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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移民手册——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南 

附录一 

亚洲开发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 
                                                                             

 

前   言 

以人为发展的中心，这一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然而，也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为了社会更大受益，尽管会给一些人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如一条公路和

一个发电项目的开发性活动还应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应与该咨询这些可能受

开发性活动负面影响的人协商；补偿他们的损失；协助他们重建家园和社区，重

建他们的企业和至少恢复无开发性活动时的相同水平，开发他们作为社会生产成

员的潜能。当受影响人可能为贫困者和脆弱群体、没有能力承受这种负面的影响、

没有大量的帮助他们将不能维持生产时，对这类事宜的注意是极其重要的。 

针对发展项目，特别是那些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项目所引起的非自愿移

民、补偿和重建问题，本文推荐一些解决的方法。它吸取了亚洲开发银行及其发

展中成员国和其它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的经验，尤其是大量采用世界银行对非自

愿移民的方法和运作规定，因为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亚洲的运作很类似和

世界银行在采用和实施非自愿移民的政策有更久远的经验，特别在亚洲
①
，可追溯

到至少 1980 年。 

下一部份就项目的类型提供信息，涉及人们的迁移、这种迁移的规模和影响、

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之间的不同和非自愿移民和环境之间的联系。第二章回顾

了非自愿移民的经验。第三章对亚洲开发银行建议的非自愿移民政策作了理论阐

述。第四章提出了亚行在该地区建议采用的实施步骤。第五章提供简要的结论。 

非自愿移民是一个敏感领域。它涉及可能在 佳情况下难以平衡、相互竞争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因为亚洲开发银行对移民的知识有限，在解决这些问

题时，应该考虑从发展中成员国和其它机构经验中吸取教训。应该对发展中成员

国的具体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关注，以此引进和实施任何建议

的政策和规划原则。这些政策和原则应根据所吸取的教训来修改和完善。 

 

 

                                                                        

① 世界银行涉及非自愿移民的正在进行的项目中，64%在亚洲（40%在东亚，24%在南亚），另

外 20%在非洲。 

 76



附录一   亚洲开发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 

1  涉及移民的项目 

任何引起土地、水或其它自然资源使用方式巨大变化的开发项目，可能给正

在利用这些资源和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设施的人们造成负面影响。

许多项目涉及到由个人和社区拥有或使用土地的征用或使用变更问题。这样的项

目例子如：⑴用于灌溉和水力发电之水坝建设；⑵高速公路、铁路和灌溉渠系建

设；⑶输电线路和其它需要道路使用权的设施建设；⑷机场建设；⑸港口和城镇

的新建、改造或扩建；⑹诸如排水管网、地铁、市内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和更普

遍的城市系统化建设施工或改善；⑺火力发电和其它污染性工厂的建立；⑻矿山

开采，特别是露天开采；⑼受保护的自然公园、生态多样化和资源保护区、牧场

以及山地通往草场的道路
②
等的建设；⑽森林开发，包括重新造林、工业化植树、

森林砍伐和林区封闭。 

这些项目中，很多项目可能对当地、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

义。但是这些项目同时可能引发国家长期的发展目标与直接受到负面影响的集体

和个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通过审查那些不引起移民，或者引起 低限度的社会

与经济混乱的开发选择方案，来权衡利益和不利影响的代价，并找到调和利益冲

突的办法是十分重要的。当移民问题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切实的具体措施去：⑴

保护由于项目而造成的移民的生命和财富；⑵减少和补偿受影响者、地方与地区

经济可能发生的潜在损失；以及⑶协助发展受影响者和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潜能。 

2  移民的规模和影响 

世界银行正在亚洲进行的项目估计要移民 150 万人。正在进行的亚行资助项

目移民人数的可靠估计暂不能获得。但亚行资助项目的移民规模有一些例子：(1)

马来西亚已完成的 BATANG Ai 水电站项目
③
在 SARAWAK 移民 3,600 人；(2)正在进

行的马尼拉第二港口项目
④
搬迁 8500 个家庭；(3)菲律宾私营 HOPEWELL 电力（菲

律宾）公司项目
⑤
搬迁约 223 个家庭；(4)孟加拉国 JAMUNA 多用途桥梁项目

⑥
预计

要求移民 65000 人；(5)中国京九铁路项目
⑦
牵涉移民约 210000 人。但仅有数字还

不能概括对当地人们造成影响程度的全面情况。 

                                                                        

