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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本资料汇编的目的 

1. 2009 年 7 月 20 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董事会批准了《保障政策声明》1，

该文件用于指导亚行在发展中成员体业务活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保障政策

声明》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生效。该声明基于亚行之前颁布的环境、非自愿移

民和原住民等三大保障政策2，并将这三大政策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保障政策框架，

以提高适宜性和有效性。 

2.  本资料汇编着重于《保障政策声明》中与原住民有关的要求和一些成功实践成

功实践。本资料汇编不是要改变现有政策或制定新政策，而是希望通过澄清政

策、进一步提供技术指导和推荐实施《保障政策声明》的成功实践成功实践，

提高亚行援助项目实现《保障政策声明》中所确定的原住民保障目标的可能性。

本资料汇编是在亚行自己在有效规划和实施原住民保障方面的经验和多边开发

银行采用的国际成功实践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不具有权威性和排他性。 

3.  本资料汇编供以下人员使用：亚行职员和咨询人员；借款人/客户和执行机构；

私营部门客户和开发项目工作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组织。本资料汇编

应被视作一份工作文件，并将根据在《保障政策声明》实施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教训不时更新。 

（二）本资料汇编的结构 

4. 本资料汇编共分十个章节。第二章探讨亚行业务中解决原住民保障问题的政策

目标、启动条件、范围和原则。第三至十章逐步考察原住民计划和实施过程中

技术方面的问题，包括需要考虑和解决的概念澄清、要求、工作、流程和成功

实践成功实践等问题。第三章讨论如何根据《保障政策声明》识别原住民身份

——这是一项最具挑战性的工作。第四章介绍原住民影响项目筛选和分类的步

骤，并阐述考查对传统土地和自然资源影响的特别重要性。第五章阐释原住民

协商和参与的要求，详细说明有意义的协商和诚信协商的概念，并阐明信息披

露和申诉机制的要求。第六章讨论评估原住民社会影响的主要特征和方法。第

七章着重于原住民计划的制订，并阐明不同借款方式下原住民计划的要求。第

八章讲述原住民计划实施的有关问题。第九章阐明原住民计划实施监督和监测

的要求。第十章就何时和如何运用对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同意的要求提供指导。 

 

  

                                                           
1 亚行，2009。《保障政策声明》，马尼拉。 
2亚行，1995。《非自愿移民政策》，马尼拉； 亚行，1998。《原住民政策》，马尼拉；

亚行，2002。《环境政策》，马尼拉。 



 

应用指引——《保障政策声明》

之下的原住民启动条件 

 有利 和（或）不利影响 

 直接 和（或）间接 影响 

 有形或无形影响 

二、亚行政策的目标、启动条件、范围和原则 

（一）政策目标——《2009 年保障政策声明》 

5. 《2009 年保障政策声明》确定的原住民保障目标为：确保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能

够促进对原住民身份、尊严、人权、民生制度和文化独特性的充分尊重 。这样

使原住民能够： 

 获得与文化相适宜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规避项目不利影响；  

 积极参与影响其生活的项目。  

6. 对原住民保障的需要是对原住民在其发展过程中特殊历史情况的一种明确承认。

由于被歧视和受排斥的历史，原住民常常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他们在谋求自

身发展和福祉上经常面临许多困难。因此，原住民生活极度贫困，长期受到排

斥。近年来，原住民居住地开发项目日益增多。但是，开发项目对原住民文化

和生活的影响却很少予以充分考虑。 

7. 有鉴于此，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边缘化问题，与原住民合作，制

定与其愿望和价值观相吻合的发展战略。这种特别的努力应在对原住民产生潜

在影响的项目进行概念化设计时就开始，并持续项目始终。   

（二）政策启动条件和范围 

8. 当一个项目直接或间接对原住民的以下方面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时，就会触发

原住民保障问题： 

 尊严、人权、民生制度或文化（其独特性的无形方面）；或  

 领土或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其身份的有形方面）。  

9. 当项目影响到以下种类的土地时，保障政策将同

样适用：被认定为祖传领地3 的土地；占作居住

用地或耕种用地的土地；水源地或林地；自有土

地。然而，原住民不一定需要对适用保障政策的

受项目影响的领土或资源拥有正式的、法律上的

所有权。 

                                                           
3 祖传领地是指领土、经济资源以及对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管理。祖传土地是指原住民社

区宣称为其所拥有，数代人连续占用至今，能满足其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土地，即使这种

占用曾因战争、武力取代、欺骗、窃取等而中断过，或因政府项目和其他由政府和私人

（或私人公司）达成的自愿交易而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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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障政策声明》适用于所有亚行资助和（或）管理的主权和非主权项目及项

目组成部分，而无论它们是否由亚行、借款人/客户或联合融资方出资 。4 对于

不符合《保障政策声明》中所要求的项目5，或不符合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包

括东道国根据国际法有义务遵守的法律）的项目，亚行一概不予出资。另外，

亚行对禁止投资活动清单上的活动也不予出资 （附录 1）。  

11. 《保障政策声明》也适用于在亚行提供援助之前或预期会有亚行援助时（在合

理时间内）项目准备活动已经开始或完成的项目。这通常是指先于亚行援助的

活动或行动。这些活动可能不符合《保障政策声明》中的原住民保障要求。在

这种情况下，亚行在项目准备早期阶段所开展的尽职调查应确认是否有尚未解

决的申诉或违反亚行《保障政策声明》要求的行为。 

12. 如果项目准备活动未按照《保障政策声明》的规定开展，亚行将坚决采取纠正

行动，以使项目符合《保障政策声明》的要求。如果发现这种未解决的问题，

亚行将与借款人/客户合作，确保在商定时间内制定和实施得当的缓解措施和

（或）利益共享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亚行通过尽职调查评估与项目有关的

潜在风险也很重要，即使以前的行动由于预期亚行援助而没有采取。 

13. 例如，在越南的亚行综合性社会经济城市发展项目中，6 越南谅山省的一个城

镇（同登）由于经济原因（该镇位于边境地区），早在该项目实施之前几年就

在该项目地区开展了移民和建设活动。作为项目整体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政府

制订了修正行动计划，以处理以前的活动，使之符合亚行政策。该计划既有原

住民行动又有非自愿移民行动，成为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和移民计划的一部分。

行动包括缓解措施和附加利益，确保受早期项目影响的人与受新项目影响的人

受到同等对待。 

（三）原住民保障的政策原则 

14. 《保障政策声明》规定了亚行参与的所有项目应遵循的以下原住民保障原则

（该文件第 18 页）： 

1. 开展早期筛查，以确定：（1） 原住民是否居住在项目区域或集体眷恋项目区域；

（2） 项目是否可能影响原住民。 

                                                           
4 “项目组成部分”一词不包括不受资助的项目部分，因此不受借款人/客户和亚行的控

制和影响。亚行开展尽职调查可以确定环境和受影响人员所受风险的程度以及亚行所受

连带风险的程度。 
5 脚注 1，保障要求 3：原住民，附录 3。 
6 亚行，2010。《对越南综合性社会经济城市发展项目的技术援助——越池、兴安和同

登》，马尼拉。 



 

2. 进行有文化适宜性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社会影响评价7， 或使用相似方法

评估潜在项目对原住民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充分考虑受影响原住民偏好的项目

利益，制定缓解措施。确定受影响原住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确保文化的适当性，

以及性别和代际包容性，制定措施以避免、减少和（或）减轻对原住民的不利影响。 

3. 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和相关原住民组织进行有意义的协商，请他们参与以下事务：

(1) 制订、实施和监督规避不利影响的措施，或当不利影响无法避免时，减小、减

缓或补偿这种影响；(2)使项目利益符合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利益，并确保文化适

当性。为鼓励原住民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的项目能力建设要做到文化上的适当性和

性别上的包容性。建立与文化相适宜的和性别包容的申诉机制，以受理和解决原住

民关心的问题。 

4. 确定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同意以下项目活动：(1) 对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

业开发；(2) 从传统或世袭土地上迁移；  (3) 对在用的世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

商业开发，而这种开发会影响原住民的生计或影响界定原住民身份和所属的文化用

途、礼仪用途或精神用途。为政策应用起见，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同意是指受影响

原住民社区通过个人和（或）授权代表对这种项目活动集体表示广泛的社区支持。

即使有些个人或团体反对项目活动，广泛社区支持也可以存在。 

  5. 尽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限制原住民使用受保护的区域和自然资源或要求其从受保护

的区域和自然资源迁离。当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时，应确保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参与设

计、实施、监督和评估这些区域和自然资源的管理安排，并确保实现利益公平分享。 

6. 根据社会影响评价，并在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帮助下及在受影响原住民社区

的参与下，制定一份原住民计划。原住民计划包括一个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受影响

原住民社区进行持续协商的框架，明确确保原住民获取与文化相适宜的利益的措施，

确定规避、减小、减缓或补偿项目不利影响的措施，而且还要有与文化相适宜的申

诉程序、监督和评估准备，以及实施拟定措施的预算和限时行动。 

7. 在项目评估前，在受影响原住民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可接触到的地方，以其可以理解

的形式和语言，及时披露原住民计划草案，包括协商过程文件和社会影响评价结果。

最终的原住民计划及其更新也要向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披露。 

8. 当项目涉及以下事务时，要制订一个对土地、属地或祖传领地的世袭权进

行法律认可的行动计划：（1）活动的开展有待于确定原住民传统上拥有或

世袭使用或占有的土地及属地的法律认可的权利；（2）非自愿获取这种土

地。 

9. 聘用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专家监督原住民计划的实施；尽可能采用参与式监督方

法；评估原住民计划和目标和期望结果是否已经实现，同时要考虑基线条件和原住

民计划监测的结果。披露监督报告。 

 

15. 根据这些政策原则，借款人/客户需要符合的具体要求在《保障要求 3：保障政

策声明的原住民》中阐述。以下章节将讨论可促进这些要求有效实施的技术指

导和成功实践成功实践。 

（四）角色和职责 

                                                           
7  虽然《保障政策声明》使用了“社会影响评价”（social impact assessment）一词，

但本资料汇编使用 “对社会影响的评估”（assessment of social impacts——ASI）来

描述进行原住民计划所需要的程序，其不应与社会影响评价报告（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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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引——亚行角色和职责摘要 

 审查，包括尽早识别原住民问题 

 对借款人 /客户流程进行尽职调

查，以确保规避或减少影响 

 审查政策合规性——包括参与、

评估、披露和申诉 

 确定融资可行性 

  开发借款人/客户的保障能力 

  在亚行网站上公布原住民计划和

原住民规划框架 

  监测和监控原住民计划和原住民

规划框架的实施 

 确定特定项目中广泛社区支持的

过程和结果 

应用指引——借款人/客户角色和职

责摘要 

 及早与原住民密切联系 

 评估对原住民的影响 

 向原住民披露相关信息 

 制订原住民计划和原住民计划框

架 

 及早建立申诉机制和原住民监测 

 与亚行相互合作，审查所有文件 

 公布有关文件和活动 

 确保遵守国家法律 

 确保原住民计划和原住民计划框

架的充分实施——充足的资金、

充分的监测和完备的合同内容 

1. 亚行 

16. 亚行负责审查项目，规定保障要求（见第四部分），包括对项目进行早期审查

和分类，以确定可能会对原住民产生影响的问题。在制订原住民计划时，亚行

负责对借款人/客户开展的流程进行尽职调查，确保符合亚行政策。应包括审查

借款人/客户社会和环境评价及计划，以确保保障措施到位，从而尽可能避免和

减少、减缓和补偿不利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并确保与文化相适宜的项目利

益不断增加。  

17.  亚行应确定亚行融资的可行性，并评估借款人

/客户为原住民计划融资和实施该计划的能力。

亚行还负责确定借款人/客户参与了在特定项目

中获得广泛社区支持的过程 8和参与了对该过

程结果充分性的评估。亚行应协助借款人/客户

开发提供保障的能力，并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监

测和监控其社会和环境影响。（亚行在其网站

上公布保障计划和框架，包括社会和环境评估

与监测报告。） 

18. 若借款人/客户不遵守关于保障要求的法律协议，

包括保障计划和框架或“环境和设施管理系统”

中所述的协议，亚行将寻求纠正措施，督促借

款人/客户确保合规。若借款人/客户不合规，

亚行可以运用法律救济，包括根据亚行法律协议可以实施的中止、取消或加快

贷款到期。在采取这些措施前，亚行应先利用其他方法整顿局势而使法律协议

的各方都满意，包括启动与各方对话。 

2. 借款人/客户 

19. 借款人/客户负责评估项目及其环境影响和社会

影响，制订保障计划，并通过遵循所有政策原

则和保障要求的信息披露、协商和知情参与，

使受影响社区积极参与。借款人/客户要提交所

要求的各种信息，包括评估报告、保障计划

（框架）和监测报告，供亚行审查。 

20. 借款人/客户必须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准则，

包括国际法下的东道国义务。而且，必须执行

与亚行达成一致的保障措施，坚持政策原则，

符合保障要求。 

                                                           
8 脚注 1，保障要求 3，第五（E）部分：特殊要求。  



 

