 
 上传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每季度更新一次； 
 向管理层报告对评估计划的遵守情况、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完成情况以及质量评估结

果。 
 

评估顾问小组：评估发起方和评估经理应考虑设立一个由主要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组成的评估

顾问小组。这些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可以支持评估工作，并在流程的关键阶段提出意见和指导。

评估顾问小组确保评估流程的透明度，并加强结果的可信度。  
 
区域评估联络人监督国家代表处评估计划的执行情况，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核准对计划的

任何调整，并确保国家代表处履行计划中所作的评估承诺。区域评估协调中心还向国家代表处

（主要提供给管理层和 M&E 联络人或专家）提供评估执行方面的技术指导以确保履行评估计

 
1通常，这包括国家计划评估的高级管理层、全球计划评估的全球计划经理、成果评估的成果主管和/或项目评估的

计划官员（计划团队领导者、计划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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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下的承诺，并确保评估工作可信、独立并具有所需质量。中央局级别的评估联络人具有同样

角色，对中央局的评估计划和变更上传到 评估资源中心 (ERC) 的情况进行监督。 
 

在没有专门的 M&E 官员或专家的国家代表处，区域评估联络人应向指定的 M&E 联络人提供额

外支持。技术支持可包括：就制定职权范围提供建议，包括纳入性别别平等观点；招募评估员；

启动报告的反馈意见；执行评估；最终完成评估；以及对评价评估报告草稿和管理对策提供反

馈。在评估流程中出现争议时，区域评估联络人是主要联系人。 
 
关于评估执行中的角色和职责的更详细情况见第 5 章。 
 
表 1 详细说明整个评估流程的角色和职责以及预期的完成时间表。 
 

表 1 评估流程核对表 

步

骤 
活动 时间表 职责 

1 可评估性检查 拟议启动之前的六个月 

 评估发起方 
 评估经理 
 M&E 专家/官员或联络人 
 计划/项目官员 

2 

职权范围 (TOR)草
案 

在拟议启动之前三至六个月 

 评估发起人 
 评估经理 
 M&E 专家/官员或联络人  
 评估顾问小组 
 计划/项目官员 

最终职权范围 
 在职权范围完成后两周内上传

到评估资源中心 
 M&E 专家或联络人  

招募评估团队 拟议启动之前的一个月或更早 

 评估发起人 
 评估经理 
 M&E 专家或联络人 
 运营团队 
 计划/项目官员 

3 

启动报告审查 
根据职权范围（合同签署后 2 至 4 
周） 

 评估发起人 
 评估经理 
 M&E 专家/官员或联络人  
 评估顾问小组 
 计划/项目官员 

数据收集和实地访

问 
根据职权范围和启动报告  评估团队 

报告草稿审查 
根据职权范围和启动报告，在收

到后立即开始  
启动报告 

 评估发起人 
 评估经理 
 M&E 专家或联络人  
 评估顾问小组 
 计划/项目官员 

审计报告和评论 根据职权范围和启动报告  评估团队 
最终报告完成 根据职权范围和启动报告  评估团队 
最终报告上传 ERC 在收到后两周内上传 ERC  M&E 专家或联络人  
管理对策和关键行

动 
项目和成果评估：最终报告后的 6
周内 

 评估经理  
 评估顾问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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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DCF 评估：在最终报告后两个

月之内 2 
 计划/项目官员 

管理层的最终对策 

在收到最终评估报告后 6 周内上传
ERC 
UNSDCF 评估：在最终报告后两个

月之内 

 M&E 专家或联络人 

4 

每季度就关键行动

采取后续措施 
每季度末更新 ERC 
 

 评估经理 
 M&E 专家或联络人，根据方案

单位提供的意见 
管理对策和关键行

动已结束 
所有计划行动已完成后或五年之

后 
 M&E 专家或联络人 

 

 

方案单位可确定每个阶段的时间安排和时间表。然而，已确定完成日期和上

传给 ERC 的日期。 

 
2 UNEG 2012 年准则，《UNEG 关于编制管理层对 UNDAF 评估的回应的指南》为最终敲定管理对策提供了两个月的

充裕时间。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212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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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可评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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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评估前 -- 启动评估流程 
 
检查评估的计划/项目的“可评估性”或准备情况 
 

 

可评估性评定检查评估项目、方案或其他干预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可靠

和可信的方式进行评估。它要求尽早审查拟议的项目、计划或干预措施以

确定其目标是否得到充分界定、其结果是否可核查。 

 

/或 M&E 联络人共同进行。项目的关键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国家对应方）

应充分参与评估工作的制定，并为评估设计和成果（包括可评估性评估）作出贡献。 
 
表 2 提供一份核对表来指导可评估性评估，并着重说明为推进评估工作可能需要改进和加强的

领域。  
 

表 2 可评估性核对表 

  
是 否 

1.  评估主题是否有明确界定的变革理论？对于哪些举措将接受评估，是

否有共同的理解？ 

  

2.  对于受评估的举措，是否有明确界定的成果框架？是否已明确界定目

标、成果说明、产出、投入和活动？指标是否符合 SMART 标准？3 

  

3.  
是否有足够的评估数据？这可能包括基线数据、对一组目标的监测中

收集的数据、有充分记录的进度报告、实地访问报告、审查和先前评

估。 

  

4.  

鉴于不断变化的环境, 计划的评估是否仍然具有相关性？评估的目的和

范围是否已明确界定，是否由利益相关方共享？谁对哪些评估问题感

兴趣？鉴于项目设计以及可能获得的数据和可供评估使用的资源，这

些问题是否切合实际？ 

  

5.  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是否允许按照设想有效执行和使用评估？ 

  

6.  是否有足够资源（人力和财力）分配来用于评估？ 

  

 
 

 
3 具体、可计量、可指定、相关且有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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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上文一个或多个问题（1 至 3）的答复是“否”，则评估仍然可以进行。

方案单位管理层、评估发起方、评估经理和/或 M&E 联络人或专家以及利益相

关方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更新，使计划/项目处于接受评估状态（这可能会

延误执行）。应当与执行伙伴合作，更新成果模式和框架以及总体文件。一

个管理和监测良好的计划/项目应在评估时满足这些先决条件。 
 
评估的相关性（问题 4）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因为项目或成果领域的重要性由于资源调动限

制、组织或国家背景的变化而降低，导致开发计划署的重点减少。  
 
如果政治和经济状况（问题 5）不允许团队有意义地进行评估，开发计划署管理层可能与国家

级利益相关方一道，决定等待确保实现一个更有利环境。评估可能需要灵活的数据收集方式和

方法以适应出现的问题（例如不断变化的实地访问地点）。在危机情况下（见方框 2），此类

决定应基于对背景的良好和最新分析以确保评估与迅速变化的局势相关。应仔细评估安全情况

（评估员、工作人员和受访者的安全）等因素，以及评估对现有紧张局势的潜在影响。 
 
方框 2： 危机环境中的规划、监测和评估 
 
如果在危机环境中（涉及冲突和灾害）实施一项举措，这将对包括规划、监测和评估在内的

计划编制的所有方面造成后果。总体而言，这些准则中介绍的规划以及 M&E 方法和机制可

转用于危机环境，并附有若干重要提醒： 
 
• 危机局势是动态的，开发计划署的计划编制应迅速应对在此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重大变

化。因此，应不断分析和监测此情况以确保计划拟订工作仍然具有相关性。应记录各种

变化，以便对发展举措相关性和适当性的监测和评估考虑到设计和执行这些举措时的不

稳定情况。这将涉及持续的局势和冲突分析。 
 

• 危机局势的特点是不同当事方之间（可能）的高度紧张。因此应在计划编制的所有方面

（包括规划、监测和评估方面），对危机和冲突保持敏感以确保实质和流程都降低或至

少不会加剧不同当事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计划工作人员、受益人和 M&E 工作人员的安

全可能是一个持续关注的问题，应不断监测所有参与者的风险分析，并作为因素被纳入 
M&E 活动中。 

 
• 重要的是保持“大局观”，考虑项目和计划如何与更广泛和平流程联系起来，对于预防冲

突和建设和平的计划拟订尤其如此。规划、监测和评估应始终考虑这一点以避免项目在

实现预期结果方面“成功”，但是对更广泛和平没有影响或具有消极影响。 
 
“预防危机和复原背景的规划、监测和评估纲要”会提供进一步指导。4其他资源可用于支持

危机和人道主义背景下的评估。5  
 
还提供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 的具体指导，为在脆弱和危机环境中进行评估提供工具和方

法。6  
 

 

 
4 ALNAP，2016，“人道主义行动评估指南”， https://www.alnap.org/help-library/evaluation-of-humanitarian-action-
guide 
5 ALNAP 网络在其网站 https://www.alnap.org/ 上为危机环境中的评估提供了进一步指导和工具。  
6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covid19.shtml  

https://www.alnap.org/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covid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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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设计和批准国别方案文件 (CPD) 和评估计划时，已分配足够资源（问题 6）。如果不

能为整个评估工作提供足够资源，则更谨慎的做法是，在获得足够资源之前推迟执行，而不要

推进资源不足且可能因范围、效用和可信度下降而受影响的评估工作。  
 
推迟评估：如果发现项目、计划或成果没有准备好接受评估而需要推迟，可以调整评估计划的

完成日期。应将调整和理由提交给 ERC，供区域评估联络人审查和批准。 
 
删除评估：方案单位应尽一切努力执行评估计划中的所有评估。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从评

估计划中删除评估（见第 3.8 节）。如果认为评估不再相关或预期不会达到可评估性要求，则

开发计划署高层和方案单位管理层应同 M&E 联络人或专家和项目经理一起审查和批准此删除，

确保计划或项目委员会已批准此删除。应将删除请求以及明确而详细的理由提交给 ERC，供区

域评估联络人审查和批准。评估计划的所有变动都将被记录在 ERC 以支持和加强对计划执行情

况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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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步：评估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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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步：评估准备 
 

 
图 2 筹备评估的步骤 

 
在起草评估计划时，应与合作伙伴商定评估的资金预算和来源，并在计划中予以详细说明。  
 
 应在项目和计划文件中详细说明项目评估预算。GEF 项目为中期审查和终期评估提出

预算建议。  
 成果评估预算可以来自国家代表处代表处资金，也可以由项目和计划提供部分资金。 

 

 

预算要现实，能够支持可信和独立的评估，从而为本组织带来可用成果。预算

减少或受限将限制评估的范围和深度，并可能限制评估的使用和可信度。独立

评估办公室 (IEO) 的年度评估报告为全球和各区域的不同评估方法提供平均预

算。这些可以被作为参考。7 
 
评估预算考量包括： 
 所有开展评估工作的评估员或专题专家的专业费用。雇用专业公司时往往会有额外费

用。 
 旅费, 包括往返评估国以及国内的航班（适用于评估员、笔译员、开发计划署随行工作

人员和其他参与者）。 
 额外费用和非专业费用，例如数据收集所用的国家时间的每日生活津贴以及终端费用。  
 与讲习班（利益相关方、验证或评估顾问小组讲习班）和重点小组或数据收集会议有

关的任何会议费用（如地点租用、小吃、与会者交通费用等）。 
 约谈、实地访问以及验证和传播讲习班的翻译费用。 
 通信费用，包括编辑、出版和传播费用。 
 评估期间产生的未知支出的额外应急费用。 

 
本指南第 3 章包括评估预算模板。 
  

 
8 访问地址为：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
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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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职权范围 
 

 

职权范围 (TOR)是一份书面文件，已界定评估的范围、要求和期望，并在整

个评估期间充当指南和参考点。 

 
高质量的职权范围 (TOR) 应明确且有重点，为评估团队提出明确任务，说明正在评估的内容和

原因，谁应参与评估流程以及预期的产出。职权范围 (TOR) 应该因每项评估的具体情况和目的

而异。由于职权范围 (TOR)在确定评估报告的质量标准和使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当

为编写这些标准分配足够的时间。 

 
被选定的评估的成果、项目、专题领域或任何其他举措，以及评估的时间、目的、期限、可用

预算和范围，将决定 TOR 的许多实质内容。然而，由于一项评估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鉴于现

有资源，制定 TOR 会涉及对评估的具体重点、参数和产出作出策略性选择。 

 
应由评估经理参考评估发起方的意见而拟订职权范围 (TOR)初稿，并将其与评估顾问小组分享

以供审查和评论。区域评估协调点和其他具有必要专门知识的人员可就职权范围 (TOR)草案发

表意见以确保它们符合公司质量标准。  

 
编写 TOR 以及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可能是一项耗时的工作。因此，建议在拟议开始评估之前的

三至六个月启动此流程，这取决于评估的范围和复杂程度以及所涉利益相关方的数量。 
 
TOR 模板旨在帮助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根据符合评估良好做法的评估质量标准而制定开发计

划署。在起草职权范围 (TOR)时，方案单位应考虑评估如何涵盖开发计划署的计划编制质量标

准（见方框 3）。8  
 
TOR 应在评估方法上保持足够灵活性以便评估团队确定收集和分析数据所用的最佳方法和工

具。例如, 职权范围可能建议使用问卷、实地访问和访谈，但评估团队应该可以与评估经理和

主要利益相关方协商以修订该方法。应商定做法上的这些变化，并将这些变化明确反映在启动

报告中。 

 
 
  

 
8 访问地址为：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
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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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3： 开发计划署计划拟订质量标准 

 

战略性 

计划拟订优先事项和成果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符合开发计划署战略计划，并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UNSDCF) 保持一致。计划和项目基于明确的分析，并得到证据和

变革理论的支持。后者说明为什么被确定的办法最合适，而且最有可能取得或促进预期的发展

成果以及伙伴的贡献。认真考虑了开发计划署相对于合作伙伴的作用。定期重新评估发展背景

下的新机会和变化，并酌情作出任何相关调整。  

相关性  

计划拟订目标和成果符合国家需要和优先事项，也符合通过让受排斥和/或边缘化群体参与而

获得的相关反馈。计划拟订战略考虑到发展挑战与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性别分析纳入其中

以充分考虑女性和男性的不同需求、作用以及获得/控制资源的情况，并采取适当措施来解决

这些问题。计划和项目定期收集和审查知识和教训，以便为设计、调整以及酌情改变计划和行

动提供信息，并计划扩大规模。  

原则性 

所有计划拟订都应用人权、性别平等、复原力、可持续性等核心原则，不抛弃任何一个。社会

和环境可持续性得到系统整合。尽可能避免可能对人和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以其他方式尽量减

少、减轻和管理对人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在此可以找到完整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管理和监测 

结果和产出已在适当级别得到界定，与变革理论一致，并具有 SMART、注重成果的指标、以及

具体基准和目标、查明的数据源。酌情使用促进性别平等的按性别分列指标。在计划或项目成

果框架中，采用了《战略计划》综合成果和资源框架的相关指标。综合、计算成本的 M&E 计
划已得到制定和实施以支持循证管理、监测和评估。查明威胁和机会方面的风险，并采取适当

计划和行动来管理这些风险。计划和项目的管理已得到界定，并已明确其作用和责任，提供定

期的积极监督，从而为决策提供信息。 

高效 

计划规划预算合理、有效，计划规划的设计和执行包括各种措施来确保有效利用资源。计划和

项目的规模和范围与现有资源和资源调动工作一致。计划包括考虑扩大规模，并与其他相关举

措建立联系以取得更大影响。采购规划会尽早进行，并定期接受审查。监测和管理包括分析和

行动以提高交付具有所需质量和及时性的所需产出方面的效率，例如国家代表处对国家执行模

式的支持。费用全部得到收回（见 费用收回政策）。 

有效 

计划拟订的设计和执行参考了相关知识、评估和经验教训以制定战略并为课程改正提供信息。

系统地查明和接触目标群体，优先考虑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群体。结果一致地对性别分析做出

回应，并按性别标记得到准确评定。经理利用监测数据来作出决定，最大限度实现预期成果。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在相关时得到应用，并反映在成果框架中。已进行必要的执行伙伴评估，

执行方式与结果一致。  

可持续性和国家自主权 

计划拟订工作是与相关利益相关方和国家伙伴协商完成的，它们在整个计划拟订周期参与决

策、执行和监测工作。计划拟订工作包括评估和加强国家机构的能力和可持续性。如果相关，

定义并实施一项国家系统的使用战略。监测包括酌情使用相关国家数据来源。成果的可持续性

是通过追踪能力指标以及执行过渡和扩大规模计划来实现的。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operations1/undp-social-and-environmental-standards.html&data=02|01|richard.jones@undp.org|0db05fe0ae864f8072e708d64b0c189b|b3e5db5e2944483799f57488ace54319|0|0|636778912646202985&sdata=4Fi2k0l6o6WoN1WUSZt6cImU9IzBbiz98JYglO/IaO8=&reserved=0
https://eme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FRM_Resource%20Planning%20and%20Cost%20Recovery_Cost%20Recovery_Cost%20Recovery%20from%20Other%20Resources%20-%20GMS.docx&action=default&data=02|01|richard.jones@undp.org|0db05fe0ae864f8072e708d64b0c189b|b3e5db5e2944483799f57488ace54319|0|0|636778912646202985&sdata=75cGuLdwu+rnX2DBbKL/JJbb791hsJ9UJ9KHuqH9dCw=&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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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范围 (TOR)至少应涵盖以下所述要素（详见附件 1）。  
 

1. 背景和环境 
 详细说明社会、经济、政治、地理和人口因素（在方案/项目设计和评估时）。 
 清楚描述有待评估的干预措施（规模和复杂性）。 
 详细说明项目受益者（性别、残障、弱势群体和人权问题）。 
 现时的成果、产出、主要成就、成果和变革理论。 

 
2. 评估目的、范围和目标 
 详细说明为何进行评估、谁将使用评估结果和建议或对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 使

用评估结果和建议。  
 定义评估的参数和重点。 
 包括性别平等和对女性赋权、残障和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见方框 4）。  
 

3. 评估标准和关键问题 
 可以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相关性、一致性、

9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标准（见第 2 章）来界定评估问题。10  
 列入评估中要答复的具体问题。所有问题都应明确、准确界定且可管理。 
 至少列入与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有关的一个评估问题，最好是每个评估标准

至少有一个问题。 
 包括与残障和其他交叉问题有关的评估问题。11 

 
4. 方法 
 考虑总体方式和方法。 
 包括数据源、建议的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可灵活地由评估团队加以改进）。 
 参考资金分析要求和资金来源。 
 应要求评估团队提供处理性别特有问题的方法并纳入 SDG。  

 
5. 评估产物（主要交付品） 
 详细介绍主要评估产物，其中可包括：  

(a) 评估启动报告，包括工作计划和评估时间表；  
(b) 供评论的评估报告草稿；  
(c) 审计线索，详细说明如何处理意见、问题和阐述；  
(d) 最终报告（处理意见、问题和阐述）；  
(e) 任何专题介绍或其他知识产物。 

 所有评估产物都需要处理性别、残障和人权问题。 
 

6. 评估团队的组成和所需能力  
 说明评估团队的结构和所需评估员的人数。 
 详细说明评估员和评估团队每个成员所需的具体技能、知识和专长、能力和特点。  
 必须具备性别专门知识和能力。  
 至少一名评估团队成员或顾问小组成员需要具备残障人包容方面的知识或经验。 

 
9 协调一致是 2019 年推出的 OECD DAC 评估新标准。 对于开发计划署，“协调一致”不是一项必要标准，但如果认为

相关，可加以考虑。 
10 访问地址为：http://www.oecd.org/dac/evaluation/daccriteriaforevaluatingdevelopmentassistance.htm。我们建议涵

盖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以确保评估范围完整。如果委托单位选择不使用一项或多项标准，应

在职权范围 (TOR)中明确说明，包括省去的原因。  
11 技术说明。联合国残障人包容战略的实体问责框架。访问地址：

https://www.un.org/en/disabilitystrategy/resources  

http://www.oecd.org/dac/evaluation/daccriteriaforevaluatingdevelopmentassistance.htm
https://www.un.org/en/disabilitystrateg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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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道德操守 
 评估顾问将遵守最高的道德标准，并在接受任务后必须签署道德行为保证书。  
 开发计划署的评估是按照联合国评估小组（UNEG）道德评估准则中概述的原则进

行的。12 
 

8. 管理和执行安排 
 说明管理和执行结构，并界定参与评估流程的各方的角色、主要职责和权力划分。  
 概述不同评估产物的反馈机制。 

 
9. 评估流程的时限 
 详细说明规划的评估天数以及为整个评估团队分配的天数。  
 还应包括评估时间表，包括下列日期：(a)开始评估；(b)评估交付品；(c)实地工作

和数据收集；(d)完成评估。 
 

10. 提交流程和甄选依据 
 详细说明申请的结构和程序、所需支持性文件和提交文件以及申请的审查标准。 

 
11. 职权范围 (TOR) 附件 -- 支持性背景文件和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的链接  
 干预成果框架和变革理论。 
 关键利益相关方和伙伴。 
 有待审查和查阅的文件。 
 评估矩阵模板。 
 评估报告格式概要。 
 道德行为保证书。 
 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强调 

• 启动报告模板（第 4 章） 
• 评估报告模板和预期内容（第 4 章） 
• 质量评估流程（第 6 章） 

 
 

 

将在评估质量保证中评估职权范围 (TOR)。概括的上述所有要点均符合评级制度

（附件 6）。 

 
  

 
方框 4： 将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的观点纳入评估职权范围 (TOR) 
 