② 生畜季节性迁移至另一地区 

③ 贷款号 521-MAL 4040 万美元，1981 年 9 月 17 日批准。 

④ 贷款号 875-PHI 4350 万美元，1987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⑤ INVO7089/1230-PHI，5000 万美元，1993 年 5 月 8 日批准。 

⑥ 贷款号 1298-BAN（SF），2 亿美元，1994 年 3 月 3 日批准。 

⑦ 贷款号 1305-PRC，2 亿美元，1994 年 7 月 14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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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开发项目，一般都对移民造成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负

面影响。家园被舍弃，生产系统被破坏，生产性资产和收入来源丧失。移民可能

被重新安置在他们的技能得不到应用的环境中，获取资源的竞争也许更大，安置

区居民可能对他们充满敌意，或者文化上水火不容，已建立的良好的社区结构、

社会网络和亲缘联系可能被破坏或削弱。文化特性、传统权威和相互帮助的潜力

可能被淡漠。为了生存，移民可能被迫移往开发过份、生态脆弱的地区，这更加

重了环境的恶化程度。对安置区居民的负面影响亦非同小可。对移民的补偿、移

民和安置缺乏适当的措施，可能造成如下结果：⑴引起受影响社区长期的生活艰

难、贫穷甚至毁灭；⑵对安置区居民有负面影响；⑶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 

3 自愿移民与非自愿移民 

自愿性移民，如农村向城市间的移民以及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常常刺激

经济的增长。牵涉到此类移居的人通常好像是这样两类：⑴自告奋勇的单身年轻

人或中年人；⑵由第⑴种人为户主的家庭；他们精力充沛，愿意冒险去寻求新的

机会和挑战。由政府组织的成功移民计划通常不仅充分考虑到新房址，同时亦考

虑到新的生计机会、社会服务、群落，甚至文化、宗教需求。这种移民通常是精

心策划的，牵涉对定居地区包括农业气候状况在内的自然资源考察、适宜的耕作

模式和其它可行的生计机会的鉴定等。政府协助移民迁往新址，在过渡期间给予

食品和暂时住所，培训和建议移民如何自立，提供诸如贷款、市场、延伸服务等

的支持性服务。通常，一定数量的政府技术服务机构被派遣为移民地区提供必要

的支持和服务。 

但另一方面，非自愿移民则牵涉男女老少，有些可能是不情愿搬迁的，许多

非自愿迁移的人不愿冒险，对搬迁和在新地方落户并从事新事业缺乏精力和资力。

妇女和以她们为户主的家庭似乎比男人损失更多，因为补偿通常付给男人，女户

主家庭通常经济状况较脆弱，并且妇女获得支持性服务的途径亦较有限。没有一

定程度的帮助，非自愿迁移的人们可能会变穷。如果非自愿移民是不可避免的，

迁移方案必须慎密，并很好地实施，以加速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特别是对这些

比较脆弱的人群。 

4 非自愿移民与环境 

通常，非自愿移民由政府、援助机构、咨询专家和公众在环境问题的范畴内

提出。这可能因为在传统上环境保护分子在认识和公布对环境和人们造成的负面

影响方面一直站在前列。因此，从社会、文化、心理、经济和环境结果方面正确

理解非自愿移民问题，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因为它可能导致一个包括移民行动

在内的不同的项目选择。同时，受影响的人们对项目的社会认同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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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可以使项目继续进行而不需进行付出很大代价的延误和调整。 

对非自愿移民复杂的社会特性的理解，应该有助于政府、外部机构和项目管

理人员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和资源探讨这些问题，将它视为一种计划改变的过程。

那些组织迁居的机构不单单寻找移民办法，而是把非自愿移民视作一个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移民获得帮助以达到一般说来不低于搬迁前的发展水

平。 

二   非自愿移民经验评述 

1  发展中成员国的经验 

发展中成员国的非自愿移民的经验是多种多样的。从 1980 年以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政府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实际上涉及移民所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中