有意义的协商 

有意义的协商在以下工作中是必不可少

的：正确识别原住民身份；设计磋商、

参与和影响评估的程序；制定原住民计

划；建立申诉机制和原住民计划监督机

制；获得项目所需要的广泛社区支持。

有时需要建立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针

对金融中介项目），对于部门借款和多

批次融资机制（见第七部分）等其他项

目，需要制定原住民规划框架。 

21. 为确保承包商正确执行商定的措施，在亚

行和借款人/客户认为必要时，借款人/客户

要把原住民保障要求列入招标文件和土木

工程合同。若国家保障政策和规则与亚行

的《保障政策声明》和保障要求不同，则

亚行和借款人/客户要制定和商定特别措施，

以确保亚行的保障原则和要求得到贯彻。 

（五）亚行项目周期中的原住民保障 

22. 亚行对确保原住民保障的一般要求要在亚行的项目周期内完成。有些保障要求

需要在一个或多个阶段进行（图 1）。例如，审查和分类是个持续的过程，在

项目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都是需要的。同样，有意义的协商也是一个持续的过

程（见第五部分）。 

23.  原住民身份识别（见第三部门）。亚行项目组在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协

助下，确定是否有原住民居住在项目区域。《政策保障声明》指导如何在亚行

援助项目中运用“原住民”一词。亚行项目组与借款人/客户讨论确定可基于政

策应用被认定为原住民的群体。 

24. 完成身份识别后，亚行项目周期有四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在后面章节讨论）。 

25. 审查和分类。 这些事务主要由亚行负责，其中主要工作是确定拟定项目或融资

中原住民的潜在参与和影响。若支持数据难以获得，分类就仍不完整。原住民

领袖和利益相关方可能会参加项目概念讨论。该过程决定项目的影响和原住民

计划准备工作的后续要求。 

26.  设计。 借款人/客户通常负责制定原住民计划和设计文件，而亚行则负责确保

这些文件符合其政策，和核实借款人/客户有出资和实施原住民计划的能力。亚

行的分类工作将决定借款人/客户的文件制作水平。但是，几乎在所有原住民相

关项目中，有意义的协商都是借款人/客户的主要工作。 

27. 借款人/客户项目实施。该过程可以确保原住民计划在经过细致设计后进行必要

的更新和得到认真而全面的执行，而执行工作要利用充足的资金和设计、更新

过程中确定和建立的机制。在设计过程中建立的协商、披露和申诉程序将持续。

亚行将与借款人/客户一起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前定期监测和更新

原住民计划和，并采取必要的矫正行动。 

28. 完成。亚行将为主权业务拟写一份项目完工报告，或为非主权业务拟写一份扩

展的年度总结报告。报告将着重说明原住民计划的成果和获取的经验教训。借

款人/客户通常将继续进行内部监测。在必要情况下，在项目完成后一到两年内

亚行将前往每个项目地点再进行两次实地监测调研，以评估原住民计划措施的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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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行项目周期中的原住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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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身份确认 

（一）根据《保障政策声明》识别原住民 

29. 鉴于亚太地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可能给出一个简单而全面的原住民定义。

国家、本地传统不同，甚至使用群体不同，对术语和定义的接受度或偏好也不

同。由于认识到定义的难度，《保障政策声明》提供一个运用术语定义，确保

在亚行援助项目中实际运用该政策。 

30. 基于政策应用之目的，“原住民”一般用来指独特的、脆弱的社会和文化群体，

这种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作为独特原住民文化群体成员的自我识别，和其他人对这种身份的认可； 

（2）群体依附于项目区域内地理独特的栖息地或祖传领地以及这些栖息地和领地上的自然资

源； 

（3）习惯、文化、经济、社会或政治制度与主流社会和文化不同； 

（4）独特的语言， 通常与该国或该地区的官方语言不同。  

31. 因此，社会文化群体需要具有独特性和脆弱性的特点，以触发在亚行援助项目

中使用《保障政策声明》中“原住民”术语（见第二部分）。 

32. 于是，原住民可以包括亚行发展中成员体中的部落、少数民族、民族和族群等，

包括所有在不同程度具有《保障政策声明》中所述特征的群体。发展中成员体

的原住民群体见附录 2。 

33. 为确定项目受影响群体是否为《保障政策声明》中所定义的原住民，需要评定

该群体是否符合以上四个特点，并评估其脆弱性。在有资格的社会科学专家参

与下，原住民代表机构或此领域的当地学者将在项目准备阶段，帮助鉴别这些

群体是否适用《保障政策声明》。若该评定在审查和分类阶段进行，则与设计

团队建立联系，交由其进行。 

（二）确定原住民的特点 

34. 一个社会文化群体要被认定为原住民，需要展现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以上四个

特点。在有些情况下，某些特征会看似强于其他特征。原住民身份确认须灵活

运用特征标准，从而达到更多的包容性应用而非限制性应用，以使与该国或地

区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1. 身份的自我确认和外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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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在 越南松邦 4 水电站项目中确认克图族人 

    2429-VIE 号贷款于 2008 年得以批准。项目包括在松邦河上建设一个 156 兆瓦水电站和 110 米混凝土坝。该区域

是越南中部最贫穷、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主要是克图少数民族居住地，他们与主流群体京族很少接触。 

克图人认为自己与京族和其他附近少数民族不同。克图人世世代代依赖土地和森林生活。他们保持着传统的生活

方式，依赖农业和非林木森林产品生活，而这些产品是其重要现金收入来源。如同中部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他

们具有以下社会经济特征：     

 以畜牧业为生，生产力低；  

 市场和粮食供应标准低；  

 狩猎和森林开发对于粮食安全很重要；  

 手工艺制作不发达；  

 从荒芜山上可以明显看出土地开发过度；  

 交易基于传统交换价值，因此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值，而且价格是基于紧急需求的考虑，而非储蓄； 

  疾病流行。 

克图人居住在用木桩支起的房屋中，村庄是基本社会单位。其宗教系统为无神论，基于人格神、巫术和仪式的世

界观。克图人在春耕开始时，在每个村庄（社区）的文化中心通过装饰房屋、音乐、讲故事、跳舞和唱民间歌曲等来

庆祝。克图人讲本族语言。 

 

资料来源：亚行，2008。“松邦 4 水电站项目”（贷款 2429-VIE，6 月 26 日批准）。  

35. 群体的集体社会文化特性通常应由该群体自我表达或描述。具有鲜明特征的群

体的自我认同是确认的根本标准。基于这种主观性，借款人/客户需要在项目早

期阶段（可能在概念阶段），与当地领袖和原住民组织进行良好互动。 

36. 人们也可以从名称上自认为是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但又明确认为自己与同一

名称下的其他群体不同。 原住民身份宣称上也可能相互矛盾，即使每个所宣称

身份都是有效的。 

37. 这种身份的自我认同应得到外部确认，包括本地社区团体、临近的自认为是原

住民的群体、政府机构、学者或其他专家。私人公司的报告也可用于确认群体

身份（虽然有时很难获得这些报告）。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并不意味着

这些群体会使用原住民一词来指代自己，而是可能用借款人/客户所在国家最常

使用的词来指代。 

 

2. 对土地和（或）领地的集体依附 

38. 集体依附是指某社会文化群体对自己所居住土地和领地的关联，该社会文化群

体的前辈们曾世世代代生活和居住在这片土地和领地上，并一直保留在该群体

的鲜活记忆中。9 这种关联可以是实体的（在项目区域居住），可以是感情的

                                                           
9 “鲜活记忆”没有正式的定义。在本资料汇编中，鲜活记忆是指在世的社区老者或年纪

最大者所经历和记忆的岁月。 

  



 

原住民的习惯制度  

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持续存在的

传统的政权系统和不同层次的原住民代表形式。查克马

族、马尔马族和特里普拉族有着长期的三层政权系统，这

可以追溯到莫卧儿王朝时期。 

这种政权系统由族群、“穆萨”（mouza）和“帕

拉”para（村庄）组成，每层组织都有自己的传统职权部

门。在勃芒（Bohmong）、查克马和 芒（Mong）等族群

中，部落头领是最高首领，其职责包括促进本族人的教

育、医疗和物质发展。 

首领和穆萨头领是族群头领职权的延伸。虽然他们的

主要工作事关法律和命令、土地和森林管理、当地税收征

管等，但他们在其管辖的穆萨地区内还负责各方面的发展

事务。 

在乡村，“卡巴里斯”（kabaries）是最低级别的传

统职权部门。 

  

资料来源：亚行，2011。《教育业工具包》，马尼拉。 

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的原住民 

孟加拉国与印度和缅甸接壤，位于其东南方的吉大港区

是该国最大原住民居住地。 

原居民隶属于 12 个少数民族，他们有各自的语言，且

都不同于国家语言。他们认定自己为该区域的土著民，集体

依附于土地。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习俗、领导结构和世袭机

制。 

查克马人是最大群体，和坦昌雅人（Tanchangya，查

克马族的一个分支）讲同一种语言，他们的语言与孟加拉语

虽近似但属不同的语言。马尔马族是第二大族群，讲缅甸地

方语。特里普拉族讲博多语。这四大族群占吉大港山区原住

民的 88%。 

较小族群有鲍姆族（Bawm）、潘克华族（Pankhua）

和卢沙族（Lushai），他们的语言为中部钦语。库米族

（Khumi）和克杨族（Khyang）的语言为南部钦语，而姆

鲁族（Mru）和查克族（Chak）讲相对较少使用的藏缅语。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各异。查克马族和马尔马族主要

为佛教徒，而大部分特里普拉（Tripura）族群为印度教

徒。在少数族群中，卢沙族和鲍姆族群则主要为基督教徒。  

 

资料来源：亚行，2011。《教育业工具包》，马尼拉。 

或精神的，也可以是历史的（在记忆中）。一些原住民虽然不居住在受项目影

响的土地上，但由于习惯性使用（包括季节性使用或周期性使用）仍然依恋该

土地，这部分群体也会表现出集

体依附。同样地，《保障政策声

明》也适用于采用畜牧或烧荒垦

田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的生活

方式可能会受到项目活动的影响。 

39. 原住民领地不仅包括原住民群体

中的个人正式拥有法律所有权的

土地和自然资源，还包括原住民

集体拥有及其宣称为集体资产的

土地和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项目

区域中的土地和水域。 

40. 《保障政策声明》可以适用于因

族群成员被迫离开原祖传领地而

不能在项目区域显示出对土地和

领地的集体依附的原住民群体。

这种被迫离开可能源于冲突、政

府的非自愿移民项目、强占或自

然灾害。 

41.  虽然不再是居民，但这种被迫移民的群体在某些情况下依旧与该区域保持着精

神依附或其他方面的联系，或想返回居住。位于太平洋基里巴斯的巴纳巴岛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生态

和商业开发，大部分巴纳巴岛

居民已不在此居住，但他们在

基里巴斯有政治代表（通过其

在斐济的外籍社区），积极宣

称对祖传土地的所有权 。10 

42. 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移民在项

目区域长期居住，从而形成集

体存在，并保持明确的、独立

的社会文化身份和相关社会机

制。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的

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居住地，

以及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

基里巴斯社区。 

                                                           
10 http://www.bana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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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语言——中国云南 

白族是大理地区的土著民族，大理曾经是南诏大

理国的中心，有 65%的白族人居住在大理自治州。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还仿照汉字创造了自己的书

面文字。农业和渔业是其传统经济基础，现在已经转

向商业经济活动，如今以旅游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增

长迅速。 

类似地，纳西族在一千多年前创造了自己的象形

文字，现在也开始逐步使用普通话作为其主要交流语

言。 

  

资料来源：亚行，2011。《原住民交通运输业工具包》，马

尼拉。 

独特性和脆弱性——有的泰米尔人是“原住民” 而有的不是 

 

斯里兰卡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泰米尔人，是从印度大陆来

的移民的后裔。他们与其岛屿故乡有着长期的领地联系，但

他们并不都是相同的。 

大部分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约占斯里兰卡所有泰米尔人

的三分之二）讲英语，是基督徒，也相对富裕，他们不断融

入该国主流人口僧伽罗人。 

与之相反，“种植园泰米尔人”（Estate Tamils）是茶

园工人或其后裔，他们依旧保留着泰米尔的语言、宗教和习

俗。 

斯里兰卡的项目要考虑到对这两个不同族群的不同影

响。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种植园泰米尔人可能都符合领地独

特性的第一个标准，但在其他标准上——-独特性和脆弱性

的其他标志——种植园泰米尔人比斯里兰卡泰米尔更适用于

《保障政策声明》。 

在亚行的《2012 年种植园开发项目》中，种植园泰米

尔人被视作原住民，从而受到特殊对待。  

 

