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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项目管理中公众参与的技术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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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摘要：公众参与项目规划及实施，可扩大收益人群，提高项目的执行力和责任性，并减轻对环境及社会的冲击。综
述世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公众参与思想的衍变，界定其参与的层次，并对比分析社会评价、利益相关群体分析、参
与式评价方法、参与式监测等公众参与的技术与工具，同时分析了重庆、沈阳地区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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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１９４５年ＩＢＲＤ成立以来，世行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组织实施过各类建设内容的项目，总结和积累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是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了一整套项目设计、项目管理和项目后期评价的理

的重要起源之一。１９８４年，我国第一个引进世界银

论与方法，目前已经相当系统、严密，实践证明也是

行贷款的工程项目——鲁布革水电站正式开工建

行之有效的，其中很多内容构成了国际工程管理的

设，借鉴中标的日本大成公司的生产方式，采用了

惯例。世行认为贷款项目中的“公众参与”是确保发

“项目法施工”。项目法施工是以工程建设项目为对

展中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扶贫、改善

象，以项目经理负责制为基础，以企业内部决策层、

社会公平和加强环境管理至关重要，可以极大地提

管理层与作业层相对分离为特性，以内部经济承包

高发展项目的效果，因此在其贷款项目中对“公众

为纽带，实行动态管理和生产要素优化，从施工准

参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将“参与式发展”的理

备开始直至交工验收结束的一次性的施工管理活

念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始终。

动。１９８７年８月６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专

世行１９８１年将公众参与作为一项世行政策予

题报道《鲁布革冲击》，从此逐步形成了我国的工程

以实施，在其《工作运行指令》Ｏ．Ｄ４．００附件Ａ《环境

项目管理制度。

评价》中明确提出，“世行期望借款方在项目设计和
执行，特别是在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时，充分考虑受

１ 世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界定

影响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这项政策鼓励社
团参与世行贷款支持的项目。此后，又在《工作运行

世界银行（简称世行）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资
助项目最多、投资金额最大、政策性很强的发展金

指令》Ｏ．Ｄ２．２０、Ｏ．Ｄ４．５０、Ｏ．Ｄ１０．７０等文件中进行
了相应的完善与补充。

融机构。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世行成立了一个参与式发展学习

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４２２亿美元，共支持了２８４个发

小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Ｐａｒ－

展项目，目前执行中的项目有７０个，贷款规模在世

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小组认为当前世行面临

行位居前列。根据世行对中国的《国别伙伴战略》，

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参与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世界银行的组成部分之一——国际

支持力度。１９９４年，世行组织全球２００多名内部职员

复兴开发银行（ＩＢＲＤ）对中国的贷款额预计每年在

以及６０名非世行职员讨论形成了一份关于参与式

１０亿～１５亿美元之间。

发展的报告（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我国工程项目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研究”（２００７－Ｒ３－９）。

13

２００８年第６卷第９期

项目管理技术

１９９４），提出了沿用至今的对参与的定义，即“参与

基础的方法”（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和“参与

是这样一个过程，项目利益相关群体能够通过它影

式评价方法”（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响、共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和相

２．
２ 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关资源”（ＭａｒｉａＡｙｃｒｉｇｇ，１９９８）。

利益相关群体是指“那些影响世行行动和政

１９９６年，世行出版了专门的《世界银行参与手

策，以及被世行影响的各方人群、团体和组织”。在

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明确以消除贫困为世行目标的前提下，发展项目所

１９９６），总结世行实施参与式发展项目的经验和教

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可划分为：①主要利益相

训，指导如何在项目周期中具体落实。

关方（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指的是穷人和边缘群

世行公众参与分为三个层次：项目、规划以及

体，他们缺少信息和权力，被排斥于发展进程之外；

政策。目前，大部分的公众参与内容集中在项目层

②贷款利益相关方（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指的

次，随着世行新的运营政策——ＯＰ／ＢＰ ８．６０的出台，

是借款国政府；③次级利益相关方（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将更加重视在宏观及政策层面的参与。公众参与项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商业机构以及

目规划及实施可扩大收益人群，提高项目的执行力

那些有一技之长、直接面对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各类

和责任性，并减轻对环境及社会的冲击。

专家。
利益相关群体分析（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

２ 公众参与的主要技术与工具

主要步骤有：
（１）识别关键利益相关群体。

为了推进参与式发展的深入进行，世行开发了
一系列的技术与工具，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发挥了