国由于发展项目而迁移的人口可能是 多的（约 3000 万）。这些法律和法规为由

于开发项目而迁移、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的人们提供了保护。 近世界银行的一份

研究断定：中国涉及到交通、工业和城市开发项目的移民法规，现已完全满足世

界银行有关移民的业务导则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移民指南的要求
①
。但

是，对于补偿及移民程序仍有非议，这些非议主要抱怨补偿款支付拖延及补偿费

被地方政府用于社区基础设施而不是支付给个人。同时，对水库项目，如灌溉、

供水和水力发电等的规定需改进，因为规定的补偿额较低，而且受影响的人民生

活水平恢复较慢。 

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自 1976 年就有移民法。该 1976 年法规后被改进的

“1986 年马哈拉施特拉项目影响人群重建法令”代替。该法令亦适用于灌溉工程，

并为向安置受影响人群在灌溉项目控制地区提供替代农田和宅基地提供了操作框

架。该法令是基于项目受益人应承担受害人部份代价的原则。马哈拉施特拉邦较

好的移民实践记录应归功于这个法令。但是，仍有须改进之处，例如，应确保受

影响的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恢复，及保护人们的风俗习惯或使用权。在 1989/90

年，中央邦和卡那马卡施邦提出了类似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法规。 

在印度其它地区和其它国家，移民是根据由政府不时颁布的总的或针对具体

项目的指令而进行操作的。有些指令认为一些土地拥有者从一个项目受益而至少

弥补受益人的部份损失，颇有创意。例如：韩国的一些公路项目要求土地拥有者

让出沿公路的部份土地，并且不索求被占土地的补偿，因为余下土地将因公路的

建成而升值许多。但是许多指令似乎对移民的收入恢复和重建方面提出的策略显

得不足。其中有些条款也许已受到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受影响居民和非政府组织

的要求，以及由协助项目的援助机构所提供的建议的影响。 

                                                                        

① 世界银行，中国非自愿移民，华盛顿特区，1993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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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有力的制度化承诺有时弥补了移民法令的缺乏。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没有移

民法，但是两国在电力部门的移民实践一直十分令人鼓舞。在马来西亚巴当阿依

水电站项目中，对受影响的土著人重新安置政策和计划调查细致、准备充分。在

泰国，公共部门泰国电力局自从 1968 年成立以来不断提高和丰富其在移民方面的

运作经验，它的每一个新项目的移民政策都在吸收以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以

完善。该局的移民政策基于与受影响的社区直接协商和一系列综合性补偿方案。 

近，孟加拉国贾木纳多功能大桥项目的例子表明，通过与国家机构紧密协

作来改进发展中成员国的移民政策框架是可能的。孟加拉国没有处理移民问题的

具体法律和规章可循。在世界银行的大力帮助下，贾木纳多功能大桥管理局在

1993 年 10 月制订了一个综合的移民政策和计划，重新安置了受项目影响的 65000

人。 

2   亚行资助项目的经验 

迄今，只有极少数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项目中的移民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

在马来西亚已完成的巴当爱依水力发电项目除外，因为它是以详细调查为基础，

并且与受影响的依班人熟悉的社会科学家一开始就参与了。以往很少进行非自愿

移民的详细调查工作，所以没有正式的政策涉及在项目周期各阶段中如何处理移

民问题。这样，在一系列项目中，遇到重大问题和延误，如菲律滨马尼拉第二港

口项目。同样地，正在进行的巴基斯坦左岸下水道出口（一期）项目
①
相关的移民

问题仅在项目开始实施后数年，（即 1994 年）才暴露和调查。 

然而，更近期的项目表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因此，正在菲律宾进行的私营

部门 HOPEWELL 电力（菲律宾）公司项目与孟加拉国的 JAMAUNA 多用途桥梁项目列

入了详细的补偿、移民和重建条款。这两个项目都涉及与包括国际金融公司和世

界银行在内的其他机构的共同资助问题。移民问题在环境影响评估时也受到审议。

现在有部分亚行资助项目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划入亚行环境Ａ类项目的标准

之一是迁移大量人员。环境Ａ类项目包括那些对环境具有潜在的、显著负面影响

的项目。 

 

 

 

 

 

                                                                       

① 贷款号 700-PAK（SF），1．22 亿美元，1984 年 10 月 25 日批准，由亚行、世界银行和另

外四个机构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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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银行与其它机构的经验 