3. 习惯制度 

43. 原住民群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

显示出文化、经济、社会或政治

制度上的差异，以区别于其所在

区域或国家的主流社会。他们的

文化和传统丰富多彩，并反映其

时代需求，因此，原住民的制度

和组织形式各异。由于原住民可

能还会受到周围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影响，其不断演变的文化制

度——可能缘于文化适应、技术

进步和参与劳工市场——不一定会影响其原住民身份。孟加拉吉大港部落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4. 独特的语言 

44. 社会文化群体的语言通常与国家的

主流社会不同。而且，其语言模式

可能会采用方言或其他语言变种，

以突显其社区的独特性。尽管在其

人群中会大范围出现多语制，但很

多群体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特色。然

而，语言独特性可能会最小化或消

亡，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云南省，有些少数民族已经讲普通

话（虽然有些保留有自己的语言）。 

（三）识别脆弱性 

45. 一个社会文化群体或社区要成为亚

行援助项目的原住民，就需要被认

定具有脆弱性（同时显示具有前面所述的特征）。与主流群体不同，这些群体

通常处于社会边缘，且由于受到歧视而成为弱势群体。因为其社会特征，这些

群体能力有限，无法抓住或利用开发机会。许多原住民与主流群体在文化、身

份、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在社会指标、经济地位、政治

地位和生活质量上处于弱势。 

46.  原住民的脆弱性通常表现在多个方面。除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外，还有人口和

环境方面。经济上，原住民比主流社会人群贫困，可能难以参与主流经济和财

政活动。社会上，因为处于偏远地区，无法使用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和语言



 

进行交流，所以他们就被排除在主流社会的日常交流之外。政治上，原住民在

治理结构、政治团体或管理中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代表。人口上，原住民数量处

于被其他族群或主流社会压倒的风险中。环境上，因为生活环境改变，他们基

于土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可能岌岌可危。 

47. 通常，妇女、儿童、老人和贫困人群被认为是社会上和经济上最脆弱的群体，

而这一定义考察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脆弱性。妇女和贫困人口等作为主流社会

的组成部分，主要在项目的贫困、性别和社会评估等条件下进行评估。也就是

说，一旦认定为原住民群体，社会影响评价（ASI）中将包括对该特殊群体脆

弱性影响的评估（见第六部分）。 

48. 为评估原住民的脆弱性，不仅需要考虑他们当前的情况，还要考虑因项目影响

而面临的脆弱性风险，包括因项目和开发结果而带来的变化。其脆弱性的一个

方面为，项目让原住民面临脆弱性的风险，或因为他们无法适应项目带来的改

变而变得更加脆弱。这些改变很少获得全面赞同，并常常被看作有益于更广泛

的社会。这种影响和风险可以是直接的，例如禁止原住民群体继续使用其土地；

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开展语言培训，语言培训可以打造国家语言但可能会影

响传统语言和原住民之间的交流。 

  

（四）根据国家法律认识原住民 

49. 当确定一个群体或社区是否应被视作原住民时，借款人/客户应考虑国家法律和

法规（包括惯例法），以及反映东道国根据国际原住民法所负义务的法律。这

些还可以帮助团队负责人和项目设计师确定一个社会文化群体的独特性和脆弱

性。 

1. 国家立法和国别保障体系  

50. 项目规划者要以发展中成员体的监管框架中对族群的法律身份认定为主要依据，

来确定族群的独特性和脆弱性。有些发展中成员体在宪法上对原住民群体的身

份予以认定，例如，印度宪法列出了部落族群的名字，巴基斯坦认定省级管理

的部落区域和联邦管理的部落区域内的族群。有些发展中成员体对这种族群有

明确的国家发展计划（如斐济的 20 年计划和越南的 135 计划），而有些发展

中成员国则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比如菲律宾的《原住民权利法》和中国的《民

族区域自治法》，这些都可以用于识别项目区域内社会文化群体的身份。 

51. 有些国家设立了专门的部委或法定机构来处理原住民事务，比如孟加拉国吉大

港山区事务部、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越南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少数

民族国民大会委员会。这些机构可以帮助项目规划者来鉴别某区域内这种群体

是否存在和可能受到项目的影响。有关亚行发展中成员体的相关法律的更多讨

论，请参见附录 2 和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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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若国家政策和法律完善，亚行会考虑支持发展中成员体在实施《保障政策声明》

过程中加强并更有效地利用国家保障体系。这可以加强国家对项目的所有权，

减少交易成本，扩大项目开发的长期影响。虽然亚行支持发展中成员体在提高

能力建设的同时加强并有效运用国家保障系统，但亚行需要确保在亚行项目中

采用国别保障系统不能影响实现亚行政策目标和坚持亚行原则。亚行加强和利

用这种系统的战略着重采用分阶段方法，这种方法应在项目实施和检查中予以

强调。11 

2. 惯例法 

53. 可能被认定为原住民的群体有着丰富的习俗、传统和历史，也显示出独特性和

脆弱性。法律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包括归档资料）可以帮助鉴别群体的身份。

无论是在土地和资源使用、家庭和宗族关系、继承、争端处理、司法管辖等方

面，还是在当地治理方面，惯例法可能会在成文法中被正式认可，也可能不被

正式认可，或者可能被部分认可。惯例法对原住民文化的联系比成文法更密切

。 

54.  其他原住民法律的例子可以在原住民保护区和属地的原住民资源管理中找到。

成功的做法包括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的“萨西”（sasi）制度，在那里，一

代又一代的“可旺”（kewang，原住民机构）对社区成员进行有效组织，使其

在管理鱼群和其他沿海资源中尽责和团结。12 

55. 在最高形式的正式认可的惯例法中有印度宪法关于该国东北地区那加人和米佐

人的惯例法的规定，包括个人权利法规和资源权利法规。13 同样，亚太地区很

多国家在土地占用及其相关的传统形式的管理和资源分配上也全面采用惯例法，

包括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

阿图14 。孟加拉国也正式认可吉大港山区三个传统首领和约 380 名穆萨头领的

职权。15 

                                                           
11 脚注 1，第 68 段。 
12 H. H. Mu Xiuping 和 Eliza Kissya 及 Yanes。2010。《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土著知识

和习惯法：中国云南和印度尼西亚哈鲁库的经验》。泰国：亚洲土著人民条约基金会。  
13 R. J. 罗伊。 2005。《亚洲的传统惯例法和土著人民报告》。少数人权利团体国际：伦

敦。p.11。  
14 R. 普兰特。2002。《太平洋地区的土著人民、少数民族及减贫》。亚行：马尼拉。  
15 R. J.罗伊, Pratikar Chakma 和希林·利拉。2010。 《孟加拉国的法律、国际法及土著人

民概要》Sharabon Prokashani 出版社：达卡。pp. 31–32。 



 

有关原住民的主要国际公约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UN-

DRIP）（2007年） 

 国际劳工组织第107号公约：《独立国家

内原住民及其他部落与半部落人口之保护

与融合》（1957年）  

 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土著和部

落人民公约》（1989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联

合国，1965年）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

遗产公约）（1972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2005年） 

 

56. 泰国的原住民委员会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它直接与国家改革委员会接洽。它在

克伦族居住地建立地区办公室，后来发展成为代表克伦族就开发区域事宜发表

意见的机构。 16 

57. 在菲律宾，根据《1997 年土著民权利法案》设立了一个咨询机构，由传统领袖、

长者和来自各个群体的妇女和青年代表组成。该机构就有关原住民的问题、愿

望和利益等事务向国家原住民委员会建言。 17 但是，尽管政府正式认可这些惯

例法，但仍可能面临挑战。 

58. 无论惯例法的正式地位如何，原住民社区通常利用这种法律管理内部社会问题。

亚行工作人员应在设计和实施会对原住民产生影响的项目时考虑到这一点。 

59. 原住民群体对惯例法的解读可能会有冲突。可能有些群体支持开发，有些群体

却反对，每个群体均根据自己对“惯例”的解读行事。这种情况经常在美拉尼

西亚等地发生，在那里相邻社区常常在土地和资源上冲突不断，而每个社区属

于一个宗族（wantok）。社会影响评价应考虑所有观点，努力独立核实对惯例

法的各种解读，确保解读正确性的过程详尽而透明。 

3. 国际公约 

60. 在确定原住民在项目区域的居住情况和项

目对其影响时，亚行和借款人/客户应考

虑到政府对国际公约的承诺。国际公约包

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比如 1957 年

国际劳工组织第 107 号公约：《独立国家

内原住民及其他部落与半部落人口之保护

与融合》，1989 年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以及

1965 年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

公约》。18 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两个公约是

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处理土著人民

权利的国际公约。在发展中成员体中，巴

基斯坦和印度已批准缔结第 107 号公约，

斐济和尼泊尔已批准缔结第 169 号公约。

无论是主权项目或非主权项目，借款人/

客户都必须考虑合作国缔结国际公约的情况。 

                                                           
16 联合国难民署，2011。 关于土著人民和参与决策权的最终研究报告；《土著人民权利

专家机制》。联合国难民署/18/42。  
17 国际劳工组织，2009。《土著和部落人民权利实践：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指

南》。日内瓦。 
18 1965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第 2106 号决议（也称作 C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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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0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见附

录 2 发展中成员体投票表决《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情况）。在与项目相关的文

化遗产方面有三个主要公约，需要广泛社区支持。几乎所有发展中成员体都批

准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亦称《世界遗产公约》（1972

年）。 

62.   近年有两个有关原住民文化和传统知识保护的公约获得大多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成员国的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 年）190 个成员国中

的 143 个成员国批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年）

获得 117 个成员国批准。 



 

应用指引——亚行审查和分类  

 使用规范的亚行审查和分类表格 

 在审查中，尽早与原住民代表、政府和学者

进行协商，快速评估原住民参与和影响 

  尽早确定原住民身份非常重要——若有疑

问，尽早要求亚行环境和社会保障处给予进

一步指导 

  利用官方原住民国家机构和非政府原住民资

源多方核对审查评估 

 在分类中，影响的严重性通过影响大小和脆

弱性这两个参数进行衡量 

 可根据项目进度和更新信息进行再分类 

 

四、审查和影响分类 

63. 在收集完足够的信息后，亚行工作人员在项目初期准备阶段，会对原住民社区

的潜在影响进行审查和分类。分类是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可能会随着亚行首席

合规官的工作，以及更多具体可查的信息和项目进展而随时进行更新。亚行进

行项目审查和分类旨在： 

(1) 确定一个项目可能对原住民所造成的影响和风险的严重性；  

(2) 识别解决原住民保障问题所需要的评估等级和机构资源 ； 

(3) 确定信息披露和磋商需求。 

（一）审查  

64. 亚行工作人员依据审查和分类表格进行审查和分类（附录 4）。亚行工作人员

需要尽早识别对原住民的影响和风险，从而在项目准备中尽量避免延期，充分

利用资源和各种方法，完善项目运作，并确保项目调研和设计正确进行。若亚

行工作人员能与原住民领袖和国家或地方学者及相关部委的专家商议，会有助

于尽早鉴别影响和风险。审查应核实

原住民身份，确保借款人/客户对原住

民身份的处理符合亚行政策。当地专

家的参与会有助于审查顺利进行。 

65. 项目在预期影响和风险初步审查阶段

进行暂时分类，然后，对于主要业务，

可以在亚行管理审查会议或员工审查

会议上对项目进行再确认，对于非主

权业务，可以在最后的投资委员会会

议上对项目进行再确认。因此，在任

何阶段，都要鼓励借款人/客户与亚行

分享报告或数据，使审查顺利进行，特别是确定以下几个问题：项目区内是否

有群体或社区可被视作原住民；相关国家政策和当地政策；项目区域内人口和

社会经济数据；其他有关信息。借款人/客户参与分类工作、尽职调查（对于公

共部门）或交易审查（对于私营部门）等做法可有助于识别受项目影响的原住

民。 

66. 成功实践还确保在审查阶段与原住民组织、土地委员会或首领委员会等实体进

行协商，以对影响分类进行再确认。这有助于反复核对借款人/客户的观点。现

在建立这些联系在后来的准备和设计阶段会有用，特别是有意义的协商和参与。

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在审查和分类阶段亚行与有关方面开始联系时。 

（二）确定影响分类 

67. 亚行根据影响（A-C 类）或投资（FI）对拟议项目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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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严重程度——界定严重性  