影响。

重要的作用。

（３）评估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及重要性。

２．
１ 社会评价

（４）确定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策略（信息共享

世行将社会评价（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Ａ）定义

→咨询→协商→赋权）。

为一个过程，通过其可以确保发展业务被告知并考

利益相关群体分析最好与关键利益相关群体

虑到关键的相关社会问题，并且将广义范围内的利

一起进行，除了桌面研究之外，还可以采取工作坊、

益相关方纳入参与策略。世行在１９８４年首次要求社

当地咨询和参与式评价等方法，也可以采用有效且

会评价应成为世行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中

可靠的二手数据。

的一部分，在项目评价阶段，与经济评价、技术评价

２．
３ 参与式评价方法

和机构评价共同进行。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把人放在首

参与式评价方法主要有参与式乡村评估

位》，介绍了社会评价在农业、农村发展项目设计中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Ｒｕｒ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ＰＲＡ），自尊、联想

的应用。世行于１９９７年成立了社会发展部门，强化

能力、富于才智、行动计划和追踪责任制（Ｓｅｌｆ－

了项目社会评价的作用。

ｅｓｔｅｅ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根据世行项目的丰富经验，社会评价应在项目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ＡＲＡＲ），受

计划的早期开展，并在项目监控及评价的过程中重

益评价（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Ａ）。

复进行。社会评价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步骤或要素：

２．
３．
１ 参与式乡村评估

（１）进行利益相关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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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评估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以及项目的潜在

ＰＲＡ起源于１９８０年左右，用于实现当地与外部

（２）定义社会因素。

人群的共同学习，以保证发展项目工作者、政府官

（３）收集数据。

员以及当地人群能够共同设计适当的方案。ＰＲＡ常

（４）分析数据并确定优先次序。

用于项目定义及准备阶段，也用于评价以及经济与

（５）开发利益相关方协商计划。

部门调研（ＥＳＷ）。ＰＲＡ的范围一般是限于该项目，

社会评价的主要方法有“以研习班或工作坊为

有时也在国家范围或社区范围内计划。

杨秋波 等：世行项目管理中公众参与的技术与工具

ＰＲＡ的主要原则是：保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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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ＰＲＡ、ＳＡＲＡＲ、ＢＡ对比分析表

适应性、团队工作、适当的不明真相
和适当的精确度、系统化。ＰＲＡ的主
要技术有：访谈（个体、农户、目标团
体和社区会议），绘图（社区关系图、
个人关系图和制度关系图），排序
（问题排序、优先权排序和贫富排
序），趋势分析（历史图、季节历和每
日活动安排）。通过ＰＲＡ，可以推荐
项目的设计方案，引入当地人群参与该项目的评
价，设计基于社区层面的实施计划，也可以对当地

２．
４ 参与式监测
参与式监测（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是由公

社区赋权。

众（主要是受项目影响人）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

２．
３
．
２自尊、联想能力、富于才智、行动计划和追踪

监测，就监测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制订行动方

责任制

案，并激励各方执行。公众包括但不限于受项目影

ＳＡＲＡＲ起源于１９７０年左右，作为一种参与式

响人、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关注项目的公众、

方法，用于在不同层面上向利益相关群体授权以了

非政府组织、环保、社会专家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等。

解、排序、计划、创造并评定项目方案。ＳＡＲＡＲ的主

公众参与越来越被认为是监测过程不可分割

要原则是自尊、联想能力、富于才智、行动计划和追

的一部分，它为评估项目变化并从变化中学习经验

踪责任。

提供了新的方法。这些方法更有参与性，对那些项

Ｓ Ａ Ｒ Ａ Ｒ 主要应用于项目实施阶段，但也在项

目最直接受影响者的需求和渴望有更好的回应。参

目计划、需求分析以及评价阶段使用，常用于供水

与式监测不仅与项目效果的检测有着紧密关系，同

和卫生项目以及经济与部门调研项目。Ｓ Ａ Ｒ Ａ Ｒ可

时也与建立主人翁感和加强项目的社会效益，建立

以增强当地的健康与卫生意识，发展社区层面的实

责任制度和透明度，执行整改措施以改进项目实施

施计划，强化基于社区管理的能力，使得项目组与

和结果等方面都息息相关。

当地社区分享项目活动中计划和实施的控制，以增

参与式监测中涉及的典型利益相关群体有：项

强当地居民的长远发展意识。

目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包括社区范围内的人们）、

２．
３．
３ 受益评价

中介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等）、与项目有关的私营

ＢＡ产生于１９８０年左右，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调
查方法，通过感知受益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保证

商业部门和各层面的政府人员。参与式监测的组织
结构如图１所示。

其所关注的问题被了解且考虑到项目及政策的制
定之中。ＢＡ的目的有二，一是针对穷人以及其他难
以接触到的受益人的观点实施系统性的倾听，以促
进参与；二是获得相应的反馈。
ＢＡ作为一种调查和评价的定性方法，主要采
用下面三种数据收集技术：①关于关键主题的深度
访谈；②目标群体讨论；③直接观察和参与式观察。
ＢＡ主要用于项目设计和贫穷评价，主要步骤如下：
①熟悉情况；②研究设计；③当地访谈的选择及定
位；④研究；⑤准备ＢＡ报告。
ＰＲＡ、ＳＡＲＡＲ、ＢＡ的对比如表１所示。