⑴世界银行的经验 

世界银行是第一批制定非自愿移民政策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之一。该政策于

1980 年 2 月第一次颁发给职员，作为一个内部的运作手册说明（OMS2.33）。自那

时起，它经过很多次修订和重新签发。 近一次是 1990 年 6 月作为业务导则

（OD4.30）总结。迄今，它仍是 全面的移民政策说明之一。它阐述了世界银行

在非自愿移民政策上的目标及贷款者预期在涉及移民的活动中将采取的措施。它

还给出世界银行职员在涉及移民问题项目中所应遵循的审议程序方面的具体信

息。 

1993～1994 年
①
对 1986 和 1993 年间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非自愿移民经验进

行了总结。这次审议表明，在世界银行 1993 年 1900 个现行项目中，有 146 个（不

到 8%）涉及非自愿移民；这些项目搬迁了近 200 万人。大部分项目（逾 60%）在

东亚和南亚，它们占移民总数的 80%。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尼中的少数项目占

了移民的绝大多数。预计在孟加拉国、印尼、巴基斯坦和越南，世界银行资助的

并涉及移民的项目数将有显著上升。全球来说，在世界银行 1994-1997 项目中已

提出约有 100 个初步估计将有移民 60 万人的项目。 

这次总结表明，妥善的移民安置可防止受影响者的贫困，甚至能通过建立可

持续的生计来减轻他们的贫困。但是移民准备不足将会引起地方对项目的抵制；

加剧政治紧张，造成项目显著拖延，并推迟项目带来福利的实现；并且因这种本

可以避免的延误而造成的福利损失有时远远超出良好移民安置的附加费用。在此

期间，世界银行的移民运作情况有显著改善，虽然许多项目中的移民运作和结果

没有达到世界银行政策规定的标准。 

根据世界银行在过去 10 至 14 年的经验，发现许多重大的共同因素对移民的

成功起着作用。它们是：(1)借贷者以法律、政策和资源分配的形式作出政治性承

诺；(2)严格遵守已建立的实施指导原则和程序；(3)在规划开发性移民时，进行

深入的社会分析、可靠的人口统计评估和适当的技术专长；(4)可靠的费用估算和

所需筹集的资金，包括配合民用项目建筑而逐步进行的移民活动；(5)针对地方政

府需求、机会和局限性建立相应的高效的实施机构；(6)人们在制定移民目标、确

认方法和实施这些目标方法中的参与。 

1994 年 5 月，世界银行董事会讨论了这次总结，并广泛支持其方法、结果和

建议的行动计划，每半年一次的、有关修正行动计划的报告已于 1994 年 11 月 

                                                                       

① 世界银行，环境部门《移民和开发：涉及非自愿移民项目回顾》，华盛顿特区一九九四年

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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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95 年月发给董事会，以促进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非自愿移民。
①
 

（2） 其他机构的政策 

近几年，许多多边和双边机构已准备并采纳类似世界银行的移民政策和／

或指导原则。美洲开发银行在 1990 年采纳了一套移民指导原则。1991 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所有 17 个成员国发展部长们批准其国家的

援助机构采纳统一的移民指导原则
②
。英国海外开发署采纳了与世界银行基本相同

的指导原则。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根据世行业务导则 OD4.30 颁发了非自愿移民的

核对清单。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在世界银行的指点下，正在准备其自身的有关移民

的技术性指导原则。虽然许多机构已准备和采纳移民政策／指导原则，但有关其

经验的资料还没有获得。 

4 移民和地方组织 

地方政府机关、民间组织和主要的开发性非政府组织经常在促进公共讨论与

对话和寻求实用解决方法方面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可能对政府决策有

益。 

在国家和地区水平上，当地的和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可参与：(1)告知受影

响的人有关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情况；(2)通过与他们的国际同行联系，协

调改进设计包括这些项目位置的改变。地方政府机关、民间组织和一些开发性非

政府组织也在计划和实施非自愿移民中，扮演有用的促进角色。他们可以作为受

影响人和项目实施机构之间的中介，便于向实施机构传递受影响人的观点和倾向。

他们也可以动员受影响人，组织他们一起工作，以便减少不利影响或增加受益。

因此，可鼓励地方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合适的开发性非政府机构去促进成功的

移民运作。 

三  非自愿移民政策 

1 基本原理阐述 
直到 近，由开发引起的人口迁移被视为一些人为了更大的利益必须作出的

“牺牲”。移民方案一般限于依法对项目征用土地作出货币补偿，以及偶尔对 

                                                                     