严重影响的例子可能各种各样，包括：  

 水电项目需要大片土地或森林而使得村民无法继续

其传统生活方式。（严重影响其使用土地和自然资

源的世袭权，影响其生活和文化完整性） 

 水泥厂项目改变原住民社区成员的身份，使其从自

给自足的农民和森林产品从业者变为工厂工人。

（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 

 在靠近原住民社区建立种植园导致次级社区搬离原

主要社区。（严重影响文化或社会完整性） 

 项目或建筑导致主要社区水资源污染，进而导致原

住民社区发生水媒传染病。（严重影响健康） 

 教育项目在初等教育中只推行国语教育，导致方言

式微。（严重影响教育） 

 森林项目限制依赖森林生活的原住民社区成员进入

林区，而那里是他们世世代代依靠猎物、藤条、野

果和其他森林产品为生的地方。（严重影响传统性

使用和获取土地和自然资源） 

 灌溉和水资源项目影响现有传统灌溉系统和相关水

分配制度。（严重影响原有知识和制度） 

 

 A 类    可能具有重大影响。需要《原住民计划》，包括社会影响评价；  

 B 类    可能具有有限影响。 需要《原住民计划》，包括社会影响评价；  

 C 类    预计无影响。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 

 FI 类    涉及亚行基金投资或通过金融中介投资。需要《环境和社会管理系

统》。 

68. 一个项目可能有多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对原住民社区有着不同影响。整个

项目按照对影响最敏感的部分进行分类，而影响程度通过影响大小和社区脆弱

性进行衡量。 

69. 影响的大小通过以下方面评定19 ： 

 对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世袭

权利； 

 社会经济地位； 

 文化和社会的完整性； 

 医疗、教育、生活和社会安全

状况； 

 对本土知识的认识。 

70. 《保障政策声明》适用于原住民

社区，而非原住民个人或家庭。

弄清楚项目在以上五个方面的影

响对原住民社区是负面的、中性

的（无影响）还是正面的是很重

要的。当以上任何方面的影响对

社区或次级社区（而非个人或家

庭）为负面且广泛时，，通常被

评定为重大影响（A 类）。有限负

面影响（在社区或次级社区仅影响少数个人或家庭）一般被评定为有限影响

（B 类）。 

71.  针对原住民开展的项目仍然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以及产生项目利益可能不适合

土著文化的风险，或产生原住民社区无法获得与非原住民群体或主流社会相等

比例的利益的风险。这种在社区或次级社区不能获取对上述五个方面的正面影

响的风险可被视为重大影响（A 类）。也有可能受影响的原住民群体容易受这

几个方面的变化的伤害，可能不能从项目中受益，从而产生严重影响。当不能

获取以上五个方面的正面影响的风险在社区或次级社区不普遍时，这种影响一

般被视为有限影响（B 类）。 

                                                           
19 脆弱性在 45—48 段中讨论。 



 

72.  虽然充分审查应该决定项目分类，但可以根据在评估或项目审查过程中收集的

进一步信息对所采用的分类进行再审视。如果影响现在看起来更加严重，则需

要进行额外调研，而这很可能会耽搁项目进程。因此，审查应尽量准确。若有

任何疑问或不确定，应尽早向亚行寻求帮助和指导。 

73.  因为对重大影响的确定并不只取决于受影响的人数，所以聘请一名有经验和有

资格的专家判断项目影响是否重大很重要。除了亚行资源外，还可以向有关的

综合性组织和政府机构寻求帮助。其他优秀资源包括熟悉项目地区、原住民社

区或社区文化的国家级专家或学者，或在所在国原住民社区工作过的人士。 

（三）是否需要广泛社区支持? 

74. 广泛社区支持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广泛社区支持对所有具有以下活动内容的

项目和投资（在任何出资方式下）都是需要的，是项目和投资准备工作的一部

分。 

 对原住民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  

 要求原住民迁出传统或世袭土地；  

 在原住民使用的世袭土地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开发，而这种开发会影响原

住民的生计，或影响确定原住民身份和社会的文化、礼仪或精神生活。 

75. 就政策应用而言，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是指原住民社区通过个人

或认可的代表对支持这种项目活动的一种集体表达。即使有些个人或群体对项

目表示反对，广泛社区支持仍然可能存在。对于需要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活动，

需要提供支持证据，包括记录过程和结果的文件。（广泛社区支持的具体内容

见第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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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引——促进参与的过程 

信息共享  

 非正式研讨会、演讲、公众集会和巡演  

 翻译成当地语言，发送资料，包括手册和传单等  

 当地报纸广告  

协商 

 与受影响社区和利益相关方举行协商会议  

 在项目准备的不同阶段，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受影

响者进行访谈  

 市民会议和电台热线节目（若可行） 

合作决策  

 参与评价和评估  

 受益人评估 

 举行研讨会和集思会，讨论决定位置、优先事务和

角色 

 举行会议，帮助解决冲突、征得同意、确定所有权 

 披露和评价文件草案及后续修改稿  

 与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或工作组  

赋权 

 职权下放和社区监测  

 下放决定权给当地组织或团体  

 相关利益机构的能力建设  

 增强利益相关方组织的财务和法律地位 

 监督把维护和管理的责任转给利益相关方 

 支持利益相关方的自助活动  

 建立有利的政策环境  

资料来源：亚行，1994。《主流参与发展过程》，马尼拉。  

五、协商、参与、信息披露和申诉 

76. 借款人/客户与受影响原住民间的

有意义的协商和原住民的参与是亚

行原住民保障要求的关键。在一开

始的审查和分类，至项目设计、评

价、实施和完成阶段都需要各种形

式的有意义的协商。有意义的协商

是制定充分的和适宜的《原住民计

划》的依据，有助于改善影响评价。

有意义的协商若成功进行，应在实

施过程中一直持续，以确保项目活

动和监督的有效性。 

77. 协商和参与是个持续的过程，应适

当予以记录：在起草计划书的项目

早期阶段开展协商，告知潜在受影

响社区项目情况，征求其意见；如

果当地人获邀进行项目设计、计划

和实施，参与也就开始。 

（一）什么是有意义的协商？ 

78. 按照《保障政策声明》，有意义的

协商遵循以下程序： 

 始于项目准备阶段，并贯穿整

个项目周期； 

 以受影响人群易于理解且易接

触到的方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在无恐吓或胁迫的气氛下进行； 

 具有性别包容性和回应性，能够满足弱势人群的需求； 

 能够把受影响人群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所有相关意见纳入决策，比如项目设

计、缓解措施、共享开发利益和机会、解决实施问题等。 

79. 原住民保障的目的在于，以全面促进尊重原住民自我认同的身份、尊严、人权、

谋生方法和文化独特性的方式进行项目设计和实施，让他们获得具有文化适当

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以避免项目的不利影响，并使其能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的

项目。有意义的协商——在以下段落中进行分析——可以帮助亚行及其借款人/

客户实现这些目标。 

1. 开始于早期并持续进行 



 

80. 成功实践表明，协商和参与应从亚行有机会聘请国家及地方专家帮助审查影响

的项目概念阶段开始。该过程可以为准备阶段的有意义的协商打下基础。 

81. 为了向受影响社区成员告知项目的潜在负面影响以及建议的缓解措施，借款人/

客户应在评价阶段尽早启动协商。社区越早获得信息，不确定性就会越少。尽

早协商也将有助于借款人/客户提前了解这些社区的意愿和关心的问题。 

82. 借款人/客户与原住民协商是个反复循环的过程，包括社区不同部门的参与。在

项目准备和实施阶段，需要继续就社区对《原住民计划》等重点项目文件的反

馈进行协商。项目一旦开始，协商则可能继续，参与可能加强，将其作为项目

利益分享或减缓活动的一部分和监测和评估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项目实施过

程中借款人/客户与原住民之间的协商需要包括在《原住民计划》中。 

83. 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改善持续有意义的协商的一种方法是鼓励社区参加协

商和参与流程设计。原住民可以提供具有非主流思维的、更适合自己社区情况

的可选方案， 20 这样，通过为评估项目影响、制定申诉机制和监测项目程序提

供意见和可选方案，可以在整个项目周期中产生更大更多的益处。 

2. 及时披露充分的、容易理解和获取的适宜信息  

84. 及时披露意味着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在借款人/客户做出影响他们的决定前应能获

取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的项目信息。这在《原住民计划》设计前和设计中都非

常重要。因此，借款人/客户需要与受影响人群分享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建议和

结论。如有可能，借款人/客户（包括原住民自己）应在设计影响评价时采取更

好的做法。 

85. 为使信息具有充分性和适宜性，与受项目影响原住民社区分享的信息应提供足

够的项目背景和计划，以使他们能够了解项目活动的意图和范围并积极参与项

目协商。这种信息包括： 

 拟建项目或活动的目的、范围和期限；  

 拟建项目和（或）活动的原因；  

 对项目可能对原住民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和风险以及潜在的

公平利益分享所进行的初步评估；  

 可能受影响的具体地点和群体； 

 受影响原住民的选择或方案； 

 可能参与执行项目的人员或相关方（包括原住民、私营部门人员、研究机构

和政府人员等）； 

 项目进行持续协商必需的程序； 

 要落实的申诉机制。 

                                                           
20 R. 豪伊特，2001。《资源管理再思考：正义、可持续性及土著居民》。伦敦：劳特利

奇。 p. 335。 



 24 

案例研究——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协商中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是协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目标人群是否理解和吸收信息。 

《南屯 2 少数民族开发计划》讨论了语言的重要性及方法，以确保协商以与文化相适宜的方式进行。所提供的

信息易于被受影响人群理解，且方便他们获取。 

该计划表示，虽然在纳街高原和谢邦非河（Xe Bangfai）下游区域有很多少数民族，但针对其使用语言的研究

表明大多数人讲国语——老挝语，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大多局限于在家里使用。只有少部分受影响人群不懂老挝语。

少数民族语言均无书写文字。因此，为进行协商用各种语言设计书面材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但是，为了确保有效协商，可以将有关术语翻译（解释）成少数民族语言——布鲁语（Brou）和越泰克语

（Vietic）。在村庄开展协商和举行会议时，必要情况下这类翻译可以由当地村庄负责人或工作组少数民族雇员提

供。 

由 NT 电力公司安置办公室和安置监督单位共同决定是否需要安排这样的翻译。因此，在讨论前，对有关群体

的理解能力进行了核查，尤其是对可能不太熟悉国语和有关术语的妇女和老年人。 

  

资料来源：亚行，2005。“GMS 南屯 2 水电项目 ”（贷款 7210-LAO，于 4 月 4 日批准）。 

86. 为使信息容易理解和易于提取，与社区各群体的信息交流需要以与文化相适宜

的方式进行。比如，对于妇女和贫困人群，可能需要不同的交流方式。在项目

准备阶段，借款人/客户应确定信息发布所偏好的语言或方式。按照项目内容可

以采用一系列方法。交流不只是通过报告、信息手册和会议等形式进行。若使

用这些方式，且社区偏向于当地语言，则应采用当地语言。另外，图表、照片、

故事讲述、戏剧和地图等都是有效的工具，都可以采用。对于社区青年群体，

也可以采用网络聊天室、谷歌地图和当地原住民网站等现代科技。 

3. 无恐吓或强迫 

87. 协商应基于自由和自愿原则，无外部操控、干预或报复危险，并以透明公开方

式进行。很多情形可以视作威胁，比如武装部队、警察或军队、当地政治人物

或政府官员到场，或甚至完全与讨论无关的人员到场。使用国语而不翻译成当

地语言或主持人对社区情况一无所知，也会成为威胁，甚至经济或文化地位、

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差别也会成为威胁因素。将陌生地点（如远离村庄

的地区办事处）作为会谈场地也是这样。这些因素会妨碍自由表达观点、担忧

和建议。在设计高效的有意义的协商和参与项目时，不仅要突出原住民群体的

需求，还要突显社会各阶层代表的需求。 

4. 性别包容性和回应性；针对弱势群体的需求 

 

88. 原住民妇女通常因其性别和文化身份而具有双重弱势。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根据其角色和职业而不断改变。原住民妇女通常是变革的积极促进者，她们有

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和优势。 



 

无恐吓——中国云南案例  

在大理丽江铁路项目中，执行和实施机构与大理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进行接触，制定计划，并通过少数民族

代表，征得少数民族同意。少数民族委员会带领机构进入少数民族村庄，组织全村大会、访问农户。协商以白族和

纳西族语言进行，这可以让当地人特别是老年人了解信息，并表达他们的担忧。比如，有些村民担心隧道建设会切

断水源、破坏风水，而强迫他们拆除庙宇和祖坟会驱散他们的好运。这些问题均由专业技术人员用当地语言进行了

解答。 

 

协商之后修改了铁路线路规划，该铁路连通云南两大旅游景点：大理和丽江。洱海西岸是大理首府下关和古城

大理。西岸居住人口密集、游客众多，而东岸居住人口稀少、游客也极少。基于高效考虑，应选择西岸线路。令许

多人意外的是，线路选在了东岸，开通铁路通道，并促进社会平等。 

 