原则上，开发计划署进行或委托进行的所有评估都必须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并力求满足

《性别平等和对女性赋权的全系统行动计划 (UN-SWAP)》业绩指标的要求 13（详情见第 6 
章）。  
 
重要信息：如职权范围 (TOR)所述，将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纳入评估范围是关键的第一

步。即使评估主题在设计中对性别问题没有敏感认识，也应当进行促进性别平等的评估。  
 

 
12 访问地址：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13 访问地址：https://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key-
tools-and-resources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s://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key-tools-and-resources
https://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key-tools-and-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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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G 的指导文件“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评估工作”14提供了示例来说明如何将这些要素纳

入评估目的、目标、背景和范围的定义，以及如何将性别维度添加到标准评估标准。还提供

定制的评估问题示例。（附件 2） 
 
是什么使评估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度？ 
 
促进性别平等包括并涉及评估审查的内容以及评估工作的执行方式。 这意味着： 

• 评估性别和权力关系，包括不平等、歧视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结构和其他原因、因

干预而发生变化的程度； 
• 采用一个包容、参与性和尊重所有利益相关方（权利持有人和义务承担者）的流

程。  
 
性别敏感度评估通过提供信息来说明发展计划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女性和男性并促进实现这

些承诺，从而促进对性别平等、人权以及对女性赋权承诺的问责。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发展

计划，而不仅仅是针对性别的工作（请参阅联合国女性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有关如何管理性别

敏感度评估的评估手册，2015 版）。15 
 
性别敏感度评估方法包括哪些内容？ 
 
• 评估明确方法中如何处理性别问题，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如何纳入性别考量，并确

保按性别分列所收集的数据 
• 评估方法采用混合方法，适合评估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方面的考量 
• 评估工作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和流程（即三角化、验证）来保证包容性、准确性和可信度 
• 如果适当，评估方法和采样框架针对受干预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

多样性。 
• 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都考虑到道德操守标准，所有利益相关群体都受到诚信对待并为其

保密。16 
 
重要信息：在整个 TOR 中，需要纳入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的观点。  
 

 
在适用情况下，评估需要考虑《联合国残障人包容战略》和《技术说明》所述的残障人问题。
17方框 5 详细说明需要处理的要素： 
 
方框 5： 将残障问题纳入评估工作 
 
• 评估职权范围 (TOR)充分关注残障包容问题。 
• 评估团队拥有残障包容问题的相关知识和/或经验。 
• 评估问题涉及残障包容度的不同方面。  
• 评估利益相关方映射和数据收集方法涉及残障人及其代表组织。 
• 评估结果和分析提供关于残障包容度的数据和证据。 
• 评估的结论和建议反映关于残障包容问题的调查结果。  
 

 
14 访问地址：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980 
15 访问地址：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5/4/un-women-evaluation-handbook-how-
to-manage-gender-responsive-evaluation  
16 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评估方法关键要素的进一步指导，见 UNEG 的“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评估工作”指导文件的

第 37-41 页和第 91-110 页。访问地址：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980 
17 访问地址：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980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5/4/un-women-evaluation-handbook-how-to-manage-gender-responsive-evaluation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5/4/un-women-evaluation-handbook-how-to-manage-gender-responsive-evaluation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980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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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 终期评估和中期审查有自己的职权范围 (TOR)结构和要求。这些结构和要求包括与 GEF 相
关的额外要求。GEF 终期评估和中期审查准则中，概述了这些要求。18 
 
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质量评估流程，所有 TOR 都接受由 IEO 进行的评估后质量评估。关于

职权范围 (TOR)的五个质量评估问题的详情见第 6 章。 
 
所有职权范围 (TOR)都上传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并可按评估类型及其质量评估评级来搜索 
TOR。下文方框 6 详述可用作指南的职权范围 (TOR)示例。19  
 
方框 6： 职权范围 (TOR)样本 
 
国家计划评估职权范围 (TOR) 
 尼泊尔，2020 年，国家计划文件中期审查 

 
成果评估职权范围 (TOR) 

• 萨尔瓦多, 2019, 评价开发计划署对国家和地方各级公共投资的规划和实施的能力建

设的贡献及其对基本保健服务的普遍覆盖和获得的影响  
• 坦桑尼亚，2019 年，民主治理成果中期评估  
• 哈萨克斯坦，2018 年，哈萨克斯坦国家计划成果评估 2016-2018，经济多样化为就

业不足、青年和社会弱势女性和男性提供不错的工作机会 
 

项目评估 TOR 
• 孟加拉国，2020 年，宽容的包容性孟加拉 (PTIB) 项目的伙伴关系最终评估 
• 尼泊尔，2020 年，关于 2015 年地震严重影响的脆弱社区弹性重建和恢复的最终评估 

(EU II)  
• 海地，2020 年对热雷米促进社会凝聚力项目的最终评估  
• 朝鲜，2020 年，项目结束评估：通过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加强社区复原力  

 
 

 评估的佐证文件 
 
一旦确定评估范围，评估经理将在项目或计划经理的帮助下汇编基本文件，然后将其提供给评

估团队。可以开展初步案头工作以收集关于合作伙伴的活动和产出、开发计划署相关的既往援

助以及项目、计划或成果的当前背景的信息。表 3 更详细地说明需要提供的信息的类型和来源。 

 
18 访问地址：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  
方框 6 中提供的19 TOR 样本是依据质量评估评级而选择的。只选择评为满意 (5) 或高度满意 (6) 的职权范围 (TOR)。
将努力每年更新这些信息。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2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61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7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576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625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1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1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1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409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8409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


 

 
 

17 

表 3 评估团队的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 信息说明 

国家、区域和全球计划成果框架

和变革理论 
 处理开发计划署计划在三至五年期间取得的主要成果  
 国家和区域级别的相关变革理论 
 CPD 提供背景信息以及开发计划署对特定国家发展的看法  

监测（定期报告、审查、指导委

员会会议记录）和评估报告 
 IEO、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政府或其他发展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委托编写的有关主题的评估报告 
 年度和季度进度报告、实地访问报告以及其他成果和主要计划或项目文件  
 可将 ERC 用于寻找开发计划署其他单位就类似专题进行的相关评估 

关于伙伴举措进展情况的报告  说明合作伙伴在实现同一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报告，以及有关它们如何建立与开发计划署的伙伴关

系的战略信息  
官方来源的数据  可从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内）获得关于成果进

展情况的信息  
 在许多情况下，国家采用的 DevInfo 系统和国家统计机构的网站是国家统计信息的良好来源  
 应尽可能提供按性别和其他相关社会类别分列的数据 

研究论文  政府、非政府组织 (NGO)、国际金融机构和学术界的研究论文可能已涉及与评估的结果有关的专题 

国家、区域和全球报告   可从各种报告（如国家人类发展报告 (HDR)、国家 SDG 报告）以及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际金融

机构和联合国组织发表的其他报告中找到数据。 
 国家战略和行业战略以及进度报告 
 关于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状况的报告可能有用,例如 HDR 的 性别不平等指数 20 

财务和管理信息   来自 Atlas、审计、企业规划系统、执行快照、综合工作计划、透明度仪表板（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

的相关报告 
 一些企业工具提供与评估有关的财务和其他管理信息。其中包括交付、资源调动和人力资源管理 
 计划和项目质量保证报告 

国家级别的其他来源 

 
20访问地址：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GII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GII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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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区域和子区域项目和计划的

报告 
 这些报告表明这些项目和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对开发计划署和合作伙伴为取得成果作出的贡献进行补

充。 

全面交付为一个面向国家和结果

的年度报告中的 CPD 或联合国

发展援助伙伴关系 (UNDAP)  

 面向结果的年度报告每年汇总对每个成果有贡献的项目、计划、次级计划和软援助的贡献  
 还包括以下信息：主要产出、战略伙伴、伙伴关系战略、前几年报告的进展、成果指标的质量、进一

步工作的必要性和基线信息 
UNDAF/UNSDCF、UNDAP 以及

国家计划年度审查和共同国家评

估（CCA）以及评估  

 这些文件包括关于国家发展情况的基线信息、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其他组织的伙伴关系和联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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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和排斥敏感性和基于权利的办法 
 

开发计划署评估以公平、公正、性别平等和尊重多样性原则为指导。21在适当情况下，开发计

划署的评估会评定各项举措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其在特定国家的各种发展努力处理了这些原则；

并将开发计划署对性别主流化和基于权利的方法的承诺纳入其设计和执行。  
 
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是评估任何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计划）在所有领域和各级对女性

和男性的影响的过程。这项战略使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关切事项成为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

政策和计划的设计、执行、监测和评估的一个整体层面，使女性和男性平等受益，不会让不平

等长期存在。  
 
开发计划署评估工作应评估开发计划署举措在设计、执行和成果中对解决性别平等问题考虑的

程度，以及女性和男性是否能够按预期程度平等获得计划的惠益。同样，评估工作应涉及开发

计划署在多大程度上倡导平等和包容性发展原则，同时应考虑到残障问题，并有助于支持和满

足特定社会中处境最不利和最弱势人群的需求。  
 
基于权利的发展方式要求确保发展战略推动权利持有人的要求和义务承担者的相应义务。此方

式强调必须解决这些权利尚未实现的直接、根本和结构性原因。公民参与的概念是一种主张权

利的机制，是总体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适当时，评估应评估一项举措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权

利持有人主张权利以及义务承担者履行义务的能力。  
 
评估还应根据评估的重点，处理贯穿各领域的其他问题。 
 

 选择评估员 
 
选择评估员，对于评估的质量和可信度至关重要。开发计划署根据该组织的采购规则和条例，

通过竞争和透明的程序来挑选评估员。22团队构成中应考虑的专业知识领域包括：  
 
 在进行和管理评估方面有专业知识和经验。 
 在数据分析和编写报告方面有相关经验。 
 具有开发计划署专题领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具体视评估的重点而定。 
 在性别平等、残障问题、基于权利的办法和能力发展等领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 
 了解国家/区域的情况和背景。 

 
方案单位可根据评估的范围和资源及其复杂程度而选择：  
 

(a) 国内或国际的评估员； 
(b) 由国内和/或国际专家组成的评估员团队；或  
(c) 提供评估员或团队的公司。  

 
在通过公司获取评估服务时，执行机构仍应审查拟议团队成员的资格以确保他们满足评估的需

要。  
 
筛选过程应至少在拟议开始评估前一个月开始，但建议提前开始，因为对出色评估员的需求

很高，而且并非总是在请求时能找到合适人手。 

 
21 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 2019，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22 详见计划与运营政策和程序 (POPP)，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BSUnit.aspx?TermID=254a9f96-b883-
476a-8ef8-e81f93a2b38d&Menu=BusinessUnit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BSUnit.aspx?TermID=254a9f96-b883-476a-8ef8-e81f93a2b38d&Menu=BusinessUnit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BSUnit.aspx?TermID=254a9f96-b883-476a-8ef8-e81f93a2b38d&Menu=Business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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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由至少两名评估员组成一个团队，最好分别是本国和国际评估员。这将使评估员能够比较

笔记，核实收集和记录的信息的准确性，分担与更多人面谈的工作，相互交流想法。此外, 评
估团队应尽可能在性别和地域组成方面实现平衡。  
 

 
方框 7： 评估员数据库 23 
 
整个开发计划署有若干个评估员数据库，可以提供具有部门、区域和国家级别经验的评估员

的详细情况。 寻找评估员需要考虑在评估估（包括数据分析和编写报告）、相关专题领域

和交叉领域（例如性别平等、残障问题、基于权利的办法、能力发展和国家/区域专业知

识）的知识和专业知识。 
  

 全球政策网络 (GPN)/ExpRes 名册 24 
 
GPN/ExpRes 名册是一个招募和部署机制，在 21 个概况和 79 个次级概况中保留经过技术审查

的顾问以支持开发计划署国家代表处、方案单位和伙伴机构的工作。2019 年，建立了一个

类似的名册，用于对基金供资的纵向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和审查，目前包括 40 多名经审查的

候选人。 
 
ExpRes 名册招募流程 

 通过 GPN/ExpRes 部署请求表提交请求。 在评论部分，可以提及希望考虑的任何具体候

选人的姓名。 

 部署团队将分享简历 (CV)，以便你在不需要正式案头审查的危机相关任务中进行非正式

排名。对于非危机任务，将采用快速评分指数。 

 在排名后，部署团队将检查人员档期情况并与现有最高级别的候选人联系以便根据名册

上的费用与他们进行谈判并签订合同。 

 所提供候选人的“最低”费用范围将保持在“最高”费用范围的 30% 以内。例如，如果价格

最高的咨询人每天收费 $500，那么价格最低的顾问选项不能低于每天 $350。 国家代表

处可选择收费不超过下一最合适候选人 30% 的专家，只要他们是最佳的技术选择。 

 由于名册上提供了收费信息，因此不需要提出任何财务建议。部署团队将就更长任务

（一个月以上）的费用谈判提供指导。收费不得超过名册上公布的费率。 

 将与部署团队分享已签署的合同。也需要共享任何合同修订以确保累计总额保持在 
$100,000 以下。如果案例需要提交给当地的合同、资产和采购委员会或区域采购咨询委

员会，也需要共享这些核准文件。 

 必须通过 GPN/ExpRes 评估或合同评估表格提供对每位专家工作的反馈/书面评估。 

 
 区域评估员名册 

 
一些区域服务中心维护数据库和评估员名册，可供方案单位查阅和使用。这些资料

会定期更新。此外，区域评估联络人可以就寻找合适评估员交流意见和经验。 
 

 
ERC23 包含一个基于推荐的评估员数据库。这不是经过充分审查的顾问名单。被列入此名册的顾问由在 M&E 领域工

作的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推荐，或者他们是从事开发计划署的一项评估工作的团队成员。UNDP IEO 与数据库中的

任何顾问没有维持长期协议。因此，雇用单位必须在遵循开发计划署采购程序方面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 
24 该名册由全球政策网络/ExpRes 管理。  

https://eur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intranet.undp.org/unit/cru/rrsg/Lists/Deployment%20Requests/Item/newifs.aspx&data=02|01|sujeeta.bajracharya@undp.org|8450339733b34ea38ff908d81e6ec174|b3e5db5e2944483799f57488ace54319|0|0|637292808331606358&sdata=l+ykzzUezt6NCctso2PDY/FbtetveQnY2Is1JtvLDWk=&reserved=0
https://eur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intranet.undp.org/unit/cru/rrsg/Lists/Deployment%20Requests/Item/newifs.aspx&data=02|01|sujeeta.bajracharya@undp.org|8450339733b34ea38ff908d81e6ec174|b3e5db5e2944483799f57488ace54319|0|0|637292808331606358&sdata=l+ykzzUezt6NCctso2PDY/FbtetveQnY2Is1JtvLDWk=&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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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资源中心 
 
IEO 通过 ERC（需要特定登录信息）提供评估专家数据库。方案单位也可加入此数据

库。可按名称、专题领域、区域和国家搜索此数据库，它还可将评估员与其在开发

计划署的评估工作联系起来。此数据库未经审查，方案单位需要请求提供参考资

料。  
 
可以使用所有报告的一般搜索来搜索不在主数据库中的评估员。如果他们已承担开发计划署

的评估，且其工作是在 ERC 内，可以找到这些报告及其评估的质量评估审查评分。按区域、

国家或主题领域搜索 ERC 也可能会发现可用的专家和评估员。  
一份名为“使用 ERC 和质量评估分数寻找优秀评估者”的指导说明也被提供。目前正在编制一

份 25新名册。 
 

 
为了确保评估的可信性和可用性，方案单位必须确保评估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并确保他们没

有利益冲突（见方框 8）。  
 
 

 

评估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以任何方式为评估的项目、计划、UNDAF/UNSDCF 
工作或做出贡献。同样，评估员今后也不可能在评估的领域签订合同。在这

两种情况下，评估员都无法对评估主题提供客观和公正的分析。 
 
 
方框 8： 评估中的利益冲突源 

 
由于过去的参与而导致的利益冲突  
 
开发计划署委托单位不得指派顾问来评估以前曾参与过的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成果、部

门或专题领域（无论是设计、执行、决策还是筹资）。根据此原则，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

（包括设在区域中心和总部各单位的顾问、公务员或可能与方案或项目直接或间接有关的 
NGO 雇员）不应参加评估团队。  
 
更广泛而言，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应考虑执行多重任务是否会造成利益冲突。许多顾问和评

估员在其职业生涯中为开发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承担了许多任务。这可能包括不同级别的多

个机构的评估和咨询角色的混合。方案单位应判断高度依赖开发计划署工作的顾问是否可能

妨碍这些单位进行公正评估。ERC 可以提供一名评估员最近进行的评估的历史记录。  
 
因未来可能参与而引起的利益冲突  
 
方案单位必须确保评估员不会向即将评估的项目或结果的方案单位提供任何服务（与评估主

题有关或无关）。评估员随后不应参与执行作为评估对象的计划或项目。同样，评估员不应

参与设计他们评估的项目的后续阶段。 
 
评估员披露任何潜在利益冲突的义务 
 

 
25 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Guide-finding-good-evaluator.pdf 

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Guide-finding-good-evalua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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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员必须向开发计划署和利益相关方通报任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评估报告应述及任

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并说明减轻任何不良后果的措施。如果在评估期间发现或出现利

益冲突，该组织应决定是否应解雇评估员和/或终止评估。  
 

 
良好做法是在参与前，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伙伴分享潜在候选人的简历。这将有助于确保

此选择没有潜在的利益冲突或反对意见。与以前曾与候选人合作的同事和伙伴谈话来核对参考

资料，从而核实其作为评估员的能力。ERC 和质量评估评级进一步检查评估员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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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管理评估 
 

 
图 3。评估管理阶段 

 

 向评估团队通报情况 
 
为了保障独立性，执行机构应确保对评估工作的实施不受干扰，但这并不排除对评估团队的任

何合作、支持或指导。成功的评估需要委托单位向评估团队提供良好的合作和支持。  

方案单位、评估经理和项目经理的支持作用包括： 

 向评估团队简要介绍评估的目的和范围，并解释开发计划署及其利益相关方对评估流程

和产物所需质量标准的期望。就评估的职权范围 (TOR)和目标达成共同理解。 
 向评估团队提供相关的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准则，包括评估报告的质量标准、针对评估

的 联合国评估小组（UNEG） 准则和标准以及质量评估指南。特别是，评估员必须理解遵

守 UNEG 评估员道德准则所规定的道德原则的要求，并签署联合国系统评估员道德行为保

证书。26  
 确保向评估员提供所有相关信息。如果他们在获取对评估至关重要的信息方面遇到任何

困难，请提供必要支持。  
 向评估团队提供初步伙伴、利益相关方和受益人信息。虽然评估团队负责确定希望会见

的人，开发计划署不能干涉其决定，但是可以提出进一步建议，并为接触伙伴、利益相

关方和受益者提供便利。  
 组织启动会议，向评估顾问小组以及其他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介绍评估团队，并为初步接

触提供便利。  
 支持安排访谈、会议和实地访问。方案单位应支持联系，并视需要发出面谈请求以确保

会议举行。 
 就工作计划和启动报告（包括评估团队拟订的详细评估方法）提出意见并确保质量。  
 确保顾问、利益相关方和随行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的安全（特别在危机情况下）。评估

团队成员应通过有关的联合国安保考试，了解和遵守有关的安保议定书，包括通过联合

国安全和安保部关于现场 II 基本安保 27和现场高级安保的培训课程。28  

 提供辅助信息 
 
在上述介绍会议和简报之后，评估团队将对所有相关报告和数据进行彻底的案头审查。这些资

料应由方案单位及时提供，并应尽一切努力在编写启动报告和数据收集任务之前获取缺失的报

告和数据。 
 

 
26 UNEG，《评估道德行为保证书》，访问地址：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27 访问地址：https://training.dss.un.org/course/category/1 
28 访问地址：https://training.dss.un.org/course/category/2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s://training.dss.un.org/course/category/1
https://training.dss.un.org/course/categor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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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启动报告 
 

 

启动报告是评估员在初步审查有关文件之后编写的一份书面文件。它规定评

估中应采用的概念框架。它包括对评估目标、变革理论、评估问题和可能的

子问题的理解，界定方法，提供关于数据来源和数据收集、取样和关键指标

的信息。  

评估员将开始评估进程，对执行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案头审查和初步分析。评估员应根据职权

范围 (TOR)、与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评估经理（顾问小组）的初步会议和案头审查而编写一份

启动报告。在任务开始时，评估经理需要与评估团队领导者分享开发计划署的启动报告模板。

这包括说明所评估的内容，并说明评估员对倡议应如何运作的逻辑或理论的理解，包括战略、

活动、产出和预期成果及其相互关系（见方框 9）。 

 

启动报告应阐明问题和了解评估的目标和范围，如所需资源和交付时间

表。在任何数据收集或现场任务之前，应在现阶段处理发现的任何问题或

误解。 
 
委托单位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应审查和确保启动报告的质量、其遵守 TOR 和评估目标的情况，

以及与评估团队进行的讨论。需要根据职权范围 (TOR)中的时限提交启动报告，通常是在合同

签署后两至四周提交。 
 

 

启动报告是评估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评估经理和顾问小组必须充分

注意该报告。应安排一次单独会议或通话以讨论评估的方法。启动报告需

要由评估经理/顾问小组正式核准，然后才能开始进行实地访问。 
 
 
 
 
 