① 世界银行，情况报告，非自愿移民的修正行动计划，SEC94-1091，华盛顿特区，1994 年

11 月 4 日；“ 终报告：非自愿移民的地区修正行动计划”，SECM95-475 及华盛顿特区，1995

年 5 月 18 日。 

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开发项目中非自愿迁移和移民的援助机构准则，

DECD/GD（91）201，巴黎，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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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新址进行开发。 

然而，因为项目实施和预期效益的延误，人们对人口迁移带来的潜在不利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后果的逐渐认识，及对大众福利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观念正

在改变。移民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是发展的问题。政策制订者、规划者和开发

实践者已经接受：对移民重视不够不会获益长久；并且，由于缺乏良好的非自愿

移民而引起的实施问题的费用将远远超出合适移民的费用。而且，贫穷人口是国

家经济的负担。所以，避免或将移民减至 少及对移民进行适当的安置，将产生

良好的经济意识和对这些受负面影响的人更公平。 

亚洲开发银行和其发展中成员国应该视这些观念变化为一种机会，而不是一

种阻碍。随着 近对项目质量和影响的重新重视，注重受影响人和他们的福利应

该(1)改进开发项目构思、规划和实施的方式；和(2)使开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

社会和环境上也受益。这一方法符合减少贫困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至今，亚洲开发银行尚未采用非自愿移民的正式政策。然而，近年来，一些

职员在所选项目中处理移民问题时已采用世界银行的业务导则（OD4.30)作为指

南。1981 年 6 月颁布的《亚行开发项目社会分析指南》将 OD4.30 的基本特性列

入附录中
①
。不久前，总裁指示其职员，在正式采用亚行政策前

②
，根据 0D4.30

中的原则和方法处理亚行运作中的非自愿移民问题。 

为促进银行在这个敏感领域协助发展中成员国中有持续的改进，有必要正式

采用和实施一个有关非自愿移民的政策。非自愿移民政策在如下方面很有必要：

(1)阐明目标和方法；(2)设立亚行运作的标准，(3)在这些问题上给职员提供一个

清晰的观念，(4)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协助贷款人，(5)在亚行运作中，采用正式的

步骤系统地解决这些方面。 

2  亚行政策 

亚行关于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目标应该是：(1)只要可行，应避免非自愿移民；

(2)当人口迁移无法避免时将移民减至 少，并确保移民 好在此项目下接受协

助，这样他们将至少可以与项目前境况一样。 

在立项时，非自愿移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非自愿移民的三个重要

组成部份是(1)补偿失去的财产和生计与收入的损失；(2)移民协助，包括具备合

适的基本设施和服务的移民地的条款；(3)协助重建，以至少达到项目前相同的水

平。涉及非自愿移民的项目中可能有上述组成部份的一些或全部。对于需要移民

的任何项目，移民应该成为项目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应在项目周期的 

                                                                        

① 亚洲开发银行，开发项目社会分析指南，附录（六），马尼拉，1991 年 6 月，这些指南已

被《银行运作中结合考虑社会因素》代替，1993 年 10 月颁发。 

② 亚洲开发银行，某些政策/行政问题职员守则——非自愿移民，1994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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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阶段处理，考虑如下基本原则： 