同样，昆明清水海供水项目的原计划是建立一条通往建筑工地的支线公路，但要穿过一个回族村庄。在协商

时，村民担心公路会打扰他们的安静生活，不同意修建。因此，项目改变了线路，绕过了村庄。 

  

资料来源：亚行，2011。《少数民族保障政策在中国交通项目中的运用：云南的经验》。马尼拉。 

应用指引——确保女性参与移民安置项目的步骤  

 要求不同社会经济团体的妇女来参与所有有关项目计

划和实施的协商会议。 

 在女性方便参与时，组织会议和协商会，以确保女性

最大程度的参与。 

 根据与妇女的讨论来决定会议地点，并让妇女自由无

拘束地参与讨论。 

 考虑女性主持人，或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妇女团体

或网络开展工作。 

 让妇女参与受影响人群的赔偿事宜。 

 在全体大会后，考虑单独与妇女举行会议。 

 让妇女参与准备及移民安置计划评估。授予妇女协会

职权，这点非常重要。这可以防止出现妇女只是象征

性地参与决策的做法。 

 确保妇女参与和参加实施和监测。 

 记录参与活动。 

 

资料来源：亚行，2003。《安置—性别检查清单》，马尼拉。 

 

89.  一些常见文化障碍阻碍着妇女、

妇女当家的家庭和青少年等弱

势和脆弱群体参与社区决策。

妇女在社区讨论会上可能被审

查，她们的男性亲属可能会代

表她们发言。妇女当家的家庭

和青少年，特别是未婚或无子

女的妇女，可能被边缘化，她

们的意见可能不被社区其他人

员接受。在社会影响评价中发

现的文化障碍必须在协商、参

与机制和工具设计中予以解决。

这些情况必须小心处理，有时

以强迫方式进行可能对参与拟帮助的人造成风险。 

90.  虽然更耗时，但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通常非常精妙，而且可以减少与本土习惯

的冲突，并鼓励参与。原住民妇女等社区次级群体的参与可能会被排除在习惯

决策之外，不过可以通过仅女性参与的研讨会、戏剧、音乐、文化活动或节日

活动等方式进行。借款人/客户可能需要聘请女性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与原住民

妇女进行协商，鼓励其参与。通过这种参与，借款人/客户可以选择，并设计相

关利益和缓解措施，以满足女性和男性的需求。需与贫困人群等其他弱势群体

进行单独协商，不让高级别群体参加，以全面知晓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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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做法指引——与原住民进行有效协商  

 确保所有社区群体，包括边缘化人群参与协商。 

 检查代表群体中的性别、代际和收入水平的平衡。 

 认可在有些情况下社区内不同群体对开发项目会持不同观点。 

 在召开最后的群体会议前，与不同子群体（妇女、各少数民族、长老或其他头领、最贫困人群等）进行单独会

谈。 

 确保匿名参与，鼓励自由发言，使协商结果信用度更高。 

 若本地原住民或群体希望保密，则应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观点、评论或评估不会在其他地方公布。 

 在广泛社区支持工作中要求保护个人秘密；确保权威机构验证广泛社区支持。 

 聘用专业协调员，特别是精通原住民语言和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协调员。 

 提供资源（食物、住所、交通费等），让偏远村庄的居民可以参与协商，或他们的代表可以参加远距离、省级或

首都的协商，确保提供翻译服务。 

案例研究—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确保整合所有相关观点 

南屯 2 项目努力征求各方观点，并将其融入项目设计、保障、计划和措施。该项目确保弱势少数民族等受影响

少数民族群体充分参与协商和影响项目设计。 

  

包括以下活动：  

 作为协商工作的一部分，详细的人类学研究识别生计、语言、宇宙学、社会组织、性别关系、物质文化和领导地

位等方面的问题，以确定不同的群体，与每个群体讨论的主题，以及开展重点群体讨论的方法、程序和地点； 

 在每个少数民族群体内开展重点群体讨论 ，鼓励不同群体提出他们对项目和舒缓措施的担忧和愿望； 

  与不同少数民族群体进行单独讨论 ，确保小众群体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并鼓励其参与； 

 与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项目并表示有兴趣参与公共协商的有关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开展对话；  

 与传统和本地宗教领袖讨论，以 确保当地信仰得到尊重，并考虑项目设计和缓解措施； 

 与受影响人群和利益相关方一起，举行三轮公共协商，提供机会让他们建言献策，在项目设计上提出改进意见，

提出更多的担忧；  

 在当地、国家和国际级别的情况介绍会和协商会上，探讨项目影响和缓解措施、赔偿措施及生计恢复措施； 

 在各种协商、会议、讨论和重点群体讨论中使用的社会安置计划的总结和有关章节翻译成老挝语； 

 在不同项目区域，酌情修改缓解措施 ，以适应不同少数民族需的求。 

 

资料来源：亚行，2005。 “GMS 南屯 2 水电项目”（贷款 7210-LAO，于 4 月 4 日批准）。 

 

5. 把所有相关观点融入决策 

91. 协商过程需要听取各方对项目的支持或反对意见。若不解决人们的担忧，并将

其整合进项目设计和实施决策，协商就没有意义。借款人/客户在进行关于项目

设计、拟议活动、缓解措施等方面的决策时应考虑所有观点和《原住民计划》

可能带来的利益。   

92. 观点和担忧问题的不同不仅来自同一社区不同群体间的内部冲突，还来自对不

同地方各个群体的不同实际影响和可能影响，以及社区内对期望目标或利益的

不同看法。社区成员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例如：把哪一块土地划拨

给项目？安置点建立在哪儿？应提供什么样的住房？应开发何种生计项目？等

等。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设计项目和制定《原住民计划》的过程。 



 

定义重大分歧 
 

重大分歧指借款人 /客户承认工作停滞不

前，分歧严重且棘手，需要进一步齐心协

力达成决议缺少这种关注项目可能面临延

误、困难或取消。 

 

93. 借款人/客户有很多方法确保原住民的观点被纳入项目设计。邀请原住民参与协

商和参与活动通常会激励创意流程，产生不同于外来者发挥的作用。边缘化的

群体和个人往往通过非正式的渠道交流，了解和谨慎地使用这些渠道会很有效。

着重于通过社区内的功能关系（工作、慈善、服务和劳工网络）交流，而不是

通过结构等级交流，这样还有助于传播信息和鼓励人们参与。成功实践是使用

多种方法以确保良好的跨社区覆盖。 

（二）原住民代表 

94. 与原住民进行协商时，一个问题是确认其合适的代表。原住民以自由方式内部选举

发言人来参与项目。原住民代表不一定是行政区的官方领导人。虽然这些官方领导人行使

代表的职权，但原住民可以选举宗教或精神领袖、长老会或宗族族长做为代表。借款人/

客户可与熟悉该区域事务的原住民组织交流，寻求意见。 

95. 当项目将对多个原住民群体产生影响时，需要与不同群体的人士进行协商。每个群

体代表人数应与项目产生的影响成比例。每个群体可以让其头领做代表。 

96. 早日明确各个群体的代表有助于避免以后各

个群体拒绝接受协商结果，而且还会影响信息披露、

参与项目实施和申诉程序。 

（三）诚信协商 

97. 若与受影响原住民在项目活动或《原住民计

划》上存在重大分歧，借款人/客户可以考虑诚信协商。重大分歧可能与减缓或利益共享

措施的性质或项目地区的范围有关。对于某项目，可能在社区新移民安置地址上存在分歧；

对于另一项目，可能对在新道路建设区域上存在分歧；对于又一个项目，对在赔偿资格截

止日确定之后才定居项目区域的群体是否有权获得生计项目赔偿存在争议。在需要征得广

泛社区支持时，诚信协商是相关项目的关键步骤。 

 

98. 诚信协商是解决受项目影响人群和借款人/客户之间未决重大问题的联合举措，其

目的在于双方共同解决有关问题。开展诚信协商需要具有以下要素： 

 愿意参与延期过程，并能够以合适的次数和频率会面； 

 提供进行知情协商所需要的信息； 

 探讨关键的重要问题； 

 采用互相接受的协商程序，可能包括使用第三方协调员（原住民或其他当地群体）； 

 愿意在必要情况下改变最初立场和修改要约（包括重新考虑原住民中意的方法和缓

解措施）； 

 容许有充足的决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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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计划》评估单——信息披露、协商和参与 

 是否描述了在项目准备过程中与原住民社区开展的信息披露、协商和参与过程？ 

 是否总结了原住民对社会影响评价的意见和反馈？ 

 在协商期间提出的所有顾虑是否得以确认并在项目设计中得以完全解决？ 

 对于需要广泛社区支持的活动，与受影响原住民协商的过程和结果（包括协议和保障措施）是否完全记录？ 

 在实施中使用的协商和参与机制是否得到充分和全面描述？ 

 《原住民计划》中的信息披露是否得到确认？ 

 借款人/客户是否批准《原住民计划》，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99. 在确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或决定需要征得广泛社区支持）后，借款人/客户通

知受影响原住民进行诚信协商。需要向受影响群体澄清认同和反对的观点，在协商前双方

应该清楚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问题清单，借款人/客户需寻求专家意见或第三方协

调员的意见，以双方认同的方式给出意见。在项目准备阶段，应尽早决定是否需要诚信协

商，确保有充足可行的时间，准备好所需要的资源。 

100. 借款人/客户应记录与原住民的协商过程，包括邀请参与协商过程，以及协商成功

或失败的结果。在协商和记录中对受影响原住民社区中弱势群体的影响应充分得以解决。

记录文件包括谅解备忘录、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和书面协议等。过程总结和详细描述应

包括社区参与和成功或失败结果等。《原住民计划》中应陈述诚信协商的结果，以确认各

方责任。 

 

（四） 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信息 

101. 《保障政策声明》要求借款人/客户向受影响原住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以与项目影

响相符的方式，提供信息并进行协商。这个要求旨在促进联系，以在项目运行期间建立和

维护有益的关系。 

102. 《保障政策声明》还要求以原住民能理解的形式和语言，及时向原住民披露拟建项

目的相关信息。该过程应是协商和参与的组成部分。如果是《原住民计划》和其他详细文

件，那么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的相关信息应采用简略形式。这种文件包括主要的调查结果

和有关规定，可以用当地语言做成宣传册，描述受益情况和要采取的缓解措施，包括投诉

联系方式和详细的项目信息。 

103. 如果项目的可能影响对象为不识字的原住民，《原住民计划》可以采用图片和口头

表达。若当地通用语言无书写文字，图形宣传册或画报可以用该国通用文字表述，但这种

信息的口头叙述应使用当地语言。 

104. 为确保透明度和广泛传播，借款人/客户可以披露《原住民计划》草案和更新计划

的完整版和简略版。应考虑基本披露要求以外的最佳披露方法（比如把这种文件存放在当

地图书馆），扩大《原住民计划》的披露范围。披露方法有：直接递交给乡镇和原住民组

织，张贴在村子的公共墙上，在村会议上演讲，向农户发放宣传册等。简略版本应简明扼



 

《原住民计划》评估单——申诉机

制 

 补救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申诉的程序 

 有关原住民如何利用该程序，以及

该程序如何照顾到文化特征，并对

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 

应用指引—— 信息披露 

 确保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向原住民披露相关信

息。 

 使用各种方法确保跨区覆盖。 

 利用与文化相适宜的宣传册、地图、图表、戏剧、

广播等形式。 

 注意《原住民计划》和主要文件所规定的强制性披

露要求，特别是对审查和张贴所需要的时间要求。 

要地描述项目，列举预期影响、所提议的主要缓解

措施和项目的好处，概述申诉机制，列出项目的联

系方式，以获取更多信息。 

 

（五） 公开披露《原住民计划》和相关文件 

105. 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相关《原住民计划》信

息时，须在亚行网站上公开披露《原住民计划》、原住民计划框架和监督报告。借款人/

客户应向亚行递交以下文件以在亚行网站上公布：21 

 《原住民计划》草案或原住民计划框架草案（或二者均有），包括借款人/

客户在项目评估前批准的社会影响评价； 

 《原住民计划》终稿； 

 在实施过程中准备的新的或更新的《原住民计划》和矫正行动计划（如果有

的话）； 

 监督报告。 

106. 公开披露的时机掌握非常重要。好的做法是，在亚行审查完《原住民计划》或原住

民计划框架和借款人/客户整合完有关意见后，借款人/客户需要在开展评估或类似工作

（如管理审查或投资委员会会议）前至少五天向亚行提交令人满意的《原住民计划》或原

住民计划框架，以确保这些文件在合适时间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六） 项目申诉机制 