方框 9： 启动报告内容 
 

1. 背景和环境，说明对有待评估的项目/结果的理解。 
2. 评估目标、目的和范围。明确说明评估的目标和有待审查的倡议的主要方面或要点。  
3. 评估标准和问题。评估将用于评估业绩的标准和理由。应列入和商定将会见的利益相

关方和访谈问题，以及拟议的实地访问时间表。 
4. 可评估性分析。说明基于正式（明确产出、指标、基线、数据）和实质性（查明问

题、变革理论、成果框架）方法的可评估性分析以及对拟议方法的影响。 
5.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详细说明在整个评估流程中如何评估、审议和分析贯穿各领域的

问题。说明应具体说明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将如何纳入性别考量，确保收集的数据按

性别和其他相关类别分列，并利用各种不同数据来源和程序来确保纳入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包括纳入最弱势群体。 
6. 评估办法和方法，突出说明拟采用的概念模型，并说明拟采用的数据收集方法、29来源

和分析方法，包括选择这些方法的理由（如何为评估提供信息）及其局限性；数据收集

工具、工具和协议；并讨论其对于评估和取样计划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7. 评估矩阵，确定关键的评估问题以及如何通过选定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 
8. 主要里程碑、交付成果和责任的已订正时间表，包括评估阶段（数据收集、数据分析

和报告）。  

 
29 附件 2 概述了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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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详细的资源要求，与工作计划中详述的评估活动和交付品挂钩。包括需要开发计划署

提供的具体援助，例如为访问特定现场办事处或地点作出安排 
10. 准则中详述的草案/最终报告概要，并确保质量和可用性（见下文）。商定的报告大纲

应符合本准则概述的质量标准和第 6 章概述的质量评估要求。 
 

 

 

 评估和数据收集任务 
 
一旦商定启动报告，并列出拟与评估团队面谈或会晤的利益相关方和受益人的详细名单，开发

计划署应拟订与评估团队商定的会议的详细工作计划。  
 
为确保独立性和保密性，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不应参加任何利益相关方或受益方会议。访谈

和会议是保密的，评估报告不应将任何陈述或调查结果分配给个人。 

 
实地访问之后，在起草评估报告之前，评估团队应向开发计划署项目/方案和管理团队通报初

步结果。也可安排向主要利益相关方和评估顾问小组通报情况。这提供了机会来在编写评估报

告之前，讨论初步调查结果和处理任何事实错误或误解。 

 

 报告草稿和审查流程 
 
评估经理最终负责评估的质量，并应计划审查任何报告的相关性和准确性以及审查其是否符合

职权范围 (TOR)。评估经理需要与评估团队领导者分享开发计划署评估报告模板，并向他们通

报 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质量保证制度。如果在评估过程中较早分享了模板，建议提醒评估团队

领导者遵守该模板。 

一旦提交评估报告初稿，评估经理和评估顾问小组应确保报告的质量并提供评论。  

评估报告应按逻辑编排，包含基于证据的调查结果、结论、经验教训和建议，并以使信息易于

获取和理解的方式呈现此报告。质量评估报告应：  

 具有简明扼要的执行摘要（最多四页）。 
 结构合理完整。 
 充分说明正在评估的确切内容和原因。 
 包括对项目设计、变革理论或成果框架的分析。 
 查明用户关注的评估问题。 
 解释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步骤和程序。 
 承认在进行评估方面存在的局限和限制因素。 
 确定评估所涉目标群体，是否通过干预解决目标群体的需要，以及原因。 
 应对性别平等和对女性赋权、残障和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在回答问题时，提出有可靠证据支持的调查结果。 
 根据证据，就调查结果得出结论。 
 提出从结论中得出的具体和可用建议。 
 与报告使用者一起编写，并说明他们将如何利用评估。 

 
评估报告的标准大纲 

附件 1 提供关于评估报告标准大纲的更多信息。简言之，评估报告的内容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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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和开页，详细介绍所评估的项目/计划/成果和评估团队。 
2. 项目和评估详情，包括项目名称、Atlas 编号、预算和项目日期以及其他关键信息。 
3. 目录。 
4. 首字母缩写和缩略语列表。 
5. 执行摘要，最多四页的独立部分，包括质量标准和保证评级。 
6. 导言和概述，解释所评估的对象和原因。 
7. 说明所评估的干预行动，为读者了解所评估举措的设计、一般逻辑、成果框架（变革

理论）和其他相关信息提供基础。 
8. 评估范围和目标，明确解释评估范围、主要目标和主要问题。  
9. 评估方式和方法，详细说明选定的方式和方法。  
10. 数据分析，说明程序，这些程序被用于分析收集来回答评估问题的数据。  
11. 调查结果和结论，根据对所收集数据的分析以及从这些结果中得出的结论，列出评估

结果。  
12. 建议。报告应向报告的预定用户提出有关采取的行动或作出的决定的合理数量的实际

可行建议。  
13. 经验教训。报告应酌情在职权范围 (TOR)中提出要求时，列入关于从评估干预中吸取的

经验教训的讨论。  
14. 所有调查结果、结论、建议和教训都需要考虑 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残障问题和

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15. 附件。至少应包括： 

a. 评估的职权范围 (TOR)。 
b. 评估矩阵和数据收集工具  
c. 面谈或咨询的个人或团体名单，以及访问的地点。 
d. 审查的辅助文件列表。 

 
 

 

在审查评估报告及其结构和内容时,评估经理应考虑 IEO 用来评估 30评估报告质

量的质量评估评级的要求。有关质量评估流程和标准的更多细节见第 6 章。 

 
 
GEF 终期评估和中期审查有自己的报告要求，可在其评估准则中找到这些要求。31  

 

 评估审查流程 
 
对评估报告草稿提出意见  
 
评估经理应协调将所有意见、问题和阐述请求汇编成一份文件，在商定的时间表内与评估团队

分享。这应包括开发计划署、评估顾问小组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贡献和评论。  

 

 

评估经理必须确保评估报告草稿反映职权范围 (TOR)，涉及启动报告，包括在

初期阶段商定的问题，并检查事实准确性。 

 

 
30 访问地址：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section-6.shtml  
31 访问地址：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gef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section-6.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g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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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评估“审计线索”文件中提供关于评估草案的评论、问题、建议和澄清请求，而不是直接在

报告草稿中提供（见表 4）。如果发现事实错误或对方法的误解，应提供文件以支持评论和请

求。 

 
评估员或评估团队应通过评估审计线索文件，对这些评论作出答复。如果调查结果有纠纷，应

通过评估审计线索来记录这些意见，并努力达成一致。如果开发计划署仍然不同意评估报告中

的调查结果、结论或建议，管理对策中应明确予以说明，并说明分歧的支持性理由。  

 
评估审计线索不是评估报告的一部分，不是公文，而是完成评估报告的流程的一部分。评估审

计线索不应被列入最终报告或上传给 ERC。在委托单位和/或利益相关方不同意调查结果的一

些情况下，报告中可以就分歧作出说明。  

表 4 审计线索表格模板 

 
章节编号 

 

 
段落编号/ 

行号 
 

 
评论 

 
评估团队的回应和/

或采取的行动 

    
    

 
方案单位不应对评估报告作出任何调整，而应通过管理对策来解决对调查结果、结论或建议的

任何分歧。  
 

 投诉、纠纷解决和报告不当行为 
 
投诉和纠纷解决 
 
评估员与接受评估者之间的分歧并不罕见。审计线索为强调评估的问题提供一个途径，也让评

估员可以提供进一步证据以支持其调查结果。  

如果仍然存在纠纷，开发计划署或评估团队都可以在其信函 (evaluation.office@undp.org) 中，

向进行评估的区域的区域局副主任（包括独立评估办公室（IEO））提出任何重大关切问题。  

区域副主任将确保及时作出反应，公正地解决问题并寻求解决所有纠纷。  

关于订约方纠纷解决的更多详情，见开发计划署计划以及运营政策和程序 (POPP)。32 

报告不当行为 

开发计划署认真对待对所有指控的不当行为的报告。根据处理不遵守联合国行为标准问题的开

发计划署法律框架，审计和调查处是接收指控的主要渠道。33 

强烈鼓励任何人通过调查热线 (+1-844-595-5206) 来报告此信息或其他不当行为。 

 
32 访问地址：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SU_Individ
ual%20Contract_Individual%20Contract%20Policy.docx&action=default 
33 https://www.undp.org/accountability/audit/investigations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315&Menu=BusinessUnit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315&Menu=BusinessUni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SU_Individual%20Contract_Individual%20Contract%20Policy.docx&action=defaul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SU_Individual%20Contract_Individual%20Contract%20Policy.docx&action=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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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调查热线举报不当行为的人可以选择留下相关联系信息或保持匿名。然而，不能匿名举报关

于工作场所骚扰和滥用权力的指控。 

在向调查热线报告时，鼓励人们尽可能具体，包括说明何人、何地、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这些

事件的基本细节。具体的信息将使审计和调查办公室（OAI） 能够正确调查指称的不当行为。 

调查热线由代表开发计划署的独立服务提供商管理以保密，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不同方式免费

访问此热线： 
 

1. 网上转介表单（你将被转至独立的第三方网站。） 
 

2. 电话 - 接听方付费 单击此处以获得全球电话号码（口译员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在

美国，则拨打 +1-844-595-5206 
 

3. 直接向 OAI 发送电子邮件：reportmisconduct@undp.org 
 

4. 平信 
 

副主任（调查） 
审计和调查办公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 Plaza, DC1, 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为确保评估员充分了解开发计划署的投诉、纠纷解决和不当行为举报流程，应在签署合同时向

评估员提供详细信息。附件 3 详述所有评估员合同中应列入的标准表。 

 

 

 

 

 

 

 

 

http://undp.ethicspoint.com/
https://secure.ethicspoint.eu/domain/media/en/gui/104807/phone.html
mailto:reportmisconduct@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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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利用评估 - 管理对策、知

识共享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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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利用评估  
 

 编写管理层对分散性评估的对策 
 

我们为什么要编写管理对策？ 

 

管理对策是一种正式机制，用于确保利用评估结果、结论、教训和建议。管

理对策应有助于所评估的干预措施、所涉组织和机构的效力、学习和问责。 

 

开发计划署的所有评估都必须为每项建议编写管理对策。这确保通过深思熟虑的后续行动，有

效利用评估结果和建议。 

管理对策应包括详细行动，并着重说明何时负责每项关键行动的机构或单位。  

总部、IEO 和区域局密切监测管理对策和关键后续行动以确保从评估中吸取教训。编制管理对

策不应被视为一次性活动。在设计新的项目、计划或确定成果时，应记录和反映从管理层反应

进程中得出的经验。管理层对最终项目评估（具体针对已完成的项目）作出对策的过程，使主

要利益相关方能够思考项目成果，并产生适用于特定项目之外的教训以支持方案单位的其他活

动、项目和成果。  

管理对策是什么？ 

第一，管理对策概述方案单位是否接受每一项建议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建议。方案单位可以完

全接受、部分接受或拒绝一项建议, 而且必须为此提供理由。  
 
 完全接受：完全同意整个建议，并将寻求采取行动予以落实。 
 部分接受：同意建议的一些要点。管理对策应详细说明同意的要点和意见纠纷的要点，

并说明为何认为部分建议无效。 
 拒绝：管理层必须说明为何拒绝这项建议，而且不对其采取后续行动（答复中无需包

括关键行动）。 
 
关键行动 

 

在全部或部分接受建议时，需要管理层作出相应对策和采取关键后续行动。  

 
各项建议可以包含若干关键行动，确保评估建议得到落实。关键行动必须： 
 明确说明行动的性质以及如何落实这些建议。 
 指明负责执行关键行动并对其执行负责的各方（单位或组织）。 
 有时限、明确的最后期限和完成时间表。理想情况是，关键行动应在评估后 18 个月内

完成。 
 数量合理以利于执行、追踪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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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项目委员会内讨论和商定管理层对评估建议的对策和关键后续行动（如果相关）。如果

开发计划署或其执行伙伴不同意某项建议，它们可以在管理对策中说明这一点，无需增加关键

后续行动。  
 

 

需要商定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并在评估报告完成后六周内被输入到 ERC。
管理对策模板见附件。 

 
 
方框 10： 职权范围和建议 

重要的是，评估职权范围 (TOR)明确要求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并预见到实际的后续行动和执

行。同时，职权范围 (TOR)应要求提出一套实际可行建议，其数目(7-10)可以管理，在审查报

告草稿时，评估员应考虑将建议归入大领域标题以确保这一点。  
 
如果建议太多，它们可能难以执行和管理，而且将大大增加资源来：(a) 制定管理对策和关

键行动；(b) 向 ERC 输入建议、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c) 监测和报告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

执行情况。 
 

 

联合项目管理对策 

对于联合项目和 UNSDCF 的评估，开发计划署应在制定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方面与项目伙伴进

行合作和协调。开发计划署各方案单位只负责针对它们的建议，只应为这些单位制定管理对策

和关键行动。 
 
监测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 

M&E 专家或联络人负责监测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并通过 ERC 报告所取得的成就。这项工作

应每季度进行一次, 应对 ERC 进行相应更新，并酌情提供佐证文件。区域局还监督和监测执行

情况，并就执行情况与方案单位一起采取后续行动。ERC 可用于监测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承诺

的执行情况。  
 

 

IEO 在年度报告中报告了已完成、启动、逾期或被认为不再适用的管理对策

和关键行动的数目。  

 
 

 

评估政策要求管理层对所有评估作出对策，而不论评估的举措的状况如何。

管理对策模板见附件。 

 

 最终评估报告发布 
 
所有评估计划和评估报告必须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34评估资源中心 (ERC) 是一个开放的

信息网站，可供所有人查阅评估计划和评估。关于评估资源中心 (ERC) 的一些信息仅供开发计

 
34 访问地址：https://erc.undp.org/ 

https://erc.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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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署内部使用，并要求 IEO 提供访问权。每个方案单位可指定若干评估资源中心 (ERC)联络人。

这些联络人将在整个网站获得不同许可权来上传和访问数据，以便监督。 
 
需要访问权以上传评估计划、TOR 和评估。通常，M&E 联络人或官员可以使用自己的开发计

划署电子邮件和密码来获得 ERC 的此访问级别。 
 
对于已完成的评估，只需上传下列文件： 
 
 在 TOR 完成后两周内上传评估的最终 TOR。 
 在商定和完成报告后两周内上传最终评估报告。  
 与评估报告一起上传支持性附件（如果不是主要报告的一部分）。 

 
无需上传其他文件。评估审计线索和启动报告不应被上传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方案单位应

记住评估资源中心 (ERC) 网站是公共的，因此只应上传最终文件。文件不应包含评论或跟踪变

化，最好上传为 PDF 文件，尽管 Word 文件也是可接受的。因此： 
 
 评估审计线索不应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  
 启动报告不应单独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 

 
一旦评估完成并上传，需要更新先前输入的信息，包括完成日期、评估支出和评估团队成员的

个人姓名和角色。更多信息见评估资源中心 (ERC) 指南。35 
 
建议、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下列信息也需要由评估经理在下列时间表内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 
 
 在最终报告上传后（在完成后两周内），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评估建议已被输入到评

估资源中心 (ERC)。 
 在收到最终评估报告后 6 周内，将评估管理对策输入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 
 将评估关键行动与管理对策一起输入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 

 
将建议逐个输入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不应作为一组建议加以削减和照搬。个别建议、管理

对策和关键行动分别得到报告和跟踪，因此必须被单独输入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如果 TOR 
要求评估团队得出教训，也应上传这些教训。此信息有一个单独网页。  

 
  

 
35访问地址：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User-Guide.pdf 

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User-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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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评估职权范围（TOR） 模板 
 
TOR 至少应涵盖以下所述要素。  
 

1. 背景和环境  
 
背景部分阐明了所评估的内容，并确定对评估有直接影响的重要社会、经济、政治、地理和人

口因素。此说明应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最多两页），只突出那些与评估最相关的问题。应列

入的主要背景和环境说明是：  
 所评估的干预措施（成果、计划、项目、项目组、主题、软援助）的说明。 
 干预措施的名称（如项目名称）、目的和目标，包括启动时间和方式、目标受益者、

打算实现哪些成果或产出、干预的期限以及在该时限内的执行状况。 
 干预的规模和复杂性，包括例如组成部分的数量（如果有多个），以及每个组成部分

打算直接或间接服务的人口规模和描述。  
 地理环境和边界，例如区域、国家或地形，以及挑战。 
 干预所需的所有来源的总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预算，包括开发计划署、捐助者和其

他捐款以及总支出。  
 参与干预工作的主要伙伴，包括执行机构和伙伴、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及其对评估的

兴趣、关切和相关性。 
 自开始执行以来观察到的变化和促成因素。 
 项目受益者（性别、残障、弱势群体、人权问题等）状态详情 
 此主题如何适合：伙伴政府的战略和优先事项；国际、区域或国家发展目标；战略和

框架；SDG、开发计划署整体目标和优先事项；以及开发计划署的全球、区域或国家计

划。 
 与评估有关的国际、区域和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  
 说明此评估如何配合其他正在进行和以往的评估的环境，还说明评估周期。  

 
附件中应列入或参考更详细的背景和环境信息（如初步供资提案、战略计划、逻辑框架或变

革理论、监测计划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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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格式，纳入如下的基本项目信息： 
 

项目/成果信息 

项目/成果标题  

Atlas ID  

整体成果和产出   

国家  

区域  

项目文件签署日期  

项目日期 
开始 计划结束 

  

项目预算  

评估时的项目支出  

资金来源  

实施方 36  

 
2. 评估目的、范围和目标 
 
TOR 的此节明确解释了为何进行评估、由谁使用评估结果或就评估结果采取行动，以及他们将

如何使用评估结果或对结果采取行动。目的应包括一些背景和理由，说明为何目前需要进行评

估以及评估如何适应方案单位的评估计划。明确的目的说明为精心设计的评估奠定基础。  
 
评估的范围和目标应详细说明并包括：  
 
 评估所涉干预措施的各个方面。这可以包括时间框架、执行阶段、地理区域和拟考虑

的目标群体，以及包括哪些项目（产出）。  
 评估需要解决的用户关注的主要问题或评估必须实现的目标。 

 
问题与评估必须回答的疑问直接有关，以便用户能够获得待定决策或行动所需的信息。一个问

题可能涉及干预措施的相关性、一致性、效率、有效性或可持续性。此外，开发计划署的评估

工作必须涉及如何将性别问题纳入发展工作的主流，考虑残障问题并采用基于权利的办法。  
 
3. 评估标准和主要指导问题  
 
评估问题界定了评估将产生的信息。本节提出一些问题，答复后，将向预定的评估用户提供所

寻求的信息，以便作出决定、采取行动或增加知识。应根据四、五个 OECD-DAC 评估标准，对

问题进行分类：(a)相关性；(b)一致性；(c)效力；(d)效率；(e)可持续性（以及使用的任何其他

标准）。  
 
 

 
36 该实体全面负责项目实施（授标）、有效利用资源和交付已签署的项目文件和工作计划中的产出。 



 

 
 

37 

 

个别评估问题应由评估经理拟订以解决评估的主要关切，而不应仅从下文清

单（说明性）中复制。  
 
TOR 应包含一系列合理（而非详尽范围）的问题，在有限的时间评估工作中

可以实际涵盖这些问题。 
 
不同类型评估的问题示例： 
指导评估问题需要在 TOR 中概述，并由评估团队进一步完善，并得到开发计划署 的评估利益

相关方的同意。 
 

 
成果评估问题示例 
 
相关性/一致性 

• 该倡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开发计划署的任务规定、国家优先事项和目标女性、男性和弱势

群体的要求？ 
• 开发计划署在何种程度上支持在该国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 开发计划署在何种程度上采取有性别敏感度、基于人权和对冲突敏感的办法？  
• 开发计划署的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战略考量，包括开发计划署在特定发展背景下的作

用及其比较优势？ 
• 开发计划署选择的交付方法在何种程度上适合发展环境？ 
• 结果模型中提出的变革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举措基础的相关和适当的愿景？ 

 
效力 

• 在实现成果方面取得多大进展？开发计划署对所观察到的变化作出哪些贡献？ 
• 为男性、女性和弱势群体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变革是什么？  
• 国家计划产出的交付如何导致成果级别的进展？  
• 在计划成果之外，是否取得任何意外的成果？ 
• 开发计划署在多大程度提高国家执行伙伴宣传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和降低灾害风

险）的能力？ 
• 开发计划署在何种程度上与民间团体和地方社区结成伙伴关系，促进该国对环境和灾害风

险的认识？ 
• 成果和产出级别的成果在何种程度上产生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的成果？ 
• 边缘化群体在何种程度上受益？  
• 三边合作和南南合作及知识管理在多大程度促进所取得的成果？ 
• 哪些计划领域是 UNDP 扩大规模或考虑向前迈进的最相关和最战略性的领域？ 

 
效率 

• 计划或项目的产出在多大程度来自对资源的经济利用？ 
• 资源在多大程度上用于解决不平等和性别问题？  
• 国家计划的高质量产出在何种程度上按时交付？ 
• 伙伴关系模式在多大程度有利于交付国家计划产出？ 
• 监测系统在多大程度为管理层提供按性别分类的数据，使其能够学习和相应调整执行情

况？ 
• 在交付国别方案产出时，开发计划署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人权和人

类发展？ 
• 开发计划署的做法、政策、进程和决策能力在多大程度影响国家计划成果的实现？ 
• 开发计划署在多大程度上与不同受益者（男女）、执行伙伴、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家对应