图１ 参与式监测的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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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监测是由项目内部和外部的专家根据

３．
１ 重庆市世行贷款项目监测咨询委员会

预先设定的指标，使用一些标准化的程序和工具

按照世界银行的金融贷款政策要求，为确保贷

对项目实施进行监测。参与式监测和传统监测做

款项目的健康实施，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就在重庆贷款项

法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主动地促进主要利益相关

目中建立公众参与项目外部独立监测咨询机制的

方的参与，共同反映和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更

试点，从世行贷款城市环境项目到现在的世行贷款

关注达成既定目标。参与式监测实施的主要原则

重庆小城市基础设施改善项目，都设立了世行贷款

有：

项目监测咨询委员会，具体组织开展公众参与项目
（１）当地人群不仅只是信息的提供者，更是积

实施中的环境影响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监测咨询。各
项目业主在项目监测咨询委员会的参与、协助下化

极的参与者。
（２）利益相关群体评价，外部力量推动。

解和处理了项目实施中所产生的一些社会矛盾和

（３）聚焦于构建利益相关群体分析及解决问题

问题，消除了一些对抗、冲突，减少了项目的负面影
响，促进了项目的健康实施，验证了世行贷款项目

的能力。
（４）保证实施所有推荐的纠正行动的过程。

建立公众参与外部独立监测机制的必要性。

在项目的规划及实施阶段中，项目办公室、辅

３．
２ 辽宁省通过公众参与改善道路基础设施的无

助实施方、咨询委员会的参与式监测活动以及辅助

障碍环境
一个结构完整的咨询过程往往可以帮助设计、

事项如表２所示。

建设、经营、维修和执法等多个机构之
表２ 参与式监测活动的综述表

间互相协调，从细节入手，满足行人、
骑自行车者和其他弱势道路使用者的
特殊需求。２００６年以来，辽宁省的一
些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使公众参
与到一项由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城市
交通项目的设计和执行中来。本溪、盘
锦和锦州根据世行辽宁代表团的建议
采取了一系列十分有创意的步骤帮助
残疾居民参与项目的实施。随着对特
殊人群需求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一
些低成本或无成本方案的提出，城市
交通“以人为本”的原则已在辽宁省付
诸实践。辽宁项目表明让公众参与讨
论可改善公路设计及公共交通的方
案。试点项目推进了对城市项目的参
与性监督，使得那些受项目影响而急
需得到项目矫正措施的人参与到项目
中来。试点项目同时带来了公共信息，提高了公众

３ 案例分析
世界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国的各类客户合

的责任心。

４ 结语

作，帮助他们确定如何在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过
程中有效地引入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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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ＲＰ项目监理的内涵与原则＊
劳本信
（广西财经学院ＥＲＰ实验中心，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３）

摘要：Ｅ ＲＰ项目监理的目的是确保项目按合同履行，保证项目按时按质交付。同时，由于Ｅ ＲＰ项目不仅是一项软件
工程，还是一项管理变革工程，企业上Ｅ ＲＰ项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改进管理，提高效益，因此Ｅ ＲＰ项目监理不仅要确
保软件成功上线，还要确保项目应用目标的实现，为此，监理工作应遵循时间性、全面性、以项目合同为中心、尽
量可量化、关键指标以及剔除外界因素影响等原则。
关键词：Ｅ ＲＰ项目监理；绩效评价；项目咨询

０ 引言

上看，项目方的大多数管理人员对ＥＲＰ的业务流程
和管理理念都了解不多，而软件厂商的实施人员对

ＥＲＰ项目监理应该是中立的 ，监理方与实施

自己的系统十分了解，这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局

方（软件厂商或实施公司）、项目方（ＥＲＰ应用企业）

面。实施合同如何签订？项目如何建设？怎样才算成

都没有隶属关系。当然在实际工作中，项目监理对

功上线和完成产品的交付？这都需要有一个第三方

项目方更有意义，更有必要，这是由实施方和项目

监理机构对项目合同的签订与执行进行把关。ＥＲＰ

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所决定的。从专业知识和经验

项目监理的目的是要保证项目实施达到透明公正，

＊广西财经学院重大发展规划课题基金项目“基于ＥＲＰ平台的

如果没有ＥＲＰ监理，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使项目实施

广西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研究”。

对实施方有利，而对项目方不利。目前ＥＲＰ项目监

［１］

众参与越来越成为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项

Ｕｐｓｃ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目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不仅应体现在环境影响评价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方面，更应在规划层面和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得到应
用。如何将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公众参与技术与工具
引入我国并实现其本土化，如何构建中国的项目治
理体系，如何通过公众的参与提升项目绩效与效率
等，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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