（1）如可行，应避免非自愿移民。 

（2）当迁移无法避免时，通过探索所有可行的项目备选方案，将移民减至 少。 

（3）如果为了使一个项目进行，个人或社区必须丧失他们的土地、生计手段、

社会支持系统或生活方式，他们应该得到补偿和协助，这样他们的经济和

社会前途将至少与没有项目前一样。应该向受不利影响的社区，包括土著

人、少数民族和畜牧者提供可与项目前情况相比的合适的土地、房屋、基

本设施和其它补偿。这些人可能对项目所用土地或其它资源具有收益权或

习惯使用权。 

（4）任何非自愿移民应尽可能作为开发项目或方案中一部分而构思和实施，移

民规划应以合适的有时限的行动和预算进行准备。应向移民提供足够的资

源和机会，以尽快重建他们的家园和生计。 

（5）关于移民和补偿备选方案，应该完全告知受影响人并与他们充分协商。当

受影响人特别困难和脆弱时，在移民和补偿决定之前，应先有一个社会准

备阶段，为脆弱者建立对付这些问题的能力。 

（6）应该提倡社会组织的合适模式，充分支持和利用移民及安置区的现存社会

和文化机构，移民应该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融入安置的社区，这样对安置社

区的不利影响将减至 少。达到这种融合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使安置社区共

享开发效益。 

（7）一些受影响群体没有正式的合法土地所有权，这不应成为补偿的阻碍。为

了避免非法占用者、擅自占地者和其他希望享用这些福利的非常驻居民的

涌入，应尽早确定和记录有权享有补偿和重建的受影响者， 好是在项目

立项阶段。对受影响人中 穷的人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包括没有财产合

法所有权的人、女户主家庭和其它脆弱群体，如土著人，并提供合适的协

助，帮助他们改善其状况。 

（8）移民和补偿的全部费用包括社会准备费用和生计方案花费，以及相对于

“没有项目”时情况的额外受惠，这些均应包括在项目费用和效益介绍中。 

（9）在实施中，为了更好及时地确定所需资源的可得性，确保按非自愿移民程

序实施，若需要，移民和补偿的合适费用可以考虑纳入项目亚行贷款融资

中。 

亚行对需要大量非自愿移民项目的资助，应包括给政府和其它项目赞助者的

协助，即(1)在它们自己的法律、政策、行政和机构框架中，采用和实施亚行有关

非自愿移民政策的上述目标和原则；(2)建立政府和其它项目赞助者有效地规划和

实施项目中的非自愿移民的能力；(3)强化发展中成员国非自愿移民的能力和宏观

框架。当项目赞助者和受影响人之间就主要方面产生严重分歧时，在亚行资助该

项目前，应该允许有足够的时间让政府和其它项目赞助者解决这些分歧。如果政

府要求，亚行应该准备进行适当的协助。政府和项目赞助者负责解决这些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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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移民的项目或方案和可能面临重大社会阻力的项目，对受不利影响

的人们及其将迁入的社区进行社会准备，将成为获得他们合作使项目顺利进行的

重要手段。对关于所有涉及重大非自愿移民的国营和私营项目，在贷款评估前，

政府和其它赞助者在准备并向亚行呈送一份有时限的行动和预算的令人满意的移

民规划时应获得协助。 

第四章  实施程序 

1  初步社会评价 

为了确定受项目利弊影响的群体，每一个开发项目都需要初步社会评价。它

应该评估各种子群体的发展阶段和他们的需要与吸收能力，确定参与项目的机构

并评估他们的能力。初步社会评价应该确认项目
①
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方面（例如

非自愿移民、土著人、减少贫困和发展中的妇女）。初步社会评价应在项目周期中

尽早实施， 好在项目准备技术援助的实地调查时进行。如果初步社会评价确认，

项目可能涉及移民，应准备一项移民规划， 好与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准备同时进

行。 

2  移民规划 

当移民无法避免时，需要具有时限的行动和预算的详细移民规划。移民规划

的制订应围绕发展策略；补偿、移民和重建方案应设计以改善或至少恢复移民的

社会和经济基础。仅仅用货币补偿土地是不够的。一些受影响群体的自愿迁移可

成为移民规划的一部份，但是也应该包括处理非自愿移民特殊情况的措施。应优

先考虑将从农业环境迁出的人们，特别是对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程度有限的土著

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合适的土地，则可围绕以工资为基础的就业机会

建立其他策略，或可采用自谋职业的策略。 

移民规划的内容和详细程度一般应包括目标、政策和策略的说明，移民规划

因环境尤其是移民的规模不同而不同，它应包括如下基本内容：(1)组织责任； 

                                                                        

① 关于初步社会评价的详细说明，参照《在银行运作中结合考虑社会因素准则》，P23～26，亚洲开发银

行，马尼拉，1993 年 10 月；关于核对清单等，请参阅：《在项目中结合考虑社会因素手册》，亚洲开发

银行，马尼拉，1994年5月，准备一项简单项目的初步社会评价需一位社会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5至6