方进行接触或协调以实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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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 开发计划署在何种程度上建立机制来确保国家计划成果的男女受益人的可持续性？ 
• 国家合作伙伴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机构能力（包括可持续性战略）以维持成果？ 
• 政策和监管框架在何种程度支持今后继续造福于男性和女性？ 
• 合作伙伴在多大程度致力于提供持续支持（经济上、男女工作人员等）? 
• 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各种机制、程序和政策以推进主要利益相关方在性别平等、对女性赋

权、人权和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 
• 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国家机构、NGO、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和发展伙伴建立伙伴关系以

维持所取得的成果？ 
 
 
项目评估问题示例： 
 
相关性/一致性  
 
 该项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国家计划产出和成果、UNDP 战略计划以及 

SDG？ 
 项目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有关国家计划成果的变革理论？ 
 在设计中考虑从其他相关项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程度如何？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可能影响结果的男性和女性的观点，以及那些可以

为实现既定结果贡献信息或其他资源的人的观点？ 
 该项目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和基于人权的方法？  
 该项目在多大程度恰当回应该国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化？ 

 
效力 
 项目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国家计划成果和产出、SDG、UNDP 战略计划和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考虑到男性、女性和弱势群体，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项目产出？  
 哪些因素有助于实现预期的国家计划产出和成果？ 
 开发计划署伙伴关系战略在多大程度上适当且有效？ 
 哪些因素促成高效或低效？ 
 该项目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大成就？为什么以及什么是支持因素？项目如何以这些成就为

基础或扩展这些成就？ 
 该项目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小成就？哪些是限制因素？为什么？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限制因

素？ 
 如果有，在实现项目目标方面，哪些替代战略会更加有效？ 
 项目目标和产出在其框架内是否明确、实际和可行？ 它们是否明确涉及女性、男性和弱势

群体？ 
 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项目执行？ 
 项目管理和执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参与性？女性、男性和弱势群体的参与是否有助于实现

项目目标？  
 该项目在多大程度上适当满足国民（女性、男性、其他群体）的需要和不断变化的伙伴优

先事项？ 
 该项目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和实现人权？ 

 
效率 
 
 项目文件所概述的项目管理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有效产生预期成果？ 
 资源在多大程度上用于解决不平等和性别问题？ 
 开发计划署项目执行战略和执行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效率和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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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得到经济利用？是否战略性分配了资源（资金、男女工

作人员、时间、专门知识等）以取得成果？ 
 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有效利用？支持该战略的活动是否具有成本效益？  
 在何种程度上及时交付项目资金和活动？  
 开发计划署使用的 M&E 系统在何种程度上确保有效和高效的项目管理？ 

 
可持续性 
 
 是否有任何经济风险可能危及项目产出的可持续性，从而影响女性、男性和弱势群体？ 
 从长远来看，目标男性、女性和弱势群体将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项目干预？ 
 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财政和经济资源来维持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是否有任何社会或政治风险可能危及项目产出的可持续性以及项目对国家计划产出和成果

的贡献？ 
 项目运作的法律框架、政策和治理结构和进程是否构成可能危及项目效益可持续性的风

险？ 
 开发计划署的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对项目产出的可持续性构成环境威胁，可能对项目受益者

（男性和女性）造成负面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权水平足以使项目收益持续的可能性有

多大？ 
 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各种机制、程序和政策使主要利益相关方可以推进在性别平等、对女性

赋权、人权和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 
 利益相关方（女性、男性、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该项目的长期目标？ 
 项目团队在何种程度上不断记录经验教训，并与能够从项目中学习的相应当事方分享？  
 开发计划署的干预措施在何种程度上有精心设计、规划周密的撤出战略（包括性别维

度）？ 
 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撤出战略和可持续性以支持男女项目受益者以及边缘化群体？ 

 
 

关于贯穿各领域问题的评估问题示例  
 
人权 
 
 贫穷、土著和身体困难的女性、男性以及其他处境不利和边缘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

开发计划署在该国的工作？ 
 
性别平等 
需要检查所适用的评估标准和评估问题以查看除了所阐明的性别平等问题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

的性别维度。 
 
 设计、执行和监测项目时，在何种程度上处理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问题？  
 分配给该项目的性别标记是否代表现实情况？ 
 该项目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方面的积极变化？是否对女性、男性或

弱势群体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残障 
 
 是否咨询残障人并让残障人有意义地参与计划规划和执行？  
 计划的受益者中，残障人的比例是多少？ 
 残障人面临哪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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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采取了双轨办法？ 37  
 

 
 
4. 方法 
 
TOR 可建议进行评估的总体办法和方法，以及数据来源和工具。这些数据来源和工具有可能在

资源限制内对评估问题作出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回答。然而，鉴于预算、时间和数据的局限性，

应在与方案单位、评估员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协商之后，就评估的具体设计和方法作出最后决定

以了解什么是适当和可行的以达到评估目的和目标，并回答评估问题。  
 
评估应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估方法和工具。预计评估员将采取参与性协商办法，确保与评估

经理、执行伙伴以及男性和女性直接受益者密切接触。建议的方法学工具和方法可包括： 
 
 文件审查。这将包括审查所有相关文件，尤其是  

o 项目文件（贡献协议）。  
o 变革理论和成果框架。 
o 计划和项目质量保证报告。 
o 年度工作计划。 
o 活动设计。  
o 合并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o 注重成果的监测报告。  
o 项目董事会议的要务。  
o 技术/财务监测报告。 

 与主要利益相关方（男女）进行访谈和会晤，如政府主要对应方、捐助社区成员、主

要民间社会组织代表、联合国国家团队（UNCT）成员和执行伙伴： 
o 半结构化访谈，基于围绕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的评估问

题，为不同利益相关方设计的问题。 
o 与男性和女性、受益者和利益相关方进行的关键信息交流和重点小组讨论。 
o 对男性和女性的所有采访都应在完全保密和匿名的情况下进行。最终评估报告

不应向个人提出具体意见。 
 调查和问卷，包括发展计划的男性和女性参与者、UNCT 成员和/或在战略和计划层面

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调查和问卷。 
 实地访问和现场验证主要实际产出和干预措施。 
 其他方法，如成果映射、观察访问、小组讨论等。 
 监测和其他数据来源和方法的数据审查和分析。为确保数据的最大有效性、可靠性

（质量）和促进使用，评估团队将确保对各种数据来源进行三角分析。 
 性别和人权视角。所有评估产物都需要处理性别、残障和人权问题。 

 
启动报告应明确概述最终方法，包括面谈时间表、实地访问和用于评估的数据，并在开发计划

署、主要利益相关方和评估者之间进行充分讨论和商定。 
 
5. 评估产物（交付品） 
 
TOR 应明确概述开发计划署期望评估团队提供的产出，并列出完成评估产物的详细时间线和计

划表。在相关情况下，TOR 还应详细说明具体产物的长度（页数）。这些产物可包括： 

 
37 双轨办法结合了包括残障人在内的主流计划和项目以及针对残障人的计划和项目。这是任何寻求将残障问题纳入

主流的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另见《技术说明》第 9 章。实体问责框架。联合国残障和包容战略：

https://www.un.org/en/disabilitystrategy/resources  

https://www.un.org/en/disabilitystrateg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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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启动报告（10-15 页）。启动报告应在案头审查后与 UNDP 进行初步讨论后进行,并

应在评估开始之前（在任何正式的评估访谈、调查分发或实地访问之前）编写，如果

是国际评估员，则应在国别访问之前编写。 
 评估简报。在进行评估后，开发计划署可立即要求提供初步汇报和结果。  
 评估报告草稿（在商定篇幅内）。建议篇幅为 40 至 60 页（包括执行摘要）。  
 评估报告审计线索。评估中的方案单位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应审查评估报告草稿，并按

本准则所述，在商定期限内向评估员提供一套综合意见。评估员应保留自己对报告草

稿的评论和修改以表明如何处理评论。 
 最终评估报告。  
 向利益相关方和/或评估顾问小组介绍情况（如有需要）。 
 评估简报和其他知识产物或参与知识共享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利用（如果相关）。  
 

6. 评估团队的组成和所需能力  
 
本节详细介绍评估团队中的评估员所需的具体技能、能力和特点，以及评估团队的预期结构和

组成，包括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这可能包括： 
 
 所需资格：教育、进行/管理评估的经验长度、相关知识和具体国家/区域经验。  
 技术能力：团队领导技能和经验，开发计划署专题领域的技术知识，具体内容取决于

评估的重点、数据分析和编写报告等。 
 技术知识和经验：评估团队必须具备性别专门知识/能力。至少一名评估团队成员或顾

问小组成员需要具备残障人包容方面的知识或经验。在性别平等、残障问题、基于权

利的办法和能力发展等领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  
 所需的语言技能。 

 
该节还应指定预期可支持知识、技能和经验主张的证据类型（简历、工作样品、参考资料）。  
 
TOR 应明确要求评估员独立于设计、执行或建议的干预行动任何方面（评估主题）所涉及的任

何组织。38  
 
7. 评估道德操守 
 
TOR 应包括一项明确声明，即开发计划署的评估将按照 UNEG“评估道德准则”中概述的原则进

行。39  
 
标准文案包括： 
 
“此评估将根据 UNEG《评估道德准则》中概述的原则进行。顾问必须通过确保遵守关于收集数

据和报告数据的法律和其他相关守则的措施，保障信息提供者、受访者和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

机密。顾问还必须确保评估和协议前后收集到的信息的安全，从而确保预期信息来源的匿名性

和保密性。评估过程中收集的信息知识和数据也必须仅用于评估，未经开发计划署和合作伙伴

的明确授权，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8. 执行安排 
 

 
38 因此，其他国家代表处、区域中心和总部单位的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不应参加评估团队。  
39 UNEG《评估道德准则》2020 版。访问地址：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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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说明评估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并界定参与评估进程的各方的角色、主要责任和权力划分。

执行安排旨在阐明期望，消除不清之处促进高效和有效的评估流程。 
 
此节应说明评估员的具体角色和职责，包括团队成员、评估经理、委托方案单位和主要利益相

关方的具体角色和职责。也应明确咨询小组成员或其他质量保证实体的组成和预期角色和职责

及其工作安排。需要概述关于不同评估产物的反馈机制。 
 
如果进行联合评估，应阐明参与机构的角色和职责。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权力划分；批准界

限和流程；后勤方面的考虑，例如如何提供办公空间、用品、设备和材料；关于核准交付品的

流程和责任。 
 
9. 评估流程的时限 
 
本节列出并说明评估员或评估团队将负责的所有任务和交付成果，以及涉及发起单位的任务和

交付成果（如工作计划、协议、简报、报告草稿、最终报告）。这必须说明每一个到期日期或

时限以及由谁负责完成。至少应列入下列活动的时间细目：  
 

 案头审查。 
 向评估员做简报。 
 最后确定评估设计和方法，并编写详细的启动报告。 
 国内数据收集和分析（实地访问、访谈、问卷调查）。 
 编写报告草稿。 
 利益相关方会议和审查报告草稿（用于质量保证）。 
 纳入评论并审定评估报告。 

 
此外，预计评估员将支持开发计划署在知识共享和传播方面的努力。  
 
启动报告、评估报告和其他交付品所需的格式应列入委托进行的评估的 TOR 附件中。本节还

应说明评估团队每个成员使用的工作天数和聘用期间（例如，三个月内 30 个工作日）。  



 

 
 

43 

工作日分配和评估（成果评估）时间表示例 
 

活动 估计天数 完成日期 地点 负责方 

第一阶段：案头审查和启动报告 
与开发计划署（必要时，计划经理和项目工作人员）举行简报会 - 签署合同时 

2018 年 6 月 1 日 
开发计划署或

远程  
评估经理和发起方 

与评估团队分享相关文件 - 签署合同时  
2018 年 6 月 1 日 

通过电子邮件 评估经理和发起方 

案头审查、评估设计、方法和更新工作计划，包括要访谈的利益相

关方名单 
7 天 签署合同后两周内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15 日 
居家进行 评估团队 

提交启动报告  
（最多 15 页） 

- 签署合同后两周内 
2018 年 6 月 15 日 

 评估团队 

评论和批准启动报告 - 在启动报告提交后一周内 
2018 年 6 月 22 日 

开发计划署 评估经理 

第二阶段：数据收集任务 
协商和实地访问、深入访谈和重点小组 15 天 签署合同后四周内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1 日 
国内 
 
进行实地访问 

开发计划署组织当地项

目伙伴、项目工作人

员、当地政府机构、

NGO 等。 
向开发计划署和主要利益相关方通报情况 1 天 2018 年 7 月 21 日 国内 评估团队 
第三阶段：编写评估报告 
编写评估报告草稿（除附件外，最多 50 页），内容提要（4-5 页） 7 天 现场任务完成后三周内 

7 月 21 日至 8 月 15 日 
居家进行 评估团队 

提交报告草稿 - 8 月 15 日  评估团队 
将开发计划署和利益相关方意见整合到报告草稿中  - 在评估报告草稿提交后两周内 

2018 年 8 月 29 日 
开发计划署 评估经理和评估顾问小

组 
向开发计划署通报情况 1 天 收到评论后一周内 

2018 年 9 月 4 日 
远程；开发计

划署 
开发计划署、评估顾问

小组、利益相关方和评

估团队 
审定评估报告，其中纳入项目工作人员和开发计划署国家代表处提

供的增补和评论 
4 天 在最终简报后的一周内 

2018 年 9 月 11 日 
居家进行 评估团队 

向开发计划署国家代表处提交最终评估报告（最多 50 页，不包括执

行摘要和附件） 
- 在最终简报后的一周内 

2018 年 9 月 11 日 
居家进行 评估团队 

估计的评估总天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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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说明性示例，各个评估将根据成果或项目的性质和复杂程度、现有预算、评估团队的

规模以及完成、分享或纳入其他流程的最后期限而设定自己的要求。复杂和规模更大的计划和

项目评估往往需要 30 天以上。  
 
评估范围、天数和预算必须现实且平衡，否则会损害评估的公信力，从而损害评估的效用。 
 
10. 申请提交流程和甄选标准 
 
根据方案单位的要求。 

 
11. TOR 附件  
 
附件可用于提供有关评估背景和要求的更多详细信息以促进评估员的工作。一些示例包括： 
 

 干预成果框架和变革理论。提供关于所评估的干预措施的更详细信息。 
 关键利益相关方和伙伴。应征求意见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和其他个人的名单，并说明他

们与评估的联系和相关性及其联系信息。此附件还可建议访问的地点。  
 需查阅的文件。在评估开始时以及在审定评估设计和启动报告之前，评估员应阅读的

重要文件和网页的清单。这仅限于评估团队需要的关键信息。数据来源和文件可包括： 
 

o 相关的国家战略文件。 
o 战略和其他规划文件（例如计划和项目文件）。 
o 监测计划和指标。  
o 伙伴关系安排（例如与政府或伙伴的合作协定）。 
o 以往的评估和评审。 
o 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UNEG 规范和标准以及其他政策文件。 

 
 评估矩阵（建议作为交付品列入启动报告）。评估矩阵是评估员在规划和进行评估时

创建为地图和参考的工具。它还是有用工具，用于总结和可视化介绍评估设计和方法，

从而与利益相关方进行讨论。它详细说明评估将回答的评估问题、数据源、数据收集

和分析工具或适合每个数据源的方法，以及评估每个问题的标准或措施。表 5 提供一

个评估矩阵模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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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评估矩阵示例 

 
 任务、里程碑和交付成果的时间表。根据 TOR 规定的时限，评估员提出了详细的时间

表。  
 评估报告所需的格式。最终报告必须包括（但不一定限于）评估报告模板中概述的内

容（见下文附件 4）。 
 纠纷和不当行为解决流程及联系方式详情（附件 3） 
 评估中道德行为保证书。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应要求评估团队的每一名成员仔细阅读、

理解和签署《联合国系统评估中道德行为保证书》。40  
 
 

 
40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text=The%20UNEG%20Ethical%20Guidelines%20for%20Evaluatio
n%20were%20first%20published%20in%202008.&text=This%20document%20aims%20to%20support,day%20to%20day%2
0evaluation%20practice. 

相关评

估标准 
关键问题 具体子问题 数据源 数据收集方法

/工具 
指标/成功

标准 
数据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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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开发计划署评估中使用的常见数据收集方法/来源汇总 41 
 

方法/来源 说明 优势 挑战 

开发计划署监测

系统 
利用业绩指标来衡量进展情况，特别是对照

预期成果来衡量实际成果 
 可以成为评估产出和成果进展情况的可

靠、具有成本效益和客观的方法 
 依托可行的监测系统，这些系统确定基

线指标和目标，并在一段时间内收集与

目标有关的可靠数据，以及与成果指标

有关的数据 

报告和文件  现有文件，包括关于此举措、其产出和成果

的定量和描述性资料，例如能力发展活动的

文件、捐助者报告和其他证据 

 成本效益  文件证据难以编码和分析来回答问题 
 难以核实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问卷  提供一种标准化方法，从众多或多样的利益

相关方获得关于各种专题的信息（通常采用

取样技术）以获得关于一项开发计划署倡议

的运作、投入、产出和背景因素的态度、信

念、观点、看法、满意度等信息  

 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收集关于各种专

题的说明性数据 
 易于分析  
 让答复者匿名 

 

 自我报告可能导致有偏见的报告 
 数据可展示一般情况，但可能缺乏深度 
 可能没有提供关于背景的充分信息 
 受到取样偏见 

访谈 征求个人对事先确定问题的答复，以便获得

有关个人印象或经历的深入信息或更多了解

他们对问卷或调查的答复 

 促进对主题信息的更全面覆盖、增大信

息的范围和深度 
 

 可能很耗费时间 
 可能难以分析  
 成本高昂 
 访谈者可能对客户的回答有偏见 

现场观察 采用详细的观察表，在现场记录关于方案如

何运作的准确信息（在一项倡议期间，进行

 可以看到一个计划的运作情况 
 可以适应发生的事件 

 很难对观察到的行为进行分类或解释 
 费用高昂 
 受（地点）选择偏见的限制 

 
所述41方法具有说明性，并非详尽无遗地说明适用于开发计划署评估环境的方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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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活动、流程、讨论、社会互动和可直接

观察到的结果）  
集体访谈 一起约谈一个小组（6 至 8 人）以探讨利益

相关方的深入意见、类似或不同的观点，或

对发展倡议或政策的判断以收集关于一项举

措所产生的有形和非有形变化的信息 

 迅速、可靠地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获得

共同印象 
 短时间内获得高度范围和深度的信息的

有效方法 
 

 

 很难对回应进行分析 
 要求经过培训的协调者 
 可能难以排定时间表 

关键线人 
 
 

与对倡议的运作和背景具有第一手知识的广

大利益相关方进行定性深入访谈，往往是一

对一访谈。这些社区专家可以提供具体知

识，对问题的了解并提出解决办法 

 能够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见解，并就解决

办法提出建议 
 可以就一个问题或若干问题提出不同观

点 

 受到取样偏见 
 必须具备一些核实或证实信息的手段 

专家小组 
 
 

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同行审评或顾问小组，就

评估所涉技术或其他实质性议题提供意见 
 增加公信力 
 可作为补充（专家）信息来源，提供更

深入信息 
 能够核实或证实专题领域的信息和结果 

 咨询费用和有关费用（如有） 
 必须确保公正，不发生利益冲突 

案例研究  
 

通过对案件进行交叉比较，进行全面审查以

获得深入信息，以期充分了解发展项目或方

案的业务活动动态、活动、产出、结果和互

动情况 

 用于充分探讨有助于获得产出和成果的

因素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通常无法用于

委托评估 
 可能难以分析 

远程/虚拟接触 在危机时期，远程/虚拟工具可能是可行的

选择，如 Zoom、Skype、WhatsApp、电话

等。 
 

 成本低廉，但需要考虑注册和不同的一

揽子计划的费用 
 减少旅费 
 减少个人和组织的碳足迹 

 需要稳定的互联网连接以及技术获取能

力（计算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等） 
 需要特定的 IT、通信和便利技能 
 需要有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解读

技能方面的特殊经验，尤其对于所述的

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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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适用，可以预见到新文件：GIS 
卫星图像、社交媒体分析或其他大数据信息

分析。 

 虚拟会面与亲自线下会面不同（人类心

理学中某些交流方面缺失） 
 不可能偶然或更非正式地进行观察或会

见人员。 
 某些群体和个人可能没有机会参与  
 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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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开发计划署评估：投诉、纠纷解决和不当行为报告程序 
 

投诉和纠纷解决 

如果你或评估小组的一名成员对评估执行或评估报告最终定稿有重大关切，你可以随时向开发

计划署管理层提出你的关切。你可以在评估过程的任何阶段，包括评估完成后，匿名提交你的

关切。不过开发计划署鼓励及时进行报告，以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例如，在下列情况下，你可以决定提醒开发计划署管理层： 

• 你感到有过分的压力要求改变你所签约进行的评估的结果、结论和/或建议 
• 在根据评估发起方的要求进行调整之前（解决与报告有关的质量问题除外），评估费

用被扣留 
• 你没有获得你认为对评估报告非常重要的信息 
• 评估的范围和深度受到了不利影响，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访问权限或与利益相关方建立