107. 申诉机制接受原住民的申诉，包括环境、强制搬迁

移民和所受影响等方面的投诉。在原住民项目中，申诉是

不可避免的，因为项目倡议者通常来自外部，可能已经导

致一些申诉产生。原住民通常抱怨不了解项目及其影响，

担忧赔偿不足或生计安排不充分，项目利益与当地文化不

符，项目工作人员态度等问题。及时补救有助于项目顺利

实施和按时完工。分配给申诉委员会的预算必须充足，确

保有效实施申诉机制。 

108. 申诉机制由借款人/客户负责，由亚行监督（因为它是亚行项目沟通的一部分）。

该机制是一个接受、评估和解决受项目影响者提出的与项目有关的投诉的过程。申诉机制

也可用于解决移民安置和环境保障方面的申诉。它能够处理社区对项目的大多数担忧，包

括亚行保障要求所覆盖的环境、非自愿安置和原住民等问题。 

                                                           
21 脚注 1，保障要求 3，段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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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借款人/客户尽早建立一个有效的有意义的协商和参与流程是很重要的。申诉机制

应从该流程演变而来，并切实满足受影响原住民的需要。 

（七）申诉机制成功实践的原则 

110. 建立和实施申诉机制的成功实践包括七个主要原则。 

1. 均衡 

111. 按照项目社会影响评价结果，申诉机制的规模和复杂性应与潜在负面影响成比例。

对于 A 类项目，建议借款人/客户在设计阶段建立申诉机制，直至项目结束。确保完善的

组织结构，社区联络和申诉解决的职权清晰、责任明确（如图 2 和 3）。当地申诉机制委

员会中有原住民代表是一种成功实践。 

 

 

 

 

 

 

 

 

 

 

 

 

 

 

 

 

 

 

 



 

图 1：2011 年孟加拉国第二期吉大港山区农村开发项目申诉机制 

 

 

 

 

 

 

 

 

 

 

 

 

 

 

 

 

 

 

 

 

 

 

 

 

资料来源：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事务部，2011。《孟加拉国第二期吉大港山区农村开发项目原住民计划》。马尼拉：

亚行。 

112. 对于 A 类项目，建议借款人/客户安排一名员工负责接收和回应申诉。理想情况为，

该员工具备处理类似事务的经验，熟知相关社区知识和经验，受人尊重，做事公正独立。 

申诉人或土地侵占案原告 

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将

申请递交给 GRC   

                           

申诉委员会成员 

• RO，(PMU, HDC) 

• 国际非政府组织代

表 

• 主席，UP/头人 

• AP 代表 

• 法律顾问 

申诉补救委员会仔细审查投

诉，并提交至 PVM MIS 

通过仲裁（ADRFs）或

根据现有 LA 法律解决

投诉 

不通过仲裁或法律解

决，而是按照 RAP 政

策处理 

提交给 DC/头人/RHDC 

未修正 修正 
头人认可 

 

投诉提出 15 日之内申

诉委员会进行听证 

建议补偿/土地侵占申

诉结果 

 

索赔被拒绝 

 

RO 土地侵占补

偿批准/仲裁 

地区法院 

 

国际非

政府组

织付款 

DC 强制处理

土地侵占 

 
寻求法律途

径解决 

接受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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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对于 B 类项目，借款人/客户应考虑安排一名联络人，比如社区联络官员，受影响

社区居民可以向其反映问题。除非是非常简单的情况，否则申诉机制应包括接收、记录和

在合理时间内回应投诉的流程。受影响社区可以用当地语言自由口头表述申诉，社区联络

官员帮助记录其申诉。 

2. 参与 

114. 借款人/客户应通过让受影响社区参与来寻求投诉的解决方案。申诉机制应易于使

原住民理解，使用当地语言，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该机制还应成为记录在案的项目

沟通和参与计划（见第 101–104 段）。 

图 2：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申诉机制 
 

申诉流程图 

摘自《特许经营协议》 

  

 

问题解决示意图 

（协商过程中使用） 

 

 

 资源来源：南屯 2 电力公司。2005。 《GMS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南屯 2 水电项目少数民族开发计划》。马尼拉：亚

行。         

 

 3. 可达性 



 

中国大理丽江铁路项目申诉机制中反应原则

的应用 

当地政府办公室建立申诉机制，要求当

地人的任何申诉都必须书面记录，然后立即

做出反应。如果当地人不愿意通过该机制进

行投诉，外部监督员应与不同社会群体定期

举行会议，倾听其投诉，然后立即向有关机

构报告，并监督反应情况。当地人被告知他

们也可以直接向云南西部铁路公司投诉。这

样，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诉

求。 

 

资料来源：云南西部铁路公司，2004。《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中国大理丽江铁路项目》，马尼拉：亚

行。 

115. 设计申诉机制时，借款人/客户通常要评估以下事项：原住民对联络点物理位置的

可达性，其对交通工具和道路的可用性，其读写能力、语言熟练度和教育水平，以及其对

传统通讯工具（电话、邮件和因特网）的可用性。可达还意味着借款人/客户可报销合理

的投诉费用、交通费和误工费。该程序应界定谁可以提出投诉，为投诉人保密。 

 

4. 文化适应 

116. 申诉机制的设计应考虑原住民的文化特点和他们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传统机制。后者

可以帮助解决初期投诉。若受项目影响群体文化上差异巨大，借款人/客户应遵照原住民

的投诉方式，确保每个群体（包括妇女）能表达其担忧。 

117. 原住民更喜欢口头投诉而不是书面投诉，他们倾向于在项目的正式渠道之外表达不

满或不平。因此，借款人/客户应考虑投诉方式，兼顾社区情感，考虑口头报告站等方式

（社区联络官可以将口头投诉转换为书面投诉），以及非正式的投诉方式。举一个例子：

受老挝南俄 3（Nam Ngum 3）项目的影响，该

国班兴德村（Ban Xiengdet）的村民在很早就

建立了一个村申诉程序，该程序确保库木族

（Khmu）村民参与决策，防止外部投机者索取

项目利益。这种安排增强了村民的自信心，调

动了他们参与项目合作的积极性。 

118. 这些方法很重要，因为原住民很少通过

正规渠道进行申诉，特别是当他们与项目代表

之间的社会权力差别很大时，或者当他们不识

字或不会讲主流语言时。 

5. 反应 

119. 把收到的申诉和做出的回应记录下来，并快速反馈给受影响社区。一个完善的申诉

机制经常向社区更新其活动情况，清楚阐明预期效果，告知申诉是如何解决的，收集受影

响人群的反馈，改善补救系统。有时社区提出的问题需要高层决策，从而需要更长时间，

这时候应向原住民说明情况，以便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申诉正在处理中。 

6. 责任清晰 

120. 一个完善的申诉机制应建立和维护责权清晰的组织结构，在社区联络和申诉处理上

权力和责任清晰明了。安排个人作联系人更有效，联系人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只

要可靠、经过培训、知识渊博和容易为申诉者所接近就可以。 

7. 适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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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机制——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 

本项目对社区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原住民。特许协议要求“所有受项目影响者均可全面参与申诉流程” 。 

申诉机制审查和裁定任何个人提交的申诉。提出申诉的基本步骤如下： 
 

步骤 1：不满意的村民向村申诉委员会递交申诉申请。 

步骤 2：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在 15 日内完成调查。15 日后，委员会与村民会面，通知处理结果。若村民对

处理结果满意，则结案；若不满意，案件转至上一级机关。 

步骤 3：村申诉委员会将村民申请递交至从事下游项目工作的区申诉委员会、南屯 2 电力公司和安置管理处

（RMU），由其再进行 15 日的调查。然后，这三家机构通知村民仲裁结果。若村民对结果满意，则结案；若不满

意，案件转至上一级机构（可能通过区人民法院裁定）， 

步骤 4：区人民法院和省长或安置委员会主席受理案件并做出裁判。若村民对结果依旧不满意，案件提交给终

审机构。 

步骤 5：省法院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定。 

大多数申诉可望在第 3 步结案。政府牵头制定和运作申诉机制，而南屯 2 电力公司（NTPC）负责为以下工作

提供充分支持： 

 制定实施时间表 （村级、区级和省级）； 

 制定组织机构图、程序、流程图、交流资料等； 

 确定合适的GoL合作方； 

 确定各个职位的职权范围； 

 制定预算，提供所需资源； 

 为安置管理处（RMU）或区级合作方开展培训； 

 监督村申诉官员 的DWG培训。 
  

 

资料来源：南屯 2 电力公司，2005。“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GMS 南屯 2 水电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马尼拉：亚行。 

121. 项目规划者在解决争端时，应注意所在国的司法和行政机制，避免项目申诉机制与

该国法规冲突。同时，应向受影响社区解释这些补救机制的流程。申诉机制应保护投诉人

不受打击报复。 

（八）亚行问责机制 

122. 亚行的问责机制允许受亚行援建项目影响的人向亚行提交投诉。（该问责机制完全

独立于申诉机制，后者涉及的是借款人/客户在项目范围内的责任。）该问责机制提供了

一个允许人们提出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独立平台，举报可能存在的违反亚行运营政策和

流程的做法。该机制有两个独立而关联的步骤。第一步为解决问题，由亚行特别项目协调

员领导，帮助受项目影响的人解决问题。第二步，由三名成员组成的专家组进行合规评估，

调查被举报的违反亚行运营政策和程序的行为，包括保障政策已经或可能会导致的对受项

目影响者的直接负面影响和严重伤害。该机制就如何确保项目遵循亚行的运营政策和程序

提出建议。 

 

 

 



 

应用指引——原住民社会影响评价 

 让主要原住民参与社会影响评价的设计和

实施——他们会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让跨文化联系人参与评估团队的文化意识

培训。 

 尽早启动流程，提供充足的时间和资金，

确保社会影响评价与预计影响相符。 

 小心界定项目区域和项目影响区域。 

 保持评估过程简单，但不能过分简单。 

 不仅要进行定量分析，而且要做定性分

析，后者更为有用，具有参与性和持续性

（至实施阶段）。 

 

六、社会影响评价 

（一）社会影响评价 

123. 社会影响评价为制定原住民计划文件提供重

要分析。这项工作一般涉及预先分析或估计某项有

计划的干预和这项干预所引发的的社会变化过程，

并管理有计划的干预和干预引发的社会变化过程所

产生的预期和非预期的有利和不利社会影响。从社

会保障层面来说，对亚行支持项目进行社会影响评

价旨在知晓拟建项目的设计和运作，以规避不利影

响和以文化适合性的方式发挥积极影响。但是，若

不利影响不可避免，则这种影响应尽量减少，以使

受影响者获得预期的积极成果。 

124. 如果审查表明潜在项目对原住民产生影响，《保障政策声明》就要求进行实地社会

影响评价，或作为整体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来进行，或作为一项单独活动来进行。社

会影响评价的细节和全面性应与拟建项目的复杂性和性质（短期或长期，直接或间接，积

极或消极），以及潜在原住民影响规模相符。 

125. 社会影响评价之前应进行初步贫困和社会分析，22这是进行的预习评估，作为整体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社会影响评价基于详细的社会研究，验证并扩大该分析结果。

社会影响分析应覆盖项目区域和项目影响区域的原住民（下节讨论二者的区别），评估项

目影响性质。因此，借款人/客户收集并分析新信息和额外信息，包括初步贫困和社会分

析鉴定中未覆盖的对原住民社区的识别： 

 项目带给所有贫困和边缘群体的机会、限制和风险，无论他们是否为原住民

群体； 

 建立项目设计的准备流程； 

 制定设计措施，实现社会发展成果，规避或减少实施过程产生的社会风险。 

126. 项目对原住民的社会影响评价可以与项目整体社会分析（包括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一起进行。 

127. 若相比其他受影响群体，对原住民的影响和风险极为严重，而且这种影响需要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则借款人/客户可以决定为原住民采取单独社会影响评价。若可

以，该决定应在审查阶段确定，确保分配充足的资金和时间。 

128. 虽然社会影响评价和社会分析两者的内容可能有重叠，但它们的结果是不同的，除

非所有受益人和受影响人都是原住民。整体社会分析结果总结在作为《行长报告和建议》

                                                           
22有时也称作社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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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项目影响区域：大理—丽江铁路项目经验 

 

项目帮助开发一处没有铁路服务的区域，

其影响超越直接项目区域。因此，社会影响评

价扩展至所谓的“范围分析”的区域。 

项目区域界定为拟定铁路线路通过的县。

拟建铁路涉及三个县——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

理市（县级市）和鹤庆县，和丽江自治州的丽

江市。 

根据现有的和计划的接入大理丽江铁路的

交通网络，范围分析涵盖可能受到项目直接或

间接影响的 4 个自治州的 7 个邻近县。少数民

族开发计划把范围分析内的这些县纳入对当地

少数民族项目影响尽职调查的对象。 

 

资料来源：云南西部铁路公司，2004。“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中国大理丽江铁路项目”，马尼拉：亚

行。 

附录的《减贫和社会战略摘要》中。但是，原住民社会影响评价报告可以在整体社会分析

时进行或单独进行作为《原住民计划》的一部分。 

 