天的投入，对于一个为大批各种群体服务的复杂项目，则需2个月。 

(2)社区参与和与安置社区融合；(3)社会经济调查；(4)包括解决冲突机制和申诉

程序的法律框架；(5)确定可选择的安置区并加以选择；(6)失去财产的评估和补偿；

(7)土地拥有权、占有权、征用和转让；(8)获得培训、就业和贷款；(9)居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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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和社会服务；(10)环境保护和管理；(11)实施时间表、监测和评估。 

应该为这些活动作出费用估算并将其编入预算。项目的实施应与投资项目主

体的土木工程协调，并且有时间制约。移民规划应有一个实施总结。移民规划概

要应包括在为管理评审会议准备的总裁报告与建议书草稿中，同时也应包括在分

发给董事会的总裁报告与建议书定稿中。在准备移民规划概要时，应该向环境和

社会发展办公室咨询。为了协助职员和项目赞助人，当移民政策获亚行批准后，

将准备和颁布一套移民规划的准则和备有注解的提纲。 

3  移民的责任 

所有项目共同之处是，移民规划和实施的责任应由政府和其它项目赞助者负

责。若有必要，亚行应支持政府和其它项目赞助者的努力，可过(1)协助制订和实

施移民政策、策略、法律、规则和具体计划；(2)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负责移民

的机构之能力；(3)若需要，资助移民的适当费用。 

4  项目办理 

如果项目涉及大量非自愿移民，亚行职员应该告知政府和其它项目赞助者有

关亚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在项目的早期，职员应该评估政府有关移民的政策、

经验、机构和法律框架，确保在可行时避免非自愿移民。在不可避免时，将其减

到 少，确保有关移民的法规可以提供足以替代所有的资产损失的补偿；确保移

民在迁移时获得协助，并至少要恢复到他们搬迁前的生活标准、收入能力和生产

水平，以上都很重要。 

如果初步社会评价确定需要一个移民规划，在项目准备技术援助中应该制订合适

的条款，以协助政府和其他项目赞助者制定这个规划。在任何情况下，移民规划

都应在项目评估前，由政府或私人项目赞助者呈交亚行， 好与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一起交，因为移民的费用和实施会严重地影响投资项目的总费用和实施计

划
①
。环境和社会发展处应审议移民规划是否符合亚行的政策。每一涉及大量非自

愿移民的项目介绍应该包括从初步社会评价和移民规划中（如果适用的话）获得

的移民方面的信息。 

                                                                         

①在部门贷款涉及大量非自愿移民的情况下，应该对移民的可能规模进行广泛的评估。在拟

评估的子项目中至少有一个项目应包含非自愿移民。其它子项目移民规划的准则和概况应包

括在总裁报告与建议书中，亚行对其它子项目移民规划的评审应该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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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应该彻底评审移民的内容。亚行评审小组应该尽可

能包括在移民、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方面有专长的人。建议半年评审一次大规模

的移民运作。深入评审中期进展非常重要。评审应从一开始就计划，使政府、项

目赞助者和亚行在项目实施中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移民全部恢复可能会延迟，

也许在受影响人已迁移后，有时甚至在项目设施已移交并且亚行融资已完成后还

需要进行监测。 

6  政策的应用 

这一政策适用于 1995 年 12 月 31 日后批准的所有项目。直至 1994 年初，亚

行一直用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业务导则（OD4.30）作为解决移民问题的指南。根

据 1994 年 2 月 15 日总裁颁布的职员指令，亚行一直按世界银行关于非自愿移民

的业务导则（OD4.30），实施非自愿移民政策。在地区技术援助下，提议对现行的

亚行资助项目非自愿移民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以便：(1)总结优缺点，(2)确定