联系 

请向相关区域局的副局长提出你的任何重大关切，后者务必及时作出反应，公平地处理你关切

的 问 题 ， 并 寻 求 解 决 任 何 纠 纷 。 还 请 将 独 立 评 估 办 公 室 列 入 你 的 通 信 录 
(evaluation.office@undp.org)。 

  

报告不当行为 

开发计划署认真对待对所有指控的不当行为的报告。根据处理不遵守联合国行为标准问题的开

发计划署法律框架，审计和调查处是接收指控的主要渠道。42 

强烈鼓励任何人通过调查热线 (+1-844-595-5206) 来报告有关针对开发计划署方案或涉及开发计

划署工作人员的欺诈、浪费、滥用或其他不当行为的信息。 

向调查热线举报不当行为的人可以选择留下相关联系信息或保持匿名。然而，不能匿名举报关

于工作场所骚扰和滥用权力的指控。 

在向调查热线报告时，鼓励人们尽可能具体，包括说明何人、何地、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这些

事件的基本细节。具体的信息将使审计和调查办公室（OAI） 能够正确调查指称的不当行为。 

调查热线由代表开发计划署的独立服务提供商管理以保密，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不同方式免费

访问此热线： 
 
网上转介表单（你将被转至独立的第三方网站。） 
 
电话 - 接听方付费 单击此处以获得全球电话号码（口译员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在美

国，则拨打 +1-844-595-5206 
 
直接向 OAI 发送电子邮件：reportmisconduct@undp.org 
 
平邮 
副主任（调查） 
审计和调查办公室 

 
42 https://www.undp.org/accountability/audit/investigations 

mailto:evaluation.office@undp.org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315&Menu=BusinessUnit
https://popp.undp.org/SitePages/POPPSubject.aspx?SBJID=315&Menu=BusinessUnit
http://undp.ethicspoint.com/
https://secure.ethicspoint.eu/domain/media/en/gui/104807/phone.html
mailto:reportmisconduct@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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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 Plaza, DC1, 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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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开发计划署评估报告模板和质量标准 
 
此评估报告模板旨在用于指导编写符合质量标准的有意义、有用和可信的评估报告。它没有规

定所有评估报告应遵循的明确逐节格式。相反，报告提出应列入质量评估报告的内容领域。  
 
评估报告应完整并按逻辑编排。报告行文清楚，让目标受众易于理解。在国家背景下，应尽可

能将报告翻译成当地语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标题和首页应提供下列基本信息： 
 评估干预的名称。 
 评估的时间范围和报告日期。 
 评估干预的国家。 
 评估员的姓名和组织。 
 委托评估的组织名称。 
 确认。 

 
2. 将包含在所有最终版本的评估报告的第二页（作为一页）（非 GEF）中 43的项目和评估

信息详情： 
 

项目/成果信息 

项目/成果标题  

Atlas ID  

整体成果和产出   

国家  

区域  

项目文件签署日期  

项目日期 
开始 计划结束 

  

承诺预算总额  

评估时的项目支出  

资金来源  

实施方 44  
 
 
 
 

  

 
43 GEF 的评估有自己的项目信息模板要求。 
44 该实体全面负责项目实施（授标）、有效利用资源和交付已签署的项目文件和工作计划中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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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信息 

评估类型（项目/成果/专题/
国家方案等） 

 

最终/中期审查/其他  

评估期 开始 结束 
  

评估员  

评估员电子邮件地址   

评估日期 开始 完成 
   

 
3. 目录，包括方框、数字、表格和附有页面引用的附件。 

 
4. 首字母缩写和缩略语列表。 

 
5. 执行摘要（最多四页/五页）。两到三页的单独部分，应： 

 简要介绍所评估的评估（项目、计划、政策或其他干预措施）的干预情况。 
 解释评估的目的和目标，包括评估对象和预定用途。 
 说明评估方式和方法的关键方面。 
 概述主要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6. 导言 

 解释为何进行评估（目的）、为什么现在对干预措施进行评估以及为什么要解

决评估工作的问题。  
 查明评估的主要受众或用户、他们希望从评估中学到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期

望他们如何利用评估结果。  
 确定所评估的干预措施（项目计划政策或其他干预措施）。  
 使读者熟悉报告的结构和内容，以及报告所载信息如何符合评估的目的和满足

预定用户的信息需求。  
 

7. 对干预措施的说明为报告用户提供了基础，使他们可以理解逻辑、评估评估方法的优

点和了解评估结果的适用性。此说明需要提供足够的细节，使报告用户能够从评估中

得出意义。它应当： 
 说明正在评估什么、谁寻求受益以及寻求解决的问题。  
 解释预期成果模型或成果框架、执行战略和作为战略/变革理论基础的关键假设。 
 将干预措施与国家优先事项、UNSDCF 优先事项、整体多年筹资框架或战略计

划目标、或其他方案或国别计划和目标联系起来。 
 查明干预行动的实施阶段以及长期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例如计划、战略、逻

辑框架、变革理论），并解释这些变化对评估的影响。 
 查明和描述参与执行工作的主要伙伴及其角色。  
 包括受影响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数据和分析。查明通过干预措施解决的相关贯穿

各领域的问题，即性别平等、人权、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不抛弃任何一个。 
 说明干预的规模，例如各组成部分的数量（例如项目的各个阶段）和每个组成

部分的目标人口（男性和女性）的规模。  
 说明资源总额，包括人力资源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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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社会、政治、经济和体制因素的背景，以及干预行动所处的地形，并解释

这些因素对执行和结果构成的挑战和机遇。  
 指出设计缺陷（例如干预逻辑、变革理论）或其他实施限制（例如资源限制）。  

 
8. 评估范围和目标。报告应明确解释评估的范围、主要目标和主要问题。  

 评估范围。报告应界定评估的参数，例如期限、目标人口部分和地理区域,以及

哪些组成部分、产出或结果是否得到评估。  
 评估目标。报告应说明评估将纳入哪些类型的决定，在作出这些决定时应考虑

的问题，以及评估为推动这些决定需要取得什么成果。  
 评估标准。报告应界定所采用的评估标准或业绩标准，45并解释选择这些具体

标准的理由。  
 评估问题。报告应详细说明评估所处理的主要评估问题，并解释对这些问题的

答复如何满足用户的信息需要。  
 

9. 评估办法和方法。46 评估报告应详细说明选定的方法、方法和分析；选择这些方法、

方法的理由；在时间和资金限制范围内，所采用的办法和方法如何产生有助于回答评

估问题和实现评估目的的数据。报告应具体说明在方法中如何处理性别平等、残障、

脆弱性和社会包容问题，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如何纳入性别考量、使用分类数据

和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进行外联。说明应有助于报告使用者判断评估所用方法的优

点以及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的可信度。方法说明应包括对以下每一项的讨论：  
 

 评估方法。 
 数据来源：信息来源（审查的文件和会晤的利益相关方）、选择这些来源的理

由以及获得的信息如何解决评估问题。  
 取样和取样框架。如果使用样品，说明样品大小和特征，抽样选择标准；抽样

选择程序（如随机、有针对性的）；如果适用，如何分配比较和处理组别；以

及样品代表整个目标人群的程度，包括讨论普遍化结果样本的局限性。  
 数据收集程序和工具：收集数据的方法或程序，包括讨论数据收集工具（例如

面试协议）、这些工具是否适合数据来源、其可靠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以及促进

性别平等的证据。  
 业绩标准：用于评估与评估问题有关的业绩的 47标准或衡量标准（例如国家或

区域指标、评级表）。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谁参与，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程度如何提高评估和结果

的可信度。  
 道德考虑：包括为保护线人的权利和保密而采取的措施（更多信息见 UNEG

《评估员道德准则》）。48  
 关于评估员的背景信息：评估团队的构成、团队成员的背景和技能以及技术技

能组合的适当性，评估的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  
 应查明和公开讨论该方法的主要局限性，以及为减轻这些局限性而采取的任何

步骤。  
 

10. 数据分析。此报告应说明程序，这些程序被用于分析收集来回答评估问题的数据。它

应详细说明已进行的各种分析步骤和阶段，包括确认数据准确性的步骤和不同利益相

关方群体（男女、不同社会群体等）的结果。报告还应讨论分析是否适合评估问题。

 
开发计划署45 评估最常用的评估标准是 OECD-DAC 关于相关性、一致性、效率、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标准。 
所述方法的46所有方面都需要在报告中得到充分处理。一些较详细的技术资料可能包含在报告的附件中。  
47 汇总表，为每一评估问题显示数据来源、数据收集工具或方法以及评估每个问题的标准或措施。这是简化报告读

者的方法逻辑的一个良好说明性工具。  
48 UNEG，2020，评估道德准则：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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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讨论数据分析中的潜在弱点和数据的差距或局限性，包括这些弱点可能对解释调查

结果和得出结论的方式产生的影响。  
 

11. 调查结果应作为基于数据分析的事实陈述来呈现。它们应围绕评估问题编排，以便报

告用户能够随时将提出的问题与发现的内容联系起来。应解释计划成果和实际成果之

间的差异，以及影响实现预期成果的因素。应讨论项目或计划设计中随后影响执行工

作的假设或风险。调查结果应反映性别平等和对女性赋权、残障和其他贯穿各领域的

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影响。  
 

12. 结论应全面、平衡，突出干预措施的优点、弱点和结果。这些证据应充分证实，并与

评估结果有逻辑联系。它们应回答关键的评估问题，并深入了解查明和（或）解决与

预定用户决策有关的重要问题或问题，包括与性别平等和对女性赋权以及残障人有关

的问题和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13. 建议。报告应提供合理数量的实际的、可操作的和可行的建议，针对报告的目标用户

采取什么行动或做出什么决定。这些建议应得到具体证据的支持，并与评估所处理的

关键问题有关的结果和结论联系起来。它们应探讨此举措的可持续性，并在适用情况

下就项目撤出战略的充分性发表意见。建议还应为未来或类似的项目或计划提供具体

咨询意见。建议应涉及任何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问题，以及为改善这些方面而采

取行动的优先事项。也需要陈述关于残障和其他贯穿各领域问题的建议。 
 

14. 经验教训。报告应酌情和/或在 TOR 中提出要求，讨论从评估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即从

适用于类似背景的具体情况（干预、背景、成果甚至评估方法）中获得的新知识。经

验教训应简明扼要，并基于报告中提出的具体证据。还应考虑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

权、残障和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15. 报告附件。建议的附件应包括以下内容，以便向报告用户提供补充背景和方法细节以

提高报告的可信度：  
 评估的 TOR。 
 其他与方法有关的文件，如评估矩阵和数据收集工具（问卷、访谈指南、观察

协议等）。 
 面谈或咨询的个人或团体名单，以及访问的地点。为了保密起见，如果评估团

队和开发计划署同意，可以省略这一点。 
 审查的辅助文件列表。 
 项目或方案成果模式或成果框架。 
 调查结果汇总表，例如显示与既定指标有关的产出、具体目标和目标进展情况

的表格。 
 评估员签署的评估中道德行为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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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管理对策模板 
 
开发计划署管理对策模板 
[评估名称] 日期： 

 
编写者：  职位：  单位/局： 
批复者： 职位：  单位/局： 
对评估资源中心 (ERC)的输入和更新： 职位：  单位/局： 
 

 
评估建议 二  
管理对策： 
关键行动 完成日期 负责单位 追踪 

评论 状 态

（ 启

动 、 完

成 或 无

到 期 日

期） 
2.1      
2.2      
2.3     

 

 
* 在评估资源中心 (ERC)数据库中以电子方式追踪执行状态。 

评估建议 一 
管理对策：  
关键行动 完成日期 负责单位 追踪* 

评论 状态 
（ 启

动 、完

成 或无

到 期日

期） 
1.1      
1.2      
1.3      

评估建议 三  
管理对策：  
关键行动 完成日期 负责单位 追踪 

评论 状 态

（ 启

动 、 完

成 或 无

到 期 日

期） 
3.1      
3.2      
3.3     



1 
 

第 5 章 
 

分散性评估中的 
角色和职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 

2021 年 6 月更新 



 

 

1 

1. 分散性评估中的角色和职责：摘要 
 

 

下表概述了在制订和监督评估计划以及实施、传播和使用分散性评估方面的角色和职责。  
 

第 5 章概述了在制订和执行评估计划以及实施、传播和使用分散性评估方面的角色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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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人员/组织 职责 

 
评估发起方/所有者 
 

 
要求进行评估的机构或实

体。在开发计划署内,分散性

评估的职责最终落实到全

球、区域和国家/地区代表

处的高级管理层，他们“拥
有”方案评估计划，即： 
 
• 局长 
• 驻地代表  

 

 
 领导并确保制定一项全面、具有代表性、战略性并且已估算成本的评估计划 
 确保及时执行评估计划 
 促进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伙伴的联合评估工作 
 确保开发计划署各项举措的可评估性，并务必建立明确全面的成果框架（变革理论）  
 确保提供一切必要数据和相关文件 
 任命评估经理  
 保障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并确保评估质量 
 确保按照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的规定来适用评估流程的所有步骤 
 确保评估流程的所有步骤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确保管理层准备好对所有评估作出回应，并为执行评估采取及时的关键行动 
 在最后提交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 之前, 对最后职权范围（TOR）、最后评估报告和管理

对策的质量和核准情况负责 
 
评估经理  
 
（非计划/项目经理） 
 
 

 
监测与评估（M&E）专家或

高管 
 
如果没有专职的 M&E 专家/
高管，计划单位必须确保评

估经理并非计划/项目经

理。 
 
如果国家/地区代表处级别的

评估能力有限，区域评估联

络人可以提供额外支助。  
 
************ 
列出的一些可由 M&E 联络

人履行 的职责 

 
 领导评估流程并参与其所有阶段 -- 可评估性评估、筹备、执行、管理和使用  
 酌情设立并领导评估顾问小组  
 领导可评估性评估 
 领导 TOR 的制定，遵守开发计划署 TOR 模板，确保评估流程的所有步骤中考虑到性

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为评估/招募评估员的招标编写相关证明文件，并与运营团队分享  
 参与挑选和招募外部评估员  
 保障评估的独立性 
 在项目或计划高管的支持下，向评估员提供行政支持以及所需的数据和文件 
 召开启动会议，向评估顾问小组介绍评估员, 并酌情讨论评估任务 
 在整个评估流程中，与方案/项目经理联络 
 在评估员与更广泛的计划单位、高级管理层和主要评估利益相关方之间发挥联络作用，

并确保在评估中采取完全包容和透明的方法 
 分发、审查和核准启动报告（包括评估问题和方法） 
 确保在启动报告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包括

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  
 分发、审查和评论评估报告草稿（根据 TOR 和启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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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评估报告草稿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确

保所有的评估问题都得到回答，并（按性别分列）呈现、分析和解读相关数据  
 收集对评估报告草稿的意见，将其整合为一份反馈文件（审计线索），并与评估小组

分享以完成评估报告。审阅最终评估报告以确保遵守开发计划署报告模板和质量保

证措施，并争取获得评估发起方的最终核准 
 协助管理层对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所有相关建议做出回应并采取关键行动 
 确保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提供评估 TOR、最终评估报告、管理

对策、经验教训和其他相关信息  
 每季度协助、监测和报告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 
 促进知识共享，并在计划编制和决策中运用调查结果，例如，通过组织单独的会议

和活动或将调查结果和建议纳入定期会议中  
 鼓励与方案/项目高管和沟通高管一起编写单独的“评估简报”以进行更广泛地分发和

学习 
 
方案/项目经理 

 

 
评估的方案/成果/项目的开

发计划署经理 
 
通常： 
• 国家方案的高级经理  
• 全球方案/项目的经理  
• 区域方案/项目经理  
• 方案高管（方案团队领

导者、方案分析员）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评估计划  
 确保开发计划署在某一项目、计划的主题或成果领域的举措能够得到评估 
 通过计划的评估，支持项目或计划的可评估性评估  
 必要时，支持与主要项目伙伴一起组建评估顾问小组，并应请求参加电话会议/线下会

议 
 就评估的 TOR 的细节和范围以及如何运用调查结果向评估经理和评估顾问小组提供意见

/建议  
 务必保障评估的独立性 
 向评估经理提供一切必要数据（如相关监测数据）和文件（报告、会议记录、审查、研

究等）、联系人/利益相关方名单等。 
 务必向评估经理提供一般数据和文件，特别是与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

领域的问题有关的数据和文件 
 就 TOR、启动报告和评估报告草稿提出评论和说明 
 管理层对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所有建议做出对策并采取关键行动，从而回应评估建议 
 确保将评估报告分发给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项目委员会） 
 按照评估建议，执行相关的关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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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支持、质量保证和评估资

源中心 (ERC) 门户管理 

 
M&E 专家或高管 
 
M&E 联络人 
 
（全球、区域和国别代表

处） 
 
 

 将评估计划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管理对评估计划的必要修改，并获得区域评估

联络人对这些修改项的核准 
 向管理层报告对评估计划的遵守情况、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完成情况以及质量评估结

果 
 在评估流程的所有步骤中（如有不同）支持评估经理 
 酌情参加评估顾问小组 
 审查并支持评估 TOR，确保它们符合开发计划署的指导要求,包括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

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酌情参与挑选/招募外部评估员 
 审查并支持评估启动报告，确保其符合开发计划署要求,包括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

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审查并支持对报告草稿和最终版评估报告的核准，并确保已纳入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

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审查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确保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提供评估 TOR、最终评估报告、管理对

策、经验教训和其他相关信息  
 支持评估经理（如有不同）促进知识共享以及在计划编制和决策中运用调查结果 
 每季度协助、监测和报告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 
 区域 M&E 高管确保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跟踪管理对策，并支持 M&E 能力发展和知

识共享。在完成所有计划行动后或五年之后，他们结束管理对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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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顾问小组（可选） 

 
主要项目/成果利益相关

方、政府伙伴和/或捐助者，

包括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代表 
 
还应包括在评估设计、执行

和质量保证方面具有一些技

术专长和经验的人员。评估

顾问小组不应包括受评估项

目的代表以避免利益冲突 

 
 为 TOR、启动报告和评估报告草稿提供意见并进行审查，在整个评估流程中发挥咨询作

用 
 确保评估流程的所有步骤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确保联合国评估小组 (UNEG) 的评估标准得到遵守（包括保障透明度和独立性） 
 考虑到所提出的证据，就评估的相关性、评估问题和方法的适当性、结论的可信度提供

咨询意见，并提出面向行动的建议 
 支持并为制定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提供意见 

 
评估伙伴 

 
政府伙伴、利益相关方、捐

助者 

 
 参加对主要评估成果（包括 TOR、启动报告以及连续版本的评估报告草稿）的审查 
 务必向评估经理提供一般数据和文件，特别是与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

领域的问题有关的数据和文件 
 如果捐助者领导评估流程，开发计划署应确保纳入计划单位所要求的关键要素，包括性

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在开发计划署领导此进程时，应灵活处理捐助者的建议和要求，但也保留开发计划署对 

TOR、评估执行和评估报告的要求 
 应该将捐助者供资项目的评估与开发计划署有关的建议、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一起上传

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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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估员  

 
外部评估专家和/或公司 

 
 履行 TOR 内规定的合同安排  
 根据 TOR、UNEG 的规范和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编写评估启动报告，包括评估矩阵和促

进性别平等的方法  
 根据 TOR 和启动报告进行数据收集和实地访问 
 按照开发计划署评估模板而编写报告草稿，并向评估经理、计划/项目经理和利益相关

方简要介绍进展情况以及主要调查结果和建议 
 考虑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检查是否已回答所有评估问

题，并提供、分析和解读按性别分列的相关数据 
 纳入来自反馈/审计线索的评论和问题，从而将评估报告定稿。在审计线索中记录自己

的反馈  
 

 
区域评估技术性支持和质量保

证 

 
区域 M&E 评估联络人、专

家和顾问 
 
 

 
 支持评估流程，并确保遵守企业标准 
 监督和支持评估资源中心 (ERC) 中的评估规划以及评估计划的上传、执行和调整 
 审查评估计划调整请求（日期更改、增补、删除），确保修改的理由适当，并通过评估

资源中心 (ERC) 进行核准  
 向国家/地区代表处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就制定 TOR 提供咨询意见；招募评估员和维

护评估员名册；执行评估；完成评估、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确保评估流程的所有步骤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确保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跟踪管理层的应对情况，并支持 M&E 能力发展和知识共享 
 在实施评估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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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评估质量保证 

 
政策和方案支持局 
 

 
 对分散性评估和指导进行全球监督  
 协调开发计划署管理层与 IEO 之间的沟通 
 就开发计划署分散性评估职能，向国别代表处和区域局提供建议 
 支持 M&E 联络人以确保评估计划得到正确执行  
 监测管理层针对独立和分散性评估的回应的执行情况  
 与 IEO 合作，就评估结果和经验教训的应用，向开发计划署各执行单位提供指导  

 
全球和区域评估指导和监督 

 
独立评估办公室 

 
 提供规范、标准、准则和工具以支持提高评估的质量  
 监督和报告分散性评估的执行情况以及评估计划的遵守情况 
 通过独立质量评估审查小组，执行并报告所有分散性评估的年度质量评估  
 管理和维护评估资源中心 (ERC)，并针对 ERC 使用方面的技术问题提供支持 
 通过区域评估联络人，就分散性评估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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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表：开发计划署评估经理的角色和职责 
开发计划署评估经理的角色和职责是领导并参与整个评估流程。评估流程的所有四个阶段/步骤的详