（二）项目区和项目影响区 

129. “项目区”指项目直接场地，比如电厂、

输电走廊、运河、道路、取土坑和垃圾处理厂等。

“项目影响区域”不仅指直接场地，还包括项目

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更大实际区域。比如：原住民

生活区域被道路或下游大坝侵占；原先封闭的或

偏远的原住民社区交通流量增加；其他地方施工

导致人员涌入或资源消耗增加。影响区域的大小

因行业和项目而不同。 

130. 项目影响区域可能将项目区域延长数公里。

比如，中国西部的一个国道升级改造项目，将一

条双车道公路改造为封闭型的高速公路。该项目

不仅影响道路穿过的村庄，而且还包括道路两边

10 公里范围内的村庄。社会影响评价包括衡量道

路封闭对稍远的哈萨克族社区的羊群迁徙的影响。 

131. 同样，在大型水电项目中，影响区域可能覆盖下游区域或可能住有原住民的距离电

厂数十公路外的流域。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影响评价可以作为制定《原住民计划》和环境

评估过程的一部分来进行。 

132. 项目影响也可以跨越国界。比如，云南综合路网发展项目（2011—2015）旨在开

发综合道路交通系统，支持云南省实现可持续增长。该项目主要区域靠近云南，是多个少

数民族的居住区，他们横跨国界。例如，云南省的傣族在缅甸被称作掸族，人数约 50 万。

傣族和掸族具有相同的语言、节日和文化特征，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里或国界上的相邻社

区里。 

133. 因此，项目规划者要确保项目影响仅限于借款人/客户边界内的少数民族和社区。

虽然有些项目延长至国界（并因此影响不同的原住民社区），比如亚行大湄公河子区域的

旗舰项目，但这些项目精心设计和实施，以使项目各个部分互相配合，并在实施和影响处

理上保持国家完整性。 



 

界定项目影响区域和人群：印尼 Tangguh 液化天然气项目 

亚行资助的印尼 Tangguh 液化天然气项目很好展示了如何界定项目影响区域和人群。与项目开发相关的直接

影响为靠近项目或通往海湾（港口）的结果。 

涉及受影响人群的期望和获益权利的问题；部落和社区的传统法律（adat）和风俗习惯（hak ulayat）；对附

近区域以及新交通线路产生的影响。 

因此，项目按照影响和距离，界定受影响区域和群体的体系结构： 

省份：整个区域反应了项目收入流，覆盖全省开发项目。 

多贝拉伊半岛：直接影响区域增加了直接利益和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县（Regency Area）：该区域是项目重点，是支持参与、项目利益、减少影响等工作的重点区域。受到项目最

直接的影响，是项目和巴布亚社区的直接联系。通过该重点区域，项目寻求可行和可持续的模型，以供本区域借

鉴。 

受直接影响村庄：项目直接影响 9 个村庄，受到深度开发和移民影响。 

受安置影响的村庄：一些村庄直接受到安置工作影响，有 3 个村庄（1 个被重新安置的村庄和 2 个接收安置的

村庄）特别受到项目开发的影响。 

《原住民计划》针对这些级别的区域，制定了 14 个社会发展项目，促进当地人的参与和获益，应对项目影

响，以及解决土著民问题。 

 

资料来源：BP Beran 有限公司，2005。“综合社会项目：印尼当固液化天然气项目”，马尼拉：亚行。 

（三）对原住民影响的类型和性质 

1. 类型 

134. 影响包括有形影响和无形影响。社会影响评价帮助借款人/客户识别拟建项目是否

影响以下方面： 

（1）原住民传统社会文化和信仰（比如：儿童养育，家庭和性别角色和关系，家庭管理，

健康、教育和习惯等）； 

（2）原住民生计系统（比如食品生产系统、自然资源管理、手工艺和贸易、就业状况和

储蓄方式等）； 

（3）原住民拥有、使用、占领的或宣称为其祖传领地的土地和（或）领土内的土地和

（或）领土或者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 

 

2. 性质 

135. 直接和间接影响。社会影响评价应发现对原住民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

指项目设计导致的直接项目活动影响。“间接影响”指非项目直接造成的影响，通常是发

生在距离较远的或复杂的物理、生物或社会经济影响。根据最初起因和最终影响间的关系

情况，间接影响通常称作次级或三级影响。 

136. 直接影响举例： 

 在与世隔绝的群体居住的地区开展的新道路开发项目使这些群体与外界直接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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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直接和间接影响 

南屯 2 项目显示，项目活动未直接造成社会影响，但环境影响导致社会影响。该项目也说明社会影响评价应考

虑其他影响，收集其他信息来源。制定评估村庄和行业潜在影响的标准应基于初期环境影响评估。 

电站下游 

当首个巴尔顿涡轮机组运转时，就会对水电站下游产生影响，该影响随着后续机组的上线而增加，增加谢邦非

河流量。项目排水改变河道，对河岸两边 175 公里内的 71 个村庄可能产生某些有利或不利影响。 

纳凯（Nakai）大坝下游 

纳凯大坝下游影响包括将关闭导流涵洞，减少南屯河的排水。运营商无法控制水流。水流减少将严重影响纳凯

大坝与纳包（Nam Phao）支流之间长达 12 公里的河流。虽然该区域无永久性居民或村庄，但附近村庄依靠在该

河流打鱼为生。因为减少水流，改变自然生态，对大部分鱼群将产生重大影响。位于纳凯大坝与屯海因邦（Theun 

Hinboun）压力前池（head pond）之间南屯河流域的 37 个村庄将受影响。 

纳凯 水库上游  

预计纳凯水库上游影响包括堵塞导流涵洞。南屯河洄游鱼类将受到纳凯大坝堵塞的影响，尽管鱼类洄游已经受

到南屯海因邦（Nam Theun Hinboun）大坝的阻止。南屯河沿岸 31 个村庄和纳凯水库上游的南屯河支流会受到影

响。 

 

资料来源：南屯 2 电力公司，2005。“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GMS 南屯 2 水电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马尼拉：亚行。 

 高速公路项目减少交通时间，但却增加死亡率； 

 通过写作和阅读项目，减少原住民辍学率。 

137. 间接影响举例： 

 让新移民进入以前难以到达的地区，导致其生计和传统生活方式快速改变； 

 路旁商业企业聘用外来者或附近村民，增加农村就业； 

 增加公路附近地区贩卖土著妇女的现象； 

 因开通高速导致艾滋病向原住民地区传播； 

 原住民青年外出务工。 

138. 短期和长期影响。应评估项目周期每个核心阶段的潜在原住民影响，包括设计和规

划，施工，运作，以及停运或关闭。社会影响评价通常识别计划和施工期间的短期影响。 

 

139. 短期影响举例：水电厂及其设施施工期间外来人员流入对社区造成社会文化干扰。

施工期间的长期影响可能包括因洪水泛滥而导致的搬迁移民等状况。水电项目进一步长期

影响通常发生在施工后期或运营后，甚至停运时。这些影响包括：在新安置点原住民失去

原有农业和畜牧区域，或限制使用森林区域，而完全改变原住民的生产和传统生活方式。

长期影响通常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140. 让原住民（特别是当地领袖和学者）参与制定和实施社会影响评价是一个有效做法。

例如，一项研究表明，“社会影响评价的参与者”喜欢用长期的、渐进的眼光看问题，而

不是进行单一影响评价。对大多数原住民而言，其未来愿景与过去的影响相关联。”研究



 

原住民社会影响的例子 

 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天是如何生活、工作、休闲

和相互交往的 

 他们的文化——他们共有的信仰、习俗、价值观和语言

或方言 

 他们的社会——其凝聚力、稳定性、服务和设施 

 他们的政治体系或制度体系——人民参与影响其生活的

决策的程度，民主水平，以及为此目的提供的资源 

 他们的环境——空气和水的质量，食物的供应和质量，

粉尘和噪音的危险或风险水平，卫生和人身安全情况，

以及对资源的控制 

 他们的健康和舒适——健康是指身体、心理、社会和精

神完全舒适的状态，不仅仅指无疾病 

 他们的个人权利和产权——特别是人们是否在经济上受

到影响，或经受可能包括侵犯他们公民自由的个人不利 

 他们的担忧和愿望——他们对自身安全的认识，对社区

未来的担忧，对自己未来和子女未来的愿望。 

 

资料来源：PT Kaltim Prima Coal 公司，(n.d.)。《社会影响评

价：矿业项目手册》。 

发现，长远且具有协调性的规划来自由原住民群体充分参与的评估，而不是“特别开发”

出来的。借款人/客户进行累积影响评价对于了解潜在影响——可能还有适应性、反应和

愿望——是必不可少的。23 

141. 积极和消极影响。原住民保障的目的是以一种充分尊重他们原有的身份、尊严、人

权、生计系统和文化独特性的方式设计和实施项目，从而使原住民获得与文化相适宜的社

会和经济利益，避免对项目产生不利影响，并促使原住民积极参与到与其相关的项目中来。 

142. 除了积极和消极影响，社会影响评价还应审查潜在的收益和成本。它也应该能够了

解原住民自身所感知的影响。借款人/客户可能声称项目活动可望从整体上改善原住民的

社会经济状况，从而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但受影响的原住民可能并不喜欢这种变化，从

而可能不愿参与项目。 

143. 对于项目而言，认清所面临的积极影响并确保将其完全呈现给原住民社区和让原住

民进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项目对人们的整体积极影响有时可能会对这些社区

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影响，或者他们认为这些影响对他们是消极的。一个原因是，即使一

般被认为是积极的干预——如教育、卫生和生计方面的干预——也可能极大地改变他们的

习惯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他们的权利、资源利用、文化完整性、本土知识和社会支持系统。 

（四）社会影响评价的要素 

144. 社会影响评价——融入项目的社会分析或单独进行——具有以下要素： 

 审查项目中适用于原住民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识别和确认项目区和项目

影响区内原住民的存在； 

 项目区和项目影响区内原

住民群体的基本社会经济

状况； 

 评估他们获得的基本社会、

经济和社区服务，包括其

土地和资源利用，以及土

地使用权制度； 

 评估项目对每个群体在社

会、文化和经济状况方面

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直

接的和间接的、积极和消

极的影响，以及项目对他

们的生计系统、文化和社

                                                           
23H. 罗斯，1990。《社区社会影响评价：原住民框架》，载《环境影响评价》，第 10 期，

18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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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引——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参与式沟通和研究策

略 

 设置一个所有社区成员都能够理解的简单而灵活的社

会影响评价程序框架，定期与社区成员开会，向他们

汇报进展，使其随时了解进展情况。  

 与社区领袖和成员商量合适的和可利用的研究方法，

例如，可选的调查方法包括群体讨论、研讨会、讲故

事和口述历史等，以此探讨和考查影响。 

 在开始调查前，了解和解决社区担忧的隐私和保密问

题。 

 沟通要简单易明，视情使用简明英语、当地语言和方

言。 

 如果进行民意调查或使用问卷，要采用半结构化的和

全面深入的采访方法，问题和答案要讲究质量，可自

由回答，并让受访者随意发表意见。 

 聘请当地人担任主持人和翻译，让他们在社区会议上

介绍和记录信息。 

 交流影响情况要采用口头讲述法和简图、地图、照片

等，而不使用复杂的书面文档和图表。 

 让社区成员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即时影响、中期影响和

长期影响，仔细考虑建议和对建议做出回应。 

 确保关于社会影响评价的所有报告和结果用一种或多

种明白易懂的语言书写和提交，并用所有人都能懂的

方法传播，包括举办有文化水平低的人参加的公众会

议和口头讲述。 

 

资料来源: K. A.奈尔和 S.道林，2008。《社会影响评价：采矿

项目手册》。 堪培拉：亚太项目资源管理 

会经济状况造成的不同影响； 

 评估和确认原住民群体的脆弱性； 

 评估受影响原住民对项目影响的看法，该评估要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 

 报告与原住民就开展社区影响评价一事进行有意义的协商的情况，提出项目

实施过程中与文化相适宜的协商方法；  

 提出与文化相适宜的、让原住民按比例获取项目利益的方法；  

 提出消极影响不可避免时与文化相适宜的缓解计划，包括避免对原住民土地

和原住民土地上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的措施；  

 提出对资源的要求和与文化相适宜的、解决各种与项目有关的问题的制度安

排；  

 确定与文化相适宜的监测项目活动的指标。 

145. 社会影响评价的广度、深度和分析

类型与拟建项目对这些社区可能产生的影

响的性质和规模成比例。该评估所需的数

据和信息因项目而异。社会影响评价中的

社区数量和涵盖主题与项目的复杂性及其

对原住民的影响成比例。 

146. 社会影响评价通常从调查到评估，

由五、六个阶段组成。要用一种有意义的

且符合本土文化的方式让原住民参与这个

过程，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在该过程的

初期，正式听证会、公众意见书，或有针

对性的协商进程可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

有助于历史、社会、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影

响研究。文化和语言的问题需要在该阶段

加以解决。这可能需要多语言出版物，在

公开会议中聘用口译员，以及雇佣具有跨

文化知识的人员，使开发过程公平、无障

碍并有包容性。如果出现跨文化不信任现

象，则有必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培养信任感。

然而，需要在建立信任与延迟工期或暂停

项目收益之间取得平衡。24 

147. 社会影响评价应尽可能多地关注实

现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的可能性，从而缓解社会成本。该评估应是循环往复的，在顾问