需要修正的项目和项目组成部份，(3)提出有关改善项目实施的策略和机制的建

议，总结的结果将成为亚行非自愿移民政策日后修订的有益参考。 

7  监测和报告 

项目部门的职员应该定期监测现行亚行贷款项目的非自愿移民事宜，其进展

应在项目管理委员会记录中报告。对正进行的项目非自愿移民方面的年度报告应

由环境与社会发展处在与运作部门协商后准备。这些报告和相应的关于项目管理

的半年度报告应该在董事会中分发，供他们参考。当政策已实施大约二年后，亚

行应该审查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经验。审查的报告包括对政策的任何修改建议应该

呈交董事会。 

8  资源内涵 

在制订移民政策的同时，亚行有必要开发足够的机构能力，以促进有效地政

策实施。将需要额外资源培训职员、招聘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新职员并

加强培训，以解决运作中的非自愿移民事宜。因而，职员时间、咨询和公差的运

作费用可能将增加，而项目准备和进行中所需的技术援助资源和时间也会增加。

同时，移民监测和评估可能要增加职员资源、咨询和公差的预算。 

至于一个涉及小部份移民的简单项目，移民规划的准备可能需要 2至 4星期

的地方协商咨询。对一个涉及许多移民的复杂项目，除了实施机构的参与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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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和顾问共同努力大约 15 个月，也可能要花 2年时间。例如：孟加拉国贾木纳

多功能桥项目移民规划的准备，花费大约 2 年时间，除了实施机构的参与外，涉

及 14 个人月的世界银行职员和顾问的努力。补偿、移民和重建的费用估计不到项

目总费用的 10%。 

1994 年，社会方面单位的职员在其它项目中评审了涉及不同程度非自愿移民

的 29 项贷款和 18 项技术援助项目。在这 29 项贷款项目中，25 项处于办理中的

各不同阶段，2 项在实施，剩下的项目在准备竣工报告。其中 1 项在办理的贷款

项目和 1 项在实施的项目是私营的。贷款项目的国家分布相当广泛，7项在中国；

6项在菲律滨；3项在印尼；孟加拉国、尼泊尔和越南各 2项，柬埔寨、印度、佬

挝、马来西亚、泰国和汤加各 1项。18 项技术援助项目中，14 项处于项目准备 4

项处于咨询和运作支持阶段。 

1995 年大约办理了 32 项不同程度地涉及非自愿移民贷款项目。这些项目中

许多是 1994 年遗留的。这些项目的国家分布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各 6个；4个在

印尼；印度、尼泊尔和菲律宾各 3个；孟加拉国、不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

斯里兰卡和越南各 1个。在 1995 年办理的 18 项项目准备技术援助可能涉及非自

愿移民的问题。 

世界银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处理的非自愿移民方面的经验能够为亚行指

明的可能的资源内涵。在其亚洲和太平洋两区域副总裁级的运作中，在 1994 年，

世界银行在总部有 4名全职职员和 4位长期顾问处理非自愿移民事宜。另外，世

界银行在其北京、达卡、雅加达和新德里设置的办公室各安排 1 位职员处理移民

事宜。世界银行也雇用短期顾问协助这方面的具体任务。据世界银行亚洲技术部

的职员说，总部对规划甚好的简单项目的移民的评审平均花 4至 5天。这些职员

说，一位专家需花 2～3到 6～8 周的时间来实地帮助准备一项移民规划，这取决

于项目的性质、移民的规模、实施机构的能力和受影响者的态度和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现有项目及亚行未来的贷款项目，预期可能每年需要 8～

10 个职业专家年，充分地解决正在进行中的项目的非自愿移民方面的问题。另外，

每年需 4～6专家年，对正在进行的亚行资助项目进行年度监测与管理。项目准备

所需的一些专家年可以并入项目准备技术援助中，项目办理与管理中的一些专家

可以由职员顾问提供。但这一领域中的内部专家需通过额外招聘 3～4名具有必需

专长的人员加以补充。这些要求可以通过调整职员职位来达到。随着规划与准备

的完善，一般在这种项目中会遇到的许多实施延误情况可以避免。总的来说，虽

然亚行的管理费用从短期到中期来说可能增加，但因对非自愿移民多加注意，这

种项目的质量和其影响可能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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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亚洲开发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 

9  结论 

亚行关于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避免移民或将其减至 少。

如果移民无法避免，策略应该是保证受项目影响的人们在移民后至少要与无项目

时境况相同。在亚行运作中处理移民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但是对发展中

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应该超过亚行的费用。从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考虑，良好的

移民大有裨益，并有助于提高项目质量和影响，它也将促进更公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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