细情况见《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第 4 节。它们是： 
 

(a) 可评估性评审  
(b) 评估准备 
(c) 评估管理 
(d) 评估的运用 

总体而言，评估经理与评估发起方一道保障评估的独立性。 

可评估性评审（第 1 步） 

在发起方专员的指导下，评估经理和/或 M&E 联络人同开发计划署方案单位和全国的利益相关

方合作，领导并执行对将要评估的干预措施（“评估”）的可评估性评审。 
 
评估准备（第 2 步） 

1. 酌情设立并领导评估顾问小组。  
 

2. 领导 TOR 的制定，确保一项参与流程，遵守开发计划署 TOR 模板，确保评估流程的所

有步骤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3. 在项目或方案经理的帮助下, 汇编基本文件，然后将其提供给评估团队。  
 

4. 为评估/招募评估员的招标编写相关证明文件，并与运营团队分享。  
 

5. 酌情与顾问小组一起参与挑选/招募外部评估员。 
 

评估管理（第 3 步） 

1. 向评估员提供行政支持以及所需的数据和文件。  
 

2. 召开启动会议，向评估顾问小组介绍评估员, 并酌情讨论评估任务。 
 

3. 在整个评估过程中，与计划/项目经理联络，在评估员与更广泛的计划单位、高级管理层和

主要评估利益相关方之间发挥联络作用以确保在评估中采取完全包容和透明的方法。 

4. 分发、审查和核准启动报告（包括评估问题和方法）。确保在启动报告中考虑到性别平

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包括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  
 

5. 分发、审查和评论评估报告草稿，并确保与 TOR 和启动报告一致。确保已考虑性别平等、

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已回答所有评估问题，并提供、分析和解读按

性别分列的相关数据。  
 

6. 收集并整合对评估报告草稿的意见，将其编入一份反馈文件（审计线索），并与评估团

队分享这些意见以便最终完成评估报告。  
 

7. 审查最终评估报告，确保遵守开发计划署报告模板和质量保证，并寻求评估发起方的最

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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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运用（第 4 步） 

1. 协助管理层对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所有相关建议做出对策并采取关键行动。 
 

2. 确保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提供评估 TOR、最终评估报告、管理对

策、经验教训和其他相关信息。  
 

3. 每季度协助、监测和报告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 
 

4. 促进知识共享，并在计划编制和决策中运用调查结果，例如，通过组织单独的会议和活

动或将调查结果和建议纳入定期会议中。  
 

5. 鼓励与方案/项目官员和宣传官员一道编写其他评估“产品”（例如单独的评估简报）以便更

广泛地传播评估结果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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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表：开发计划署 M&E 联络人的角色和职责  
如果 M&E 联络人不是评估经理，那么他们将参与下文所述的评估流程。如果 M&E 联络人是评估经

理，则适用评估经理任务表中的任务。 

M&E 联络人是在全球、区域和国别代表处级别任命的。总体而言，M&E 联络人在评估流程的所有

步骤中支持评估经理，并确保遵守企业标准。如果发生争端，可与区域 M&E 联络人联系以提出解

决办法。 

 
可评估性评估（第 1 步） 

1. 支持评估经理与开发计划署计划单位和全国的利益相关方协作，对拟评估的干预措施进

行可评估性评估。 
 
评估准备（第 2 步） 

1. 将评估计划上传给评估资源中心 (ERC)，管理对评估计划的必要修改，并获得区域 M&E 联络

人对这些修改项的核准。  
 

2. 区域评估高管将审查评估计划调整请求（日期更改、增补、删除），确保修改的理由适当，

并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 进行核准。  
 

3. 向管理层报告企业遵守评估计划的情况。  
 

4. 酌情参加评估顾问小组。  
 

5. 审查并支持评估 TOR，确保它们符合开发计划署的指导要求,包括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

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6. 酌情参与挑选/征聘外部评估员。  
 

7. 区域 M&E 高管向国家代表处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就制定 TOR（包括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

以及其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招募评估员和维护评估员名册提供建议。 
  

评估管理（第 3 步）：  

1. 审查并支持评估启动报告，确保其符合开发计划署要求,包括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

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2. 审查并支持对报告草稿和最终版评估报告的核准（包括性别平等、对女性赋权以及其他贯

穿各领域的问题）并应请求寻求区域评估高管的支持。 

 

3. 确保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提供评估 TOR、最终评估报告、管理对策、

经验教训和其他相关信息。  

 
评估的运用（第 4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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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查管理对策、关键行动和质量评估结果，并确保在接到请求时，与区域 M&E 联络人一起

完成此步骤。 
 

2. 支持评估经理促进知识共享以及在计划编制和决策中运用调查结果。 
 

3. 每季度协助、监测和报告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的执行情况。 区域评估高管确保通过 评估资
源中心 (ERC) 跟踪管理对策，并支持 M&E 能力发展和知识共享。在完成所有计划行动后或
五年之后，他们结束管理对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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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散性评估的质量评审 
 

 

高质量的评估对基于结果的管理、知识的生成和对计划伙伴的问责至关重要。开发计划署评估

政策的要求之一是方案单位（总部各局、区域局和国家代表处）确保评估可为计划管理层提供

信息，并为发展成果做出贡献。1因此，更重视加强对分散性评估（方案单位开展的评估）的

支持，以便更好地遵守评估政策，提高评估质量，增加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对评估结果的运用。  

IEO 每年评估分散性评估的质量，并向开发计划署执行委员会报告结果。质量评审流程通过对

各方案单位进行的评估进行独立分析来支持提高评估证据的质量（包括调查结果、覆盖面和范

围以及建议）。质量评审流程还支持各方案单位管理评估和执行评估计划，并支持区域局、政

策和计划支持局 (BPPS) 和 IEO 的监督。分散性评估报告的质量评审制度有助于质量评审流程和

报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6.1 目的和范围 
 
评估报告的质量评审利用一套参数、评级制度和权重来评估一项评估的设计、评估结果和评估

证据的质量以及结论和建议的稳健性。对于全球环境基金 (GEF) 评估，评估还包括项目产出和/
或方案成果的实现（或预期实现）程度。  

对评估报告进行质量评审的目的包括：  

 提高评估证据的质量，更好地管理对发展成果的贡献。  
 独立评估分散性评估报告的质量，将结果提交给开发计划署执行局和管理层，从而

支持问责制。  
 提高项目间评估报告和质量的一致性。 
 详细分析评估报告的质量来提供反馈意见，并提出改进建议，从而支持各局的监督

职能。 
 借鉴年度评估报告中良好的评估，整体上吸取经验教训。。  

  
这些准则提高了分散性评估的质量标准，如实用性、目标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明确性、可评估

证据的可信度、准确性和可靠性、判断的透明度以及报告的深度和清晰度。  

对开发计划署进行的所有分散性评估以及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和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成果、

项目和计划评估以及专题评估进行质量评审。方案单位和国家代表处可以利用 IEO 的反馈作出

调整以改进评估证据和报告的各个部分，并调整评估工作的管理和执行以确保可使用的调查结

 
1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评估政策，http://web.undp.org/evaluation/policy.shtml 

第 6 章说明开发计划署独立评价办公室 (IEO) 对分散性评估进行质量评审的制度，包括目

的、角色和职责、流程和工具。此外，本章还解释了联合国两性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系统性

行动计划 (SWAP) 的评价业绩指标，以及如何评估独立和分散性评估以便为该指标提供开发

计划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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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建议以及分散性评估报告的总体效用性。质量评审问题符合并反映开发计划署计划拟订质

量标准。2 

GEF 评估报告的分析范围比其他开发计划署评估报告的范围更广。GEF 的分析包括对项目文件

的评估（例如项目目标、项目或方案规划和执行）以及对评估结果和结论有效性的分析。  
 
  

6.2 质量评审流程 
  
 质量评审流程的关键步骤如下（另见图 1）：  
  

1. 向评估资源中心 (ERC) 提交评估 3  
o 方案单位在完成后两周内，在评估资源中心 (ERC)上张贴某项评估的一份可打

印电子版职权范围（TOR）和最终评估报告。  
o 只应上传最终文件。不应上传草稿，因为评估资源中心 (ERC) 是一个公共网站。 
o 应在报告完成后六周内上传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2. 核查  

o IEO 将核实评估资源中心 (ERC) 上发布的报告是否属于方案单位评估计划的一

部分以及是否为最终文件。  
o 如果一份职权范围（TOR）或评估刚好处于草稿状态，而不是最终版本，或

者如果没有上传支持性附件，IEO 将联系国家代表处和区域办事处以确保已

上传正确的文件。4 
 

3. 质量评审  
o IEO 将评估报告发送给签约的质量评审审查员以进行质量审查。  
o 通常在完成和提交质量评审报告后的两周内，在评估资源中心 (ERC) 上公布质

量评审评级。 
 

4. 反馈  
o 在收到审查员的质量评审报告后，IEO 审查该报告，然后通过评估资源中心 

(ERC)将报告提供给各方案单位。  
 

 
2访问地址为：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
mming%20Standards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ing.docx&action=default 
3访问地址：http://erc.undp.org 
评估资源中心 (ERC) 4是一个公共网站，因此所有文件都应是最终版，并具有高质量。质量评审评级仅可用于开发计

划署开发计划署。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mming%20Standard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eming.docx&%20Action=default
https://popp.undp.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UNDP_POPP_DOCUMENT_LIBRARY/Public/PPM_Programming%20Standard_Quality%20Standards%20for%20programmeming.docx&%20Action=default
http://erc.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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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质量评审流程 
 

 
 

6.3 角色和职责 
 
独立评估办公室 (IEO) 全面负责评估质量评审和报告，并向方案单位及时提供反馈。  
 
区域局应监督质量评审流程，并利用此流程来突出显示各自区域和具体国家计划内评估执行方

面的弱点和挑战。评估资源中心 (ERC) 提供了一个概览工具来显示区域和国家代表处级别的评

估质量。如果评估一直低于满意水平，区域评估联络人应与国家代表处密切合作以解决执行问

题，并确保方案单位了解质量评审流程中突出显示和详细介绍的评估流程问题。 
 
同样，BPPS 和 IEO 支持各区域通过质量评审流程解决评估执行中突出的问题，并支持各局一致

地处理突出的问题。  
 
 

6.4 质量评审审查库 
 
为了确保评估报告评估的质量和一致性，IEO 保留了一批专家级质量评审审查员。他们是经验

丰富的评估员，对开发计划署专题领域和评估方法有详细了解，并拥有全球、区域和国家级别

的知识和经验。为了确保评估质量评审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审查员重视质量评审工具的应用，

IEO 定期监测质量评审流程以确保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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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质量评审报告 
 
一旦 IEO 对评估进行质量保证检查（通常在完成和提交质量评审报告后两周内），就会立即提

供单项评估的质量评审报告。全球、区域和国家代表处层面的结果可通过评估资源中心获得。 
 
 

图 2。 按区域分列的评估资源中心 (ERC) 质量评审摘要报告 
 

 
 
每年，独立评价办公室（IEO）将通过其年度评估报告反馈质量评审过程的结果，同时分发给

总部和区域局一份更详细的年度质量评审报告，以便其向国家代表处分发并跟进。  
 
 

6.6 质量评审部分和加权  
  
质量评审的主要参数借鉴了《评估准则》中概述的可接受评估报告的基本质量要求。总体而

言，质量评审流程包括四个加权部分和 39 个问题。如果由于 TOR 的指示或所评估干预的背

景，审查者认为问题没有相关性，则审查者可能不会对问题进行评分。  
 
质量评审部分包括：  
 
 职权范围：5 个问题加权 15% 

o TOR 是否恰当和明确地概述了评估的目的、目标、标准和关键问题？ 
 评估结构、方法和数据来源：16 个问题加权 30% 

o 评估是否结构合理，是否有一套清晰的目标、标准和方法（得到完整描述并且恰

当）？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8 个问题加权 15% 

o 评估是否充分审查和处理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例如性别、人权、残疾和弱势群体）？ 
 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9 个问题加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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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评估结果是否适当并基于评估标准（例如相关性、一致性、有效性、效率、可持

续性和影响），是否直接回答评估问题？  
o 结论是否超越调查结果并查明潜在的优先问题？结论是否根据证据确凿的调查结

果而提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o 这些建议是否与评估的主题和目的有关，是否得到评估证据的支持？ 

 
对 GEF 终期评估的质量评审包括额外的一节。此节中，质量评审审查员核实评估的评级或者建

议调整。GEF 的中期审查尽管已被列入评估计划，目前还没有得到质量评审。 
 
 

6.7 质量评审问题评级 
 
采用六分评级制度（从高度满意 (6) 到高度不满意 (1) 或不适用 (0)），对每一节的质量评审问

题进行评分（见图 3）。评级表将评审评估是否符合预期、规范和标准。虽然有些评级（4、5 
和 6）可能被视为满意，但如果开发计划署的所有评估要求都得到满足，那么评估应至少得到 
5（满意），这是良好评估的基准评级。 
 
图 3。质量评审评级表 
 
代码 评级分配量规 分值 

HS 高度满意 
评估报告中，所有参数都得到充分满足，而且没

有缺陷 
6 

S 满意 
评估报告中，所有参数都得到充分满足，有轻微

缺陷 
5 

MS 大部分满意 评估报告中，参数得到部分满足，有一些缺陷 4 

MU 大部分不满意 
评估报告中，多个参数未得到满足，存在显著缺

陷 
3 

U 不满意 
评估报告中，大部分参数未得到满足，而且存在

重大缺陷 
2 

HU 非常不满意 
评估报告中，所有参数均未得到满足，而且存在

严重缺陷 
1 

N/A 不适用 不适用 未评分 
 
 

6.8 质量评审工具 
 
可在 ERC 网站 (http://erc.undp.org) 访问质量评审工具。只有已注册的监测与评估 (M&E) 联络人

才能登录。M&E 联络人应与评估发起方和经理分享评估质量评审的结果。  
 
质量评审审查员使用下拉菜单来分配内容评级以及可支持其评级的详细评论。使用上述加权

数，通过 ERC 自动分配总体评分。完成质量评审后，可在每一项评估中找到评分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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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支持性文件 
 
各个评估的所有支持性文件都通过 ERC 提供，并提供给质量评审审查员。  
 
对于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项目，文件包括：  
 
 评估的职权范围 TOR（质量评审的主要文件）。 
 最终评估报告和附件（质量评审的关键文件）。 
 项目/评估信息（项目详情、评估预算和时限）。 
 评估教训和结果。 
 评估建议。 
 管理对策和关键行动。 

 
对于质量评审，TOR 和最终评估报告是关键文件（包括所有附件）。 
 
对于 GEF 项目终期评估，ERC 将包含同样的信息。然而，为了进一步验证项目执行情况的最终

评估评级，GEF 将通过 IEO 向质量评审审查员提供补充信息。目前，ERC 中没有这些文件。其

他文件包括：  
 
 项目概念书和识别表 (PIF/Pdf A &B)。  
 项目文件 (ProDoc)，包括成果框架。 
 项目执行情况审查 (APR/PIR)。 
 跟踪工具（现有）。 
 中期评估（如果进行）。 
 项目执行行动计划。  

 
 

6.10 质量评审问题 
 

6.10.1 评估 TOR、评估设计（GEF 和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TOR 是否恰当且明确地概述评估的目的、目标、标准和关键问题，并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第 4.3.2 节） 

1.1 

TOR 是否以合乎逻辑和现实的方式明确概述评估的重点？  
 遵循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中详述的拟议结构 
 包括评估目的、范围和目标 
 包括有待评估的产出和/或成果 
 提供评估背景和详情 
 在主要文案或附件中列入关于成果框架和变更理论的信息 
 包括关于项目/计划受益人的资料（类型、性别、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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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OR 是否明确详细说明评估的时段和天数分配？ 
 有一个针对评估范围和重点的时段 
 鉴于评估的范围，整个评估的时间天数分配很详细和适当 
 有一份评估团队规模概述，其中认可评估的需求和范围 
 界定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如果需要一个团队）  

1.3 
TOR 是否明确概述评估的执行和管理安排？ 
 描述了评估伙伴的明确角色 
 明确描述了反馈机制 

1.4 

是否在 TOR 中详细地说明关于评估办法和方法的概述？ 
 鉴于评估范围，评估问题的数量似乎比较恰当 
 已概述一般方法 
 已概述所需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概述出资分析需求和出资数据 

1.5 

TOR 是否要求评估员将性别、弱势群体、残疾问题和/或人权纳入评估中？（非 GEF 
评估） 
 在 TOR 中，要求提供有关性别、弱势群体、残疾问题和/或人权特定问题的详

细信息 
 TOR 概述为满足此要求而提出的工具、方法和数据分析 

 

 

6.10.2 评估报告结构、方法和数据来源  
 

评估目标、标准、方法和数据来源是否得到充分描述，鉴于评估对象和进行评估的理由，它们是

否适当？   

 结构  

2.1 

评估报告是否均衡且结构化？ 
- 遵循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中详述的拟议评估报告结构（第 4.4.5 节和附件 4） 

如果未遵循，使用的报告结构是否可得出一份均衡报告？ 
- 报告包含充分且可理解的背景信息 
- 报告篇幅合理 
- 提供所需附件 

2.2 评估报告是否明确阐述 TOR 中概述的评估目标? 

 方法  

2.3 
是否明确概述评估方法？ 

- 对拟议办法的任何改动，都详细说明了理由 

2.4 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参与的性质和程度是否得到充分解释？ 

2.5 评估是否明确评估项目/方案的相关/一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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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评估是否明确评估项目/方案的有效性程度？ 

2.7 评估是否明确评估项目/方案的效率水平？ 

2.8 评估是否明确评估项目/方案的可持续性水平？ 

 数据收集  

2.9 

是否已明确描述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 
- 明确描述了数据来源（包括三角形法） 
- 详细说明数据分析办法 
- 解释了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 

2.10 

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是否足以满足评估范围？ 
- 酌情纳入一组综合数据来源（特别针对三角形） 
- 酌情纳入一组综合的定量和定性调查和分析方法 
- 明确呈现报告内的数据分析和引用 
- 酌情记录与利益相关方和受益群体举行的会议和调查 

2.11 

是否明确解释评估方法的任何变更或执行方面的局限性？ 
- 获取数据或核实数据来源方面的问题 
- 受访者可用性问题 
- 有关如何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概述 

  
报告内容  
  

2.12 

评估是否与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国家计划战略和/或 UNDAF/UNSDCF 挂钩？ 
- 它评估计划/项目的变化理论及其相关性 
- 它分析所评估项目/计划与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国家计划战略的联系 
- 它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UNSDCF) 联系在一起 

2.13 
评估是否与部门/支持领域的有关国家政府战略和计划挂钩？ 

- 评估讨论了如何解决能力发展或加强国家能力的问题 

2.14 
评估是否详细说明了项目供资情况，并提供了供资数据（特别是对于 GEF）? 

- 评估并解释计划支出和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 
- 考虑已完成的项目财务审计的意见 

2.15 
评估是否包括对方案/计划的初始结果框架、M&E 设计、实施及其整体质量的评估？ 

- 足够详细地呈现监测数据以便于对评估进行分析 
- 按性别和弱势群体来分列数据 

2.16 
评估是否确定方案/项目发挥催化作用并证明的方式：公共物品的生产；示范；复制；和/
或扩大规模？（仅 GEF）  

2.17 是否对逻辑框架中的所有指标进行单独评估并注明最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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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评估报告是否涉及性别问题和其他贯穿各领域的关键问题？ 

3.1  如果相关，评估是否充分包括并分析干预措施对性别、人权、残疾和弱势群体的影响？ 

3.2 报告是否分析贫困与环境的关系或可持续生计问题（作为相关因素）？ 

3.3 如果相关，报告是否讨论减少灾害风险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 

3.4 报告是否讨论预防危机和恢复问题（作为相关因素）？ 

3.5 两性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是否被纳入评估范围，评估标准和问题的设计是否能够确保与

两性平等以及女性赋权有关的数据得到收集？ 
- 评估包括一项目标，具体涉及两性平等和/或人权问题和/或性别问题，已纳入其

他目标的主流 
- 评估框架中纳入关于性别和/或人权的独立评估标准，或将其纳入其他评估标准的

主流 
- 评估中纳入了一个或几个专门的两性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的评估问题 

 
3.6 是否选择促进两性平等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数据分析技术？  

 
- 评估明确方法中如何处理性别问题，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如何纳入性别考

量，并确保按性别分列所收集的数据 
- 评估方法采用混合方法，适合评估两性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方面的考量 
- 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和流程（即三角化、验证）来保证包容性、准确性和可信度 
- 如果适当，评估方法和采样框架针对受干预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最弱势群

体）的多样性 
 

3.7 评估结果、结论和建议是否反映性别分析？ 
 

- 评估有一个背景部分，其中包括分析受影响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或阐明与两性平等

和人权有关的相关文书或政策 
- 调查结果包括数据分析（其明确和透明地对不同社会角色群体的声音进行三角测

量）和/或在适用情况下按性别分列定量数据 
- 说明干预措施对两性平等和人权的意外影响 
- 评估报告提供了解决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的具体建议，并为改善两性平等和

妇女赋权的行动、该领域的干预措施或未来举措设定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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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 评估结果、结论和建议 

 
本节详细介绍所有评估结果、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GEF 和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项目都

使用相同问题来进行质量评审。  

  

报告是否简明扼要地描述和支持其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调查结果和结论  

4.1 

评估报告是否包含一组简明和逻辑缜密的调查结果？ 
- 评估结果是围绕评估标准和评估问题而编排的 
- 调查结果很详细，并得到证据支持 
- 调查结果不局限于对活动执行情况的分析 

4.2 评估报告是否包含一组简明和符合逻辑的缜密调查结果（独立的）？ 

4.3 
评估报告是否包含一组简明和符合缜密逻辑的教训？ 

- 吸取的教训是实质性的 
- 在不同的执行和组织层面相应针对这些教训 

4.4 
调查结果和结论是否与项目/计划及评估的目标直接相关? 

- 它们与项目/计划的目标直接相关。 
- 它们涉及评估的 TOR 中概述的评估目标 

4.5 
调查结果和结论是否得到数据和访谈来源的支持？ 

- 详细描述在获取数据和访谈来源方面受到的限制 

4.6 
结论是否基于评估结果？ 

- 结论不局限于调查结果，并均衡地说明干预的长处和局限性 

3.8 评估是否考虑残疾问题？ 
 

- 评估问题涉及残疾包容度的不同方面 
- 评估结果和分析提供关于残疾包容度的数据和证据 
- 评估结论和/或建议反映关于残疾包容度的调查结果 

 
3.9 评估是否与所评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以及相关目标和指标挂钩？ 

3.10 终期评估是否充分处理社会和环境保障问题（作为相关因素）？（仅 G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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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评估报告中是否讨论了风险？ 

建议 

4.8 
评估建议是否明确、简明、现实且可操作？ 

- 鉴于项目/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建议是合理的。 

4.9 
建议是否与国家计划成果和战略挂钩，是否可由国家代表处执行？ 

- 为执行建议，提供指导 
- 建议将确定执行角色（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政府、计划、利益相关方和其他） 

 
 

6.10.5.验证 GEF 终期评估所给予的评级  
 
此节仅用于 GEF 评估以验证在初步终期评估中确定的项目评级。为了对 GEF 终期评估进行质量

评审，并验证由初始评估员确定的项目执行的评级，将向质量评审审查员提供额外文件。 这
些文件将包括：  
 
 项目概念书、识别表 (PIF/Pdf A &B) 和项目文件 (ProDoc)，包括成果框架。 
 项目执行情况审查 (APR/PIR)。  
 跟踪工具（现有）。  
 中期评估（如果进行）。 
 项目执行行动计划。 

 
GEF 评估评级验证表 
 

  

开发计划署开

发计划署 IEO 
质量评审评级 

GEF 终期评估

评级 

评级/评分调整

的评论和/或理

由 
改进建议 

  评级 评分 评级 评分   
  

成果评估 

项目重

点 

说明终期评估对项目成效、效率和相关性的评分，并根据现有

文件，指明你的评级并说明理由。如果终期评估没有包括评

级，也请提供您的评级。    

  

1 效力      
  

  

2 效率      
  

  

3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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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总成果      
  

  

可持续性 

项目重

点 

说明终期评估对可持续性的评分，并根据现有文件，指明你的

评级并说明理由。如果终期评估没有包括评级，也请提供您的

评级。    

  

5 财政可持续性      
  

  

6 社会政治可持续性     
  

  

7 体制框架和治理可持续性     
  

  

8 环境可持续性     
  

  

9 可持续性的总体可能性     
  

  

监测与评估  

项目重

点 

说明终期评估对 M&E 质量的评分，并根据现有文件，指明你的

评级并说明理由。如果终期评估没有包括评级，也请提供您的

评级。   

  

10 进入时的 M&E 设计     
  

  

11 M&E 计划和实施     
  

  

12 M&E 的总体质量     
  

  

实施与执行 

项目重

点 

说明终期评估对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作为项目执行机构）

业绩的评分，并根据现有文件，指明你的评级并说明理由。如

果终期评估没有包括评级，也请提供您的评级。   

  

13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执行/
监督的质量 

    
  

  

14 执行伙伴执行的质量      
  

  

15 实施与执行的总体质量     
  

  

项目总体表现 

项目重

点 

终期评估是否包括对项目结果的汇总评估和总体评级？指出终

点评估评级，然后根据现有文件，说明你是否认为对总体项目

结果进行不同评级更为合适。   

  



 

 

13 

16 
说明同意或调整评级的理

由。 
    

  
  

 

6.10.4 总体调查结果和经验教训 
 

大多数评估应查明从项目执行中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在总体质量评审中，未对此节评分，

但让审查员有机会确定可以从评估中吸取的关键教训。应在国家代表处内更广泛（局部或全

局）分享这些教训。  
 
质量评审审查员总体评估结果 
 

1 评估报告的总体想法和教训，用于今后评估。 
 
• 详细介绍评估报告的积极和创新方面 
• 其他评估员的教训 
• 最后评分是否充分反映评估的质量？ 
• 还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改进评估报告（如果主要评估中没有涉及）。 
 
注：此领域可供审查员进一步思考和审查未评定的报告。这应是建设性的，使本

组织能够收集项目执行和评估执行方面的教训。 

LL 1   

LL 2   

LL 3   

 
质量评审审查员一般方案/项目结果 

2 

未来项目和计划的评估报告的总体想法和教训。 
 
• 详细说明项目或计划的积极和创新方面 
• 详细说明其他项目或计划的教训 
• 还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改进项目或计划？ 
• 从报告中可以吸取哪些关键项目或计划教训？ 
 
注：此领域可供审查员进一步思考和审查未评定的报告。这应是建设性的，使
本组织能够收集项目执行和评估执行方面的教训。 

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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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2  

 

6.10.5 质量评审结果摘要 
 

总体质量评审将被自动归纳在 ERC 中，并可供审查员在提交给 IEO 进行核准和审定之前考虑。  
 

  
评级 

 

质量评审标准 HS S MS MU U HU 加权分数 

        

1.评估结构和设计  

TOR 是否恰当和明确地概述评估的目

的、目标、标准和关键问题，并给予

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2.评估报告和方法  

评估报告目标、标准、方法和数据来

源是否得到充分描述，鉴于评估对象

和进行评估的理由，它们是否适当？ 

       

3.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和性别问题 

评估报告是否涉及性别问题和其他贯

穿各领域的关键问题？ 
       

4.评估结果、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报告是否简明扼要地描述和支持其调

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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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UN-SWAP 评估业绩指标和 评估 
 

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政策（GEEW）于 2006 年 10 月由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批

准，作为在联合国系统的政策和方案中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目标的一种方式。

2012 年，联合国商定《性别平等和对女性赋权的全系统行动计划 (UN-SWAP)》以执行上述性别

政策。联合国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全系统行动计划为所有联合国实体的性别相关工作指

定了共同的绩效标准，包括评估以及一个评估绩效指标（EPI）。2020 年，已对 UN-SWAP 进行

更新。UN-SWAP EPI 报告遵循联合国评估小组 (UNEG) 发布的 UN-SWAP EPI 技术说明。5 
 
开发计划署应每年对照 EPI 提出报告，对独立评估和分散性评估进行评审。在此可获得关于 EPI 
的详细信息。本章总结 EPI 的关键要素，并解释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评估流程。  
 

6.11.1 UN-SWAP 的评估业绩指标是什么？ 
 

EPI 评估一个实体的评估报告达到有关性别的 UNEG 评估准则和标准的程度，并表明在评估的

所有阶段有效利用了 关于纳入人权和两性平等的 UNEG 指导意见。  
 

6.11.2 评估绩效指标标准和记分卡  
 

使用记分卡，对照三项标准，对评估报告进行评审（在机构级别适用第四项标准）。前两项标

准研究了是否将两性平等关切纳入分析的评估范围，以及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和工具。 
 
1. 将两性平等和对女性赋权纳入分析的评估范围，评估标准和问题的设计方式确保可收集相

关数据。 
2. 已选择促进两性平等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数据分析技术。 

第三项标准侧重于评估报告是否反映整个评估报告中以各种方式进行性别分析。 
 
3. 评估结果、结论和建议反映了性别分析。 

第四项标准的重点是该实体（在本案中，为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是否委托：  

4. 至少每 5 至 8 年进行一次评估以评估机构在性别主流化或同等方面的表现。  

根据前三个标准，使用四分制 (0-3) 来评估每份评估报告：  
 0 = 完全未纳入。在未符合一项标准的任何要素时适用。 
 1 = 部分纳入。适用于已满足某些最低要求但需要进一步改进，并且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以达到标准的情况。 
 2 = 令人满意地纳入。如果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而且已经满足许多要素，但仍可作出

改进，则适用。 
 3 = 完全纳入。在一项标准下的所有要素都得到满足、使用并完全纳入到评估中且无需

采取补救措施时适用。  
 

《UN-SWAP EPI 技术说明》的附件6列出了对照每一项标准进行的评估的指导性问题。在审查每

项标准的评估报告后，对报告评分如下：  
 

5访问地址：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6访问地址：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www.uneval.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616
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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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分 = 未达到要求 
4-6 分 = 接近要求 
7-9 分 = 满足需求 

6.11.3 评估流程 
 

开发计划署 IEO 是 EPI 的协调点。在 2020 年之前，IEO 与一名外部专家签约，对一组评估进行

评估，包括所有独立评估以及在报告期间（每年 1 月至 12 月）最终完成的分散评估样本。  

自 2020 年将 SWAP EPI 纳入 IEO 在线质量评审系统以来，IEO 聘用的审查员也对照该系统评估

了所有经质量评审的分散性评估。审查员还评估了所有独立评估的 SWAP EPI。所有独立和分

散性评估的评分被汇总到整个开发计划署的最终评分中。2020 年，开发计划署的总得分首次

“超过要求”。  

 

方框 1: 符合 EPI 要求的评估样本  
 

• 孟加拉国，2020 年，宽容的包容性孟加拉 (PTIB) 项目的伙伴关系最终评价  
• 尼泊尔，2020 年，关于 2015 年地震严重影响的脆弱社区弹性重建和恢复的最终评价 

(EU II)  
• 海地，2020 年 对热雷米促进社会凝聚力项目的终期评估 
• 南苏丹，2020 年，和平与社区凝聚力项目最终评估  

 
注：EPI 评估此评估在多大程度纳入两性平等和对女性赋权。即使关于性别纳入所评估的方
案/项目的结果是否定性的，报告也可能在 EPI 方面得分很高。  

 

 

6.11.4 报告  
 

IEO 编写了一份最终综合报告。该报告被上传到 UN-SWAP 性别平等以及对女性赋权报告门户网

站。联合国妇女署分析所有 UN-SWAP 绩效指标（包括用于评估），并且每年通过秘书长报告，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一份汇总报告。该报告说明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到联合国体系的所有

政策和计划主流的情况。7 

 
72020 报告的访问地址： https://documents-dds-
ny.un.org/doc/UNDOC/GEN/N20/092/53/pdf/N2009253.pdf?OpenElement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625%5d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418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2377
https://erc.undp.org/evaluation/evaluations/detail/1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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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操守和利益冲突 

1.1 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评估小组的最新评估道德准则是什么？ 

2020 年，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小组）更新了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道德准则。本文件旨在为

联合国实体和理事机构的领导人，以及为联合国组织和开展评估工作的领导人提供支持，以确

保从道德角度出发，为日常评估工作提供信息。本文件规定： 

• 评估的四项道德原则； 
• 为实体领导人和理事机构、评估组织者和评估从业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准则； 
• 要求所有参与评估的人签署《评估道德行为承诺书》。 

 

1.2 我们可以聘请前工作人员/项目官员参与对我们国家计划的评估吗？ 
 

不可以。根据评估准则，“评估人员不应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为正在评估的项目/方案、成果

或 UNDAF/UNSDCF 工作或做出贡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聘用曾为国家代表处工作的

国家顾问。 
 

1.3 我们能否让项目/成果/国别方案的评估人员支持后续项目/成果/国别方案

的制定？ 
 

不能，评估准则第 4.3.5 节明确规定了由于未来可能参与或就业而引起的利益冲突问题：

“方案单位必须确保评估人员不会在近期向正在评估的项目或结果的方案股提供任何服务（与
评估主题相关或无关）。评估人员随后不应参与执行作为评估对象的方案或项目。同样，评估
人员不应作为他们所评估的下一阶段项目的设计者参与评估。” 
 

1.4 一些同事在根据执行安排对评估职权范围补充如下说明：“预计项目至少有

一名资深成员将在会议期间陪同评估人员，以便于必要时作出澄清，并适

用开发计划署的评估规范和标准”。这是否与评估道德和规范相抵触？ 
 

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不应成为利益相关方会议的评估人员，即使他们有最好的意图。评估准则

第 4.4.4 节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同样，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的存在也违反了联合国评估小组

的评估准则和标准（标准 3.2），其中确保被访谈的利益相关方的保密性和匿名性。  

 

这需要向国家代表处明确表达，否则评估的独立性和可信度将受到威胁。 

第 7 节：详细介绍 2019 年区域培训和整个 2020 年网络研讨会期间的一些更常见问题。 附件

中载有网络研讨会录音的链接。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etail/2866
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ownload/3683
https://eur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unevaluation.org/document/download/2787&data=04|01|richard.jones@undp.org|0096b22b4a394fb04fbb08d88c92916b|b3e5db5e2944483799f57488ace54319|0|0|637413908420710474|Unknown|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1000&sdata=f2y91gKHsg9zWluzxbM8miaiX4p5SlEiNzGma48nJ3s=&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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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类型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UNSDCF）评估 
 

2.1 如果开发计划署国家代表处不再负责 UNSDCF 评估，是否应将其纳入开发

计划署评估计划？ 
 
请继续将 UNSDCF 的评估纳入贵国的评估计划。我们认识到，这些评估现在由联合国驻地协调

员代表处管理，因此，开发计划署将不再对 UNSDCF 的评估进行质量评审。  
 
最终评估应上传到评估资源中心 (ERC)，但只有那些针对开发计划署的建议和管理对策才应通

过评估资源中心上传和跟踪。 
 
 
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 (D-CPE) 
 

2.2 国别方案文件评估是强制性的吗？  
 

新的国别方案文件必须附有对先前国别方案的评估，这种评估的形式可以采用国家代表处委托

的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或由独立评估办公室领导和执行的独立国别方案评估。  
 
对国别方案进行中期评估将使个国家代表处能在执行方案过程中修正路线。 
 
国家代表处也可考虑进行成果评估，而不是中期审查。成果评估往往产生更有趣的结果，因为

它们侧重于预期的变革。成果评估的结果也因此可用于规划下一个国别方案。 
 
如果在此时对国别方案进行中期审查，就必须反映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而发生的变化，特别

是如果在项目中进行了任何重新拟订方案或出现延误的情况。这一切都将对国别方案的成就产

生重大影响。 
 

2.3 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有保证的高质量国际顾问，作为我们国别方案评估的团

队负责人，与来自机构服务供应方的三名国家顾问团队合作？  
 

寻找评估人员的方法之一就是检查评估资源中心（ERC）是否获得了满意或高度满意的质量评

审分数，特别是在 分散性的国别方案评估或成果评估方面。 独立评估办公室编写了一份关于

为此目的使用评估资源中心的分步“方法”说明。1  
 
您可能还希望与政策和方案支助局一起查阅评估人员快速名册，并询问区域评估联络人是否有

区域名册。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 
 

 
1 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Guide-finding-good-evaluator.pdf 

https://eur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Guide-finding-good-evaluator.pdf&data=04|01|richard.jones@undp.org|63fb30c49bc24fd82ab708d88aa1bdf1|b3e5db5e2944483799f57488ace54319|0|0|637411775888218503|Unknown|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1000&sdata=BYJQ43hc+tXtwos32DcXZn6m7OewC5pvTwpIhyLevZY=&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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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为什么全球环境基金的评估在评估计划和执行中如此重要？ 
  
全球环境基金所有中型和大型项目都必须进行终期评估，所有大型项目都必须进行中期审查。

所有全球环境基金终期评估和中期审查都有明确的预算拨款。 
 
 

2.5 在项目完成和结束之时，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通常很保守的终期/最终评估建

议？ 
 

建议的及时性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对于正在关闭的项目的建议。全球环境基金的终点评

估尤其如此。但是，您会看到很多建议也是重复的。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可能与设计新方案非

常相关。因此，尽管您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与您的工作或已完成的干预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应低

估了解这一情况对设计新项目的价值。 
 

2.6 全球环境基金的评估是否被排除在开发计划署质量评审进程之外？  
 

全球环境基金的中期审查没有由独立评估办公室评估质量。但是，我们通过同一质量保证进程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终点评估进行质量评审，并对全球环境基金评估评级的评分作进一步验证。

因此，我们为全球环境基金的质量评审提供额外时间，外部审查人员也审查项目文件和其他相

关报告（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和中期审查）。质量审评员核实他们是否同意评估人员给出的评

分，而全球环境基金只考虑修订的分数。  
 
现可提供最近更新的终期评估指南，该指南更为详细,并概述了全部的作用和责任。它还符合

开发计划署评估准则和全球环境基金评估政策。希望这一新的详细指南能够提高终期评估的质

量。 
 
成果和影响评估 
 

2.7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使我们的审查和评估更加有用？我们如何才能争取更

多的成果和影响评估？  
 

为了在成果和影响层面取得更高层次的成果，这需要明确地在职权范围中得到反映。评估不应

着眼于活动和产出，而应更加注重产出与总体成果和影响目标之间的联系。在整个评估管理过

程（启动报告、报告草稿）中必须专注重点，并确保这些联系得以建立。 
 

2.8 涉及若干项目并需要名国际顾问的综合成果评估建议的时间和费用是什

么？  
 

这里的问题在于预算往往是最先设定的。在评估过程的后期，我们根据预算建立了我们的团

队，但发现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足够的天数。根据评估的范围，估计需要 30 到 50 天的

时间进行成果评估。因此，如果两个人每人每天的平均费率为 650 美元，则标准成果评估将需

要 50,000 美元的预算。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documents/GEF/TE_GuidanceforUNDP-supportedGEF-financedProject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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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资源中心（ERC）举例说明了各类评估的职权范围和预算。 
 

2.9 我们计划今年进行三次成果评估 ,并计划进行一次独立国别方案评估

（ICPE）。我们是否仍应进行成果评估，还是可以将其删除？  
 

如果国家代表处与独立国别方案评估同时进行成果评估，则可能出现工作和结果重复，因为 
独立国别方案评估也将比较详细地涵盖结果。但是，这一问题应该与独立国别方案评估的主要

评估人员、国家代表处和区域局进行讨论。 
 
虚拟评估 
 

2.10 什么是虚拟评估，虚拟评估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谈论“虚拟”评估时,我们指的是详尽的案头审查，加上远程访谈。  
 
需要向评估人员提供所有现有文件，包括季度项目报告和年度项目委员会会议记录，而不仅仅

是年度报告和工作计划。我们还必须向评估人员提供详细数据，并解释其背后的理由。  
 
由于互联网接入和连接，与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和同事进行远程访谈可能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

更容易进行。在评估的规划阶段，必须商定使用哪些在线工具更适合国情，例如 Skype、Zoom 
等。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话进行访谈。因此，您必须更新所有利益攸关者的通讯录，包括手机

号码。  
 
进行虚拟评估具有挑战性，利益相关方需要接受并参与评估。您将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在工作

人员不在时出现延误；由于访谈时间跨度较长而延长合同；以及，存在可能影响评估的可用性

和可信度的鸿沟。  
 
另一个挑战是国际和国家评估人员之间的评估团队组成和/或团队动态可能存在差异。对许多

人来说，虚拟方法可能很新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职权范围中明确规定国际和国家评估人

员之间的不同任务和作用。 
 
尽管灵活性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确保我们的评估保持可信。因此，评估必须遵循非常明确

的规程，并记录如何进行评估。我们发布了关于如何进行远程评估的指南。  
 

3 评估计划 
 
3.1 我们应如何在 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调整我们的评估计划？ 
 

鉴于我们目前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了解，情况不会很快回到正常状态。因此，我们应该考虑

调整 2021 年评估计划，并审查 2022 年的计划。  
 
评估不应仅仅从一年转到下一年。我们应该切实从整体上审视评估计划。我们应该考虑我们到

底想从方案和项目群组中获取什么内容来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信息，不管是为正在进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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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还是与 2019 冠状病毒病有关的新的干预措施。这将带我们进入关于如何评估 2019 冠状病

毒病干预措施的新领域，这对于为我们的方案提供支持很有必要。 
 

3.2 我们能否将国别方案评估计划的年度审查制度化，以便在年初讨论这部分

的国家代表处业务计划？  
 

是的，我们需要将评估计划纳入国家代表处业务计划的讨论。在评估准则中，我们建议您在每

年年初审查评估计划。我们还建议您对评估计划进行中期审查。  
 
我们还需要与各区域合作，了解如何在国家代表处的业务进程中将其正式化。 
 
 

3.3 我们能否将与一个群组相关的多个计划项目评估合并为单个群组评估？  
 

是的，您可以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与任何捐助者沟通，并询问计划的项目评估是否

可以改为成果评估或专题评估。因而可以断定，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大多数捐助者都可能

发生变化。  
 
全球环境基金仍然需要单独的终期和中期评估。 
 

3.4 新的评估要求是仅对新项目，还是对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都进行强制执

行？  
 

从 2019 年 1 月开始，所有新项目都必须执行新的评估要求，但我们强烈建议您也考虑预算超

过 5,000,000 美元的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从这些项目和方案中学习和承担责任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详情请见评估准则第 2 章和第 3 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要的是不断地重新审视您的评估计划，看看需要评估哪种类型的项目和方

案，以及如何进行评估。对您的评估进行有限排序也很有用。您可酌情考虑进行群组评估、成

果评估或专题评估，而不是进行若干项目评估。 
 

3.5 我们是否需要将所有评估都纳入评估计划？是否还需要包括由捐助者资助

和进行的评估？  
 

是的，开发计划署参与的所有评估都需要纳入评估计划，即使这些评估是由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驻地协调人员或欧盟委员会推动的。只有把所有评估都包括在内，我们才能全面了解正在

评估的情况。然而，我们只对由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评估进行质量评审。 
 
必须将捐助者进行的评估列入评估计划，因为这可以让开发计划署及其利益相关方了解开发计

划署方案的评估范围。此外，还需要列入联合评估，因为这有助于我们跟踪已经进行了哪些联

合评估。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index.shtml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eline/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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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家代表处今年有几次计划进行的项目评估，包括一些全球环境基金的强

制性评估，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安排一些评估时间表。我们能否删除那些低

于评估准则门槛的评估？ 
 

我们不建议删除低于门槛的评估。设定这一门槛是为了保证对较大的项目进行评估，而不是消

除评估较小项目的必要性。 
 
我们建议您与区域监测与评估 (M&E) 联络人一起审查评估计划，查看每个评估对管理决策的关

键重要性。在审查过程中，您应当考虑哪些是强制性的，什么可以重新安排，以及您在专题评

估或群组评估下可以结合哪些内容。 
 
3.7 我们是否必须每年提交评估计划，即使评估群组经常变化？ 
 

评估计划在国别方案期开始时获得批准并上传。应每年对其进行审查，以考虑到方案单位项目

群组的变化和评估需要。没有必要正式提交新的评估计划。修订工作通过 ERC 进行管理。 
 

3.8 我必须做什么才能改变或延长计划中评估的完成日期？ 
 
在 ERC 中根据要求更改日期，同时提出更改的理由。区域评估联络人将对此进行审查，并据此

予以核准。关于如何将评估计划上传到 ERC 有指南和短视频。 
 

3.9 是否有可能取消评估，例如出于安全原因？ 
 

是的，评估可以通过 ERC 从评估计划中取消，但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取消。取消评估需要明

确和详细的理由，并由区域联络人审查和核准。 关于从计划中删除评估的理由的更多信息，

请见评估准则第 3.8 节。 
 

4 评估执行情况 
 
评估预算 
 

4.1 我们是否可以调整评估预算，例如采用我们可能需要其他顾问或公司的不

同方法？ 
 

就独立评估办公室而言，尽管评估预算有必要，但转移预算可能有些行政限制，例如从差旅费

转为顾问费或远程数据收集。  
 

4.2 我们如何确保为评估提供资金？如果没有足够的预算来进行评估，我们能

做些什么？  
 

评估的预算需要在项目设计阶段确定。必须将监测和评估预算分开，以确保大部分资金不用于

监测，在项目结束时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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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预算高，则应能够为评估拨款 30,000 至 50,000 美元。 
 
我们往往没有适当的评估计划。我们经常计划得很晚，因此，我们使用分配给评估的预算，而

不是提前询问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评估（理由），我们想要涵盖的内容（范围），以及从执行评

估开始需要多少天以及需要多少费用。 
 
我们看到一些评估预算非常低，甚至低于 5,000 美元。以如此低的预算获得一份像样的质量评

审报告是非常不现实的。即使只挑选了本国顾问，但这也不会对结果和项目设计进行体面的分

析。  
 
如果没有足够的预算来评估某一项目，您也许想探讨把几个项目放在一起。您也许想考虑群组

评估、专题评估或成果评估。  
 
另一种选择是缩小评估范围，在准备阶段通过提供相关文件尽可能多地支持评估人员，以便他

们能够集中精力完成评估工作。例如，如果没有变革理论，则可请求方案小组进行阐明，请他

们写一些关于项目关键要素的说明，如此一来，这就不会成为评估人员的任务。新的 2019 冠
状病毒病评估准则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支持。 
 
必须指出，预算超过 5,000,000 美元的所有项目都必须进行评估规划，这是强制性的。详情请

见第 2 节。 
 

4.3 许多新的欧盟项目要求无论项目预算如何都要进行评估。我们在这方面可

以做些什么，特别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您应当与捐助者讨论评估预算。您可以解释为什么增加预算是有益的。例如，您可以表明您认

为范围不会被充分覆盖，或者会影响评估的质量。如果他们不可能增加预算，那么您可以向国

家代表处询问是否可以增加这次评估的预算。您也可以建议缩小评估范围，减少评估问题的数

量。 
 
寻找评估人员 
 

4.4 如果内部人员没有参与过项目，是否可以使用内部人员作为项目评估人

员？驻地协调员代表处的同事能否提供评估支助和工作人员？  
 
不幸的是，利用驻地协调员办公室或国家代表处的同事作为评估人员，将被认为不够独立。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可用的区域和总部名册进行进一步的招聘工作，您可以继续对项目进行审

查，而不是进行评估。 局里的同事可就此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和支持。 
 

4.5 确定强有力的评估人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为了评估的可信度，您必须聘用经过审查、经验丰富的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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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说明可提供关于如何利用 ERC 确定优秀评估人员的信息。在 ERC 中，您可以按国家和主题

搜索。BPPS 有一个经过审查的名册，可用于确定优秀的评估人员。区域评估联络人可帮助您

查阅该名册，在某些情况下，区域局也有评估人员名册。全球环境基金项目有综合名册平台，

该平台详细介绍了评估人员在评估环境项目方面的经验，以及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减缓、

生物多样性、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水和海洋治理等其他专题。该名册可供国家代表处、区域中

心和总部使用。 
 
我们已经看到过去评估不佳的评估人员被反复选择的案例。我们鼓励您检查 ERC 评估人员的 
ERC 质量评审分数以及 ERC 内的一致性水平。您还可以联系以前雇用过他们的同事。请同时联

系相应的 M&E 联络人，以了解当时的问题。  
 
您也可以询问您的同事们是否会推荐评估人员。如果为您推荐了评估人员，您可以查看 ERC，
搜索评估人员的名字，并查看他们以前的评估报告以及质量评审分数。指导说明可提供关于如

何利用 ERC 确定优秀评估人员的信息。评估人员应该介绍他们以前的工作、撰写的报告或他们

以前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以便您能够通过阅读了解他们的工作质量。 
 
在这方面，为评估工作提供单独和充足的预算也很重要。在为评估编制预算时，您应广泛界定

评估的范围和理由，这反过来将决定评估人员所需的能力。 
 

4.6 纽约代表处的人员是否有可能参与面试过程，帮助我们找到优秀的评估人

员？  
 

鉴于开发计划署每年约有 350 项评估，独立评估办公室无法对所有请求作出回应，但我们可以

帮助进行一些关键的和较大型的评估。  
 
跨领域议题和性别问题 
 

4.7 我们可否进行与性别有关的评估？ 
 

可以，您可以决定进行与性别有关的评估。事实上，性别问题是最常见的专题评估之一，目的

是分析如何将性别问题纳入整个方案群组的主流。此外，按照评估准则的规定，所有评估都应

包括与性别有关的评估问题。 
 

4.8 如何根据性别指标评估没有将性别很好地融入其设计的项目？  
 

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融入性别评估问题。我们没有很好地指导评估人

员如何评估与性别有关的评估，或为此评估做些什么。但是，修订版准则将性别纳入整个评估

过程并给出了详细指导。  
 
如果您有项目在设计和执行时没有很好地考虑性别问题，那么评估就可以非常彻底地审视这一

点。性别角度，或者缺乏这一角度，应在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中予以说明。 
 
同样，您的项目可能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评估人员忽略了这一方

面，从而导致性别问题的质量保证评级较低。  

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Guide-finding-good-evaluator.pdf
https://erc.undp.org/resources/docs/guidance/ERC-Guide-finding-good-evalua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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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别纳入评估是个始终如一的问题。性别通常作为“需要考虑性别”的一般性陈述出现在 TOR 
中，并没有任何具体的与性别相关的评估问题。有时会有特定的与性别相关的评估问题，但没

有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令人惊讶的是，您可以制定关于平等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
减贫或生计方案，在职权范围或最终评估报告中没有提到性别问题。 
 
在此需要强调评估管理人员的作用。如果评估人员在报告起始和（或）最终草稿中忽视了性别

问题，并且职权范围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那么评估管理人员有责任联系评估人员并要求评估

人员处理性别问题。  
 

4.9 对于评估中遗漏的其他跨领域议题，如人权、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

系，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最终评估报告中缺少或未充分涵盖其他跨领域议题的分析，则属于质量保证问题。 与性

别问题一样，跨领域议题的范围需要在职责范围内明确界定，并在初始评估报告和最终评估报

告草案中进行跟进。 
 

4.10 我们能否确保在评估的准备和实施阶段的适当时机咨询性别顾问？  
 

可以，聘请您的性别顾问或联络人将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尤其是在评估过程开始时。 
 
总则 
 

4.11 我们是否必须将项目评估职权范围送交独立评估办公室进行审批？  
 

不是，项目评估的职权范围应直接与区域评估联络人分享，或通过 ERC 分享技术。 
 

4.12 我们在评估中是否必须使用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  
 

如果不使用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评估标准，我们往往会发现错误或评估质量低下的问题。强烈建

议使用评估准则。显然，如果职权范围中建议其他框架或由评估人员采用其他框架，评估的质

量就会大大下降。 
 

4.13 评估准则是否应与评估人员分享？  
 

是的，我们强烈建议您在评估工作范围中列入评估准则的参考信息和链接。我们还建议您提醒

评估人员研究准则，并使用为启动报告和最终报告提供的模板。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

评估准则有多种语言版本。 
 
评估人员还必须熟悉质量评审要求。请告知并提醒评估人员，他们的工作将遵循评估准则所述

标准进行质量评审，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的评估标准。评估人员应确保其评估尽可能达到最高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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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管理人员在确保评估质量、起草良好职权范围以及只有在符合评估准则规定的质量标准的

情况下才批准起始阶段和最后报告草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质量较低的报告得到评估管

理人员的批准，则外部质量审查员将相应地对其进行评分。 
 

4.14 年底的时候总是非常繁忙，当忙于其他工作而难以进行评估工作时，通常

我们要怎么应对？  
 

我们充分意识到 10 月、11 月和 12 月是国家代表处专注于交付的非常重要的月份。这就是评估

计划进程如此重要的原因，您可能需要考虑提前安排评估工作。 为了明确工作安排，在 7 月
或 8 月审查评估计划是个不错的步骤。但是，如果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建

议您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并同意这个时间，并且确保您得到充分的管理支持。 
 
还请注意，评估计划考虑的是完成日期，而不是评估的开始日期。如果评估计划中安排的评估

日期都在 10 月、11 月和 12 月，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等到那时才能开始进行评估工作。任何评估

都需要个 6 个月的过程，因此如果完成日期是 12 月，则该过程和 TOR 最迟需要在 6 月开始。

如果您的完成日期是 9 月，那么该过程应该在 2 月或 3 月开始。 
 

4.15 评估管理人员是固定的还是会根据项目不同而有所变化？  
 

评估管理人员不能与接受评估的项目管理人员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M&E 官员将管理评估

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在特定评估期间，一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可能是另一个项目的评估经理。  
 

4.16 当无法进行实地访问时，我们如何对数据进行多方核实？  
 

如果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多方核实的唯一方法是在案头审查、访谈和额外的行政记录之间进

行。在有用和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手机与利益相关方联系。您还可以使用其他数据源，例如大

数据、地理空间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  
 

5 评估质量评审 
 

5.1 是否有可能通过 ERC 将评估与项目质量保证 (PQA) 门户联系起来？  
 

两个门户网站之间已建立了联系。 
 

5.2 我们如何支持质量保证工作？  
 

评估管理人员在整个质量保证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将起草职权范围，并核准启动报告

和最终报告。如果您有符合国际标准的良好评估程序，这将对质量保证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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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果不充当评估经理，M&E 联络人在确保质量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从评估的角度来看，所有同事都了解基本的评估要求非常重要。评估准则将供整个组织使用，

而不仅仅是 M&E 联络人，包括职权范围模板、启动报告和最终报告以及相关链接。尝试参与

评估规划进程并与评估管理人员共享这些模板，这些模板是确保评估质量的关键工具。您还可

以与您的同事共享这些链接，特别是在分散评估方面。 
 
独立评估办公室开设了一个短期培训课程 -“介绍”，该课程大约需要 90 分钟，此外还有一个更

长的认证培训课程，需要三个小时。这些课程不仅针对 M&E 联络人，而且适用于整个组织。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许多时间都用在了寻找诸如年度报告、工作计划和监测数据等简单

文件。作为 M&E 联络人，您可以与同事合作，让他们了解拥有良好知识管理/归档系统的重要

性。  
 
提高评估质量的另一个办法是与各区域评估联络人分享职权范围草案、起始报告草稿和最终报

告草案。 
 

5.4 制定一个两步流程以便在继续实施评估之前确保职权范围的质量是否有意

义？  
 

在评估之前对职权范围进行质量评审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目前，这是整个评估进程中的重大弱

点。为了更进一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最好地建立这方面的机制。这让我们重新承担区域评估

联络人的作用，如果尽早参与该过程，他们可以提供技术投入。 
 

5.5  评估的不同阶段的主要质量问题是什么？  
 

职权范围在评估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职权范围不明确和准确、明确地指示评估人员

注意评估理由、目标和范围，或未指明初步方法或涵盖评估问题，包括性别和其他跨领域议

题，那么评估质量就不会高。总体而言，良好的职权范围带来良好的评估，但当然，您也需要

良好的评估人员和充足的预算来完成评估。 
 
有时，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评估标准没有得到遵守。这导致在提出评估调查结果和成果方面结构

的丧失。如果不遵循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那么评估人员就会失去方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标

准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以及关于如何呈现结果的指导。评估准则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

示，我们清楚地概述了最终报告应如何编排。 
 
其他一些挑战与评估报告相关。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之间的联系往往很薄弱。特别是，建议

的质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最终与评估的可用性有关。我们经常发现建议过于笼统和表面，例

如“您需要改进您的监测系统”，而不提供进一步的详情。建议需要帮助指导国家代表处和项目

/方案如何更好地执行方案。因此，这些建议必须具体、切实可行且可操作。 
 
一般而言，我们必须确保认真对待整个评估进程。这不仅仅事关编写评估报告。我们还必须确

保将评估调查结果和建议提供给国家政府和其他捐助者，以确保这些结论和建议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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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财务部分。评估费用昂贵，因此每一份质量不合格的评估报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

经济损失。 
 

6 2019 冠状病毒病 
 

6.1 在调整我们的评估以适应 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时，需要考虑哪些关键点？  
 
在好的年份，我们都面临着执行和保持评估质量以及遵守评估计划的挑战。现在绝不是正常的

年份，我们发布了几份指导文件来帮助您执行评估。但是，将出现更多新的挑战。  
 
安全第一。第一步，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自身、我们的同事、顾问、评估人员或伙伴不会陷入

任何危险之中。  
 
第二步，重新思考我们的评估计划。  
 
如果国际和本国同事和顾问无法出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重组我们的评估小组。我们正在使

用 Skype 和 Zoom 和电话来约谈合作伙伴、联合国同事和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以及进行调

查、问卷调查和扩展案头审查。在安全的地方，我们还使用了比以前更多的国家顾问，我们正

在寻找各种方法来收集实地数据或使用二手数据。 
 
我们需要做如下几件准备工作： 

a. 查看我们 2021 年（可能还有 2022 年）的评估计划并进行可评估性评审。  
b. 询问我们将如何执行这些评估，同时考虑我们将如何评估 2019 冠状病毒病干预措施。  
c. 酌情重新考虑合并评估，并重组评估小组。 
d. 远程利用我们的国际评估人员，并明确确定国家评估人员的任务。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可以在您的区域技术顾问批准后推迟，但不同的全球环境基金评估不能合

并，当然也不能取消。 
 
还有一些其他重要问题需要考虑：人们能否前往该国？我们能在国内旅行吗？政府伙伴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是否可出席会议（亲自或在线）？ 
 

6.2 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爆发，是否制定了重新确定评估计划优先次序的标

准？  
 

我们认为，2019 冠状病毒病提供了机会可以重新思考计划评估的数目，并反思我们如何使评

估计划更像是一种管理工具。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评估计划进行关键程度评估，询问： 
 

• 这是否是强制性评估，例如对全球环境基金或其他捐助者资助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

是，那么您所能做的就是将其重新安排到以后的日期，但即使如此，也必须与资助机

构合作决定。 
• 鉴于目前的情况，时机是否切合实际或有用? 例如，中期和终期评估是否计划紧密进行？

评估是否会给我们带来有益于我们的群组、方案和项目的成果？  
• 目前，评估对国家代表处内部的管理和决策是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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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我如何将评估结合起来？ 
 

一些计划的项目评估可能属于同一结果，并可合并进行。主题评估也可以涵盖具有类似主题的

干预措施。 
 
您可以在不同级别获得协同效应，并且只制定一个职权范围。您还可以将类似领域的计划中期

和最终评估结合起来，这将增加不同但相似项目之间的学习。这些建议需要针对每个项目具体

化。这将是一种联合评估。 
 
如果项目执行因 2019 冠状病毒病而放慢，并可能延长，中期评估可能仍然有利于支持项目的

方向。这项工作应当按照 2019 冠状病毒病评估说明中规定的最低评估标准进行。 
 

6.4 我们是否应记录国别方案和项目中与新冠病毒病有关的变化？ 
 

捕获并记录因 2019 冠状病毒病导致的国别方案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非常重要。 否则，在接下

来的 18 个月内，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没有任何评估依据的境地。 
 

6.5 我们计划进行联合评估，但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爆发，某些项目可能会

获得免费延期，并且项目的结束日期可能会有所不同。然后我们如何进行

评估？ 
 
每个项目各有不同，2019 冠状病毒病在其实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如果这些项目

都延长了 12 个月，那么您很可能也想延长评估。如果没有延期，您可能仍然有足够的灵活性

将评估结合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您将不得不重新进行个别评估，您可以直接征求我们的意

见。 
 

6.6 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爆发，一些方案拟订模式已经作了调整。这对项目

评估意味着什么？ 
 

如果变革理论仅部分适用，这对评估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挑战。评估工作需要掌握其基本原理和

相关决策的变化，以了解改变后的项目群组的假设。 
 
根据情况的不同，不同类型的评估可能有用，例如单独的项目评估、群组评估，或在 D-CPE 和
区域评估中包括一个单独的部分。在全球层面上，我们可以期待在开发计划署或联合国全系统

层面或与其他捐助者一起进行 2019 冠状病毒病评估。 
 

6.7 国家评估能力 (NEC) 会议倡议是否将继续进行？ 
 

是的，我们将继续举行 NEC 会议，下一次会议将于 2021 年举行。这是独立评估办公室的重要

工作领域。我们还正在与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小组结成伙伴关系，建立一个更广泛联盟，称为

“全球评估倡议”，通过信托基金，以额外的大量资源支持国家评估系统，将世界银行与其他一

些捐助者的努力结合起来。期待很快听到更多有关这一倡议的消息。  
 

https://www.globalevaluationinitiat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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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探索如何继续与国家智库、学术机构和顾问更好地合作。 

7 其他问题  
 

7.1 为什么必须对试点项目进行评估？  
 

如果您的试点项目力求扩大规模，则提案必须以循证成果和调查结果为基础。取得这些结果的

最佳途径可能是评估。  
 

7.2 评估准则是否涵盖如何加强国家评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的各个方

面？ 
 

评估准则没有涵盖如何建设国家评估能力。但是，独立评估办公室网站上提供了国家诊断工具

的参考信息，可用于评估国家代表处层面上的评估能力。评估人员或合作伙伴也可以评估自己

的评估能力，您可以根据这一评估建立能力发展方案。 
 

7.3 如果捐助方自己的评估准则或进程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期望，那么其主导的

评估报告的质量评审的最佳推进方式是什么？ 
 

如果可能的话，从项目一开始就尽早与捐助者接触，讨论评估应该是什么样子并达成一致意

见。在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您可概述评估进程和方法。这也可以在职权范围中提及。  
 
此外，您可以要求捐助方与我们交谈，因为作为我们与其他网络接触的一部分，我们与双边评

估代表处建立了关系，并且遵循相同的评估原则。 
 

7.4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和分享评估报告，以加强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和评

估做法之间的信息交流，例如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冲突后国家或有人道主

义危机的国家的信息共享？  
 

如果您想查看其他评估报告，请访问 ERC。您可以按主题和国家搜索评估报告。您也可以参加

一系列网络研讨会和培训。  
 

7.5 我们能否利用监测数据验证信息？  
 

可以，应尽可能使用监测数据。因此，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尽早获得所有与项目相关的信息

和数据是极其重要的。 
 

7.6  监测方面的投资很重要，但往往没有监测数据。评估是否是对收集这类数

据进行投资的良好时机？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dig
http://web.undp.org/evaluation/guidance.shtml#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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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监测和评估密切相关，出色的监测可带来出色的评估。然而，区分监测和评估责任很重

要。评估中收集的数据类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评估问题。如有必要，评估建议应明确

说明如何改进项目和/或代表处各自的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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