和报告撰写者离开后依旧长时间继续。这就强调需要让原住民参与社会影响评价的设计与

实施，他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原住民可以是社会变革的策划者而非接受者。”25 

                                                           
24 R. 豪伊特，2002。《影响评价中土著人民和非专家的参与》（Local and non-

specialist participation in impact assessment），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 



 

（五）数据收集和分析 

148. 社会影响评价可以使用很多工具和方法（见本资料汇编书尾的参考文献）。可能的

确需要不止一种工具，应采用多种评估方法反复核查和验证数据完整性和假设。 

149. 每种方式涉及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具体方法。数据收集可以基于定性或定量问卷调查，

以开放式或封闭式问卷形式进行。有些方式可包括多种数据收集方法。综合各种方法非常

有用，包括采样基于样本调研的定量问卷调查，进行大范围指标分析以及关键问题定性分

析。数据收集方法适合与否取决于已获数据（即二手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用以收集

额外数据（即原始数据）的时间和资源。 

150. 可以从二手资料中获取有关受项目影响社区的基础数据，解释“项目开展前”社会

经济情况，若需要可以辅以原始数据。所有这些数据必须按照受严重影响人群进行分类。

基线数据可以进行社会多样性和性别分析，区分受影响人群的种族、性别、宗教、阶级或

其他社会特征。 

151. 基线数据还可用于在项目实施中构建监测指标，包括原住民社区建议的指标。基线

数据可进行深度利益相关者分析，概述受项目影响的主要社会群体或机构，分析项目将如

何影响其利益。可以建议减少反对意见，增加对项目的支持。除受影响原住民外，受影响

利益相关者包括宗教、学术或商业团体，和受影响政府机构和其他群体。这些分析应观察

权利关系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将影响不同群体参与原住民社区规划过程。 

152. 利益相关者分析可揭示会影响项目参与的原住民社区内部冲突，比如在与外界交往

问题上存在代沟或矛盾心理时。作为利益相关者分析的部分内容，脆弱性分析可以区分不

同的受影响群体，这些群体利用、参与和获取开发机会利益的能力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他

们贫困，受排斥，教育和医疗条件不足，和（或）因为受到歧视而成为弱势群体。 

153. 社会影响评价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法进行审查。 

1. 社会经济状况法 

154. 基线社会经济状况是进行项目设计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为监测项目对相关群体

的社会影响提供数据。社会经济状况涉及以下方面： 

 

 识别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相关原住民群体和其他群体； 

 识别可能具有不同需求和利益的次级群体；  

 评估这些群体和次级群体与拟建项目有关的需要、需求、局限和能力。 

                                                                                                                                                                                           
25 C. O'Faircheallaigh，1996。《采用社会影响评价：适用于原住民的协商法》（Makin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unt: a negotiation-based approach for indigenous 

peoples）。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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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社会经济状况利用二手资料来源，如统计记录、政府报告、民间团体调查和学术调

查。但是，这些资料往往是不完整的或过时的，或缺少针对原住民的特定信息，因此项目

分析员应审查数据的充分性，而且需要时应通过项目调研或参与式农村评估收集一手资料

来进行补充。社会经济状况的范围和内容可能因问题和可能影响而不同。 

2. 参与式农村评估法 

156. 这种方法涉及一系列具体方法和手段，能够让利益相关者分析自己的问题和参与寻

找问题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强调可视和口头分析，确保数据收集和讨论透明，以群体为中

心。评估有助于借款人/客户了解原住民面临的问题，和他们认为的最佳解放方法。常见

具体方法包括：重要知情人访谈、重点群体讨论、现状探查、参与式映射和建模、偏好或

财富排名、口述历史、趋势分析等等。可与基线社会经济状况法或定量分析法（如家庭调

查）结合起来进行。 

3. 项目风险和脆弱性研究法 

157. 该工具帮助识别：项目区内的最弱势群体，受影响群体的主要风险，现有风险规避

机制的范围和有效性（非正式的，家庭或社区层面的和正式的，在政府、私营部门或非政

府组织支持下），通过新机制减少风险或舒缓对弱势群体影响的机会。这种方法可以基于

二手数据分析、重要知情人访谈、重点群体讨论或访谈，或受影响群体抽样调查。 

4. 抽样分析法 

158. 空间抽样就是选择社区用以进行社会影响评价。该方法基于估计项目影响的范围和

努力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通常抽取每个受影响社区和群体的 10%~20%为样本。若

预期影响不大，则从一些（而非全部）社区中抽样 10%~20%即可。若影响可能重大，需

要进行有目的的抽样，抽样依据为：预期影响的类型（比如，失去水资源社区 10%~20%，

失去森林产品使用权社区 10%~20%，失去农业用地社区 10%~20%）；区域内原住民群

体多样性；26预期影响的严重性（比如，重新安置社区，抽取 20% 甚至 30%，若无需重

新安置，则仅抽取 10%）；其他重要社会或情景因素，比如相似项目的以往经验、偏僻

程度和贫困等。 

（六）社会影响评价结果报告 

159. 社会影响评价结果报告应列出方法一节，讨论决定采用所用方法的方式和依据。若

项目设计指明项目可能包括征得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广泛社区支持的三个活动，27则需要在

报告中反映出来。 

160. 无论社会影响评价与项目的社会分析是同时还是单独进行，社会影响评价结果都要

在《原住民计划》中体现出来。 

                                                           
26某老挝项目中，抽取 10%~20%赫蒙族、泰族、越南族和布鲁族为样本。 
27 脚注 1，保障要求 3，第 30–36 段。 



 

良好做法指引——社会影响评价中传统知识处理原则 

 提供一个公开而透明的影响评估程序：原住民有权充分了解有关其传统土地的决策。开发者和政府机构有责

任让原住民参与决策程序。这个责任要高于给予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标准，而且常常会涉及不同于其他利

益相关方的沟通方法。 

 商定参与程度：参与可能是发表意见，也可能是共享决策权，内容和程度不一。开发者和原住民（有时还有

政府机构）应共同确定参与程度和沟通方法。开发者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原住民想如何参与和进行什么程度的

参与。 

 提供有意义的参与和保证: 原住民的参与必须是有意义的，并且应该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参与是重要的。开发

者应经常询问原住民的意见，并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意见是如何被考虑和被用于影响评估的。 

 确保性别平等: 男女在本土文化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可能负责不同的遗产地和价值标准。同时考虑两者的观

点是很重要的。这可能需要分别从男人和妇女那里收集传统知识。 

 允许调解: 要认识到观点的巨大差异常常在原住民与项目代表者之间造成困难。对这种情况要采预防方法，

商定调解和解决有关方面之间在项目期间可能产生的争议的程序。 

 尊重当地风俗：运用考虑传统习惯、礼仪和决策程序的参与式方法。例如，在有些社会，不准公开反驳长

者，所以沉默可能表示反对而不是同意。有些社会通过全体一致达成决定，而他们的代表可能不在现场做决

定。 

 提供口译和笔译：传统的信仰系统和西方的信仰系统需要语境、语言和熟练的译员，以使原住民的传统知识

被有效利用和西方的知识被传统社区充分了解。原住民表达问题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比如他们通过讲故事而

不是直接表述来表达。要核实话语的意思和理解情况。开会时可能需要口译。 

 防止被利用: 制定防护措施保护原住民社区免受不公平利用。例如，由于原住民对货币化资源共享方法缺乏

经验或不接受，很容易受到不公平利用。 

 负责任地运用传统知识: 尊重传统知识需要有责任感，错误地运用传统知识对原住民会有严重后果。这种知

识通常在亲属间共享，在个人之间相传。开发者必须注意不要大范围地与人共享这种知识，也不要用这种知

识去干涉社区事务。 

 只在传统知识背景内运用传统知识：原住民将只在特定时间和为特定目的与开发者共享传统知识。开发者和

政府机构不应试图把这种知识应用于其他生态系统、地区或项目。 

 及早进行计划: 把传统知识和原住民决策方法纳入影响评估会需要时间。开发者应及早开始这项工作，最好

在项目进入批准程序前就开始。 

 
资料来源：国际影响评价协会，2009。《尊重原住民和传统知识：国际成功实践和规范》。Fargo 

（七）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技能要求 

161. 《保障政策声明》要求社会影响评价由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除通过正

式技术培训获得的资历外，经验可通过在研究中与原住民群体紧密合作，或至少在直接领

域或其他相似领域的工作中获得。专家的重要来源有：离开本社区在传统系统之外接受教

育的原住民成员，在有关地区工作或活动过的来自教育机构和私营领域（如矿业和林业）

的社会研究人员。最好是团队中至少有一名成员能说本地方言，能与受影响原住民交流。 

162. 虽然来自社区的个人或群体无外部专家的“资历”，但仍然鼓励他们协助专家进行

社会影响评价。这样可以完善分析，发现以前未看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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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引——《原住民计划》规划 

 尽早组织，确保原住民全程参与 

 若需要，再次确认并更新原住民分类 

 确保完好记录所有《原住民计划》制定过

程（协商、社会影响评价等） 

 确保数据和图表准确，表达正确 

 在制定过程中，向原住民充分披露文档和

信息 

 尽早向亚行要求监督、澄清政策 

 容许充足时间评估文档，审查并修订文档 

 在召开管理审查会议前，修订的文档要在

亚行网站上公布. 

 

七、原住民计划 

（一）不同贷款方式的计划要求 

163. 《保障政策声明》适用于所有亚行支持的项目。按照项目要求，使用不同工具，以

达到亚行对原住民评估和规划的要求，包括《原住民计划》、《原住民计划框架》、《环

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社会保障审计，以及环境和社会影响汇总表（表 1）。 

164. 《保障政策声明》对政策下达程序的一般要求

是基于标准贷款项目的准备和实施业务程序。对于 A

类或 B 类项目，借款人/客户制定《原住民计划》，识

别并评估项目影响。亚行工作人员在董事会批准项目

前审查并澄清《原住民计划》。28 

165. 亚行逐步采用各种融资方式（在标准贷款项目

之外），促进发展中成员体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贷款方式有：政策性规划贷款、行业贷款、多

批次融资贷款机制、冲突地区紧急援助贷款、涉及金

融中介(FIs)的项目以及一般企业融资。 

166. 以下章节谈论不同类型的项目和融资方式的各

种原住民保障和计划工具。（附录 5 总结这些工具的启动条件、时间选择和披露要求）。 

（二）《原住民计划》 

167. 无论对原住民产生重大影响（A 类）还是有限影响（B 类），所有项目均需要制定

一份《原住民计划》，即使是仅产生积极影响的项目，也需要规避风险，因为原住民可能

无法获得项目利益，参与项目利益分享，规避让其变得更加脆弱的影响。借款人/客户必

须在管理层进一步审批项目前向亚行递交《原住民计划》。 

168. 在审查和分类后，借款人/客户初步制定《原住民计划》要求和详情。随着项目设

计的深入，启动有意义的协商和影响评价，逐步完善《原住民计划》范围。在此阶段，可

以重新评估原住民影响分类。（附录 6 为《原住民计划》概要，附录 7 为提交前评估

《原住民计划》适当性的核对单）。 

                                                           
28前面章节中所述过程是基于标准贷款项目的特点：单独项目（通常不包括大量子项目）、

新建项目（而非现有项目）、在亚行董事会批准前即着手准备（在董事会批准前决定项

目场地和主要活动）、直接投资（不通过金融中介）和项目投资（而非企业融资）。 

 



 

表 1：融资方式和原住民保障要求 

工具 保障要求 启动条件 时间选择 

政策性规划贷款 环境和社会评估汇总表 所有 A 类或 B 类政策性贷款项目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前 

    

行业贷款 整个项目的原住民计划框架 具有潜在原住民影响的项目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前 

示范子项目的原住民计划 具有原住民影响的子项目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前 

随后子项目的原住民计划 具有原住民影响的子项目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后 

    

多批次融资贷款

机制（MFF） 

整个 MFF 的原住民计划框

架 

具有潜在原住民影响的 MFF 亚行董事会批准多批次融资贷

款机制前 

首批贷款的原住民计划 具有潜在原住民影响的批次（A 类或 B

类） 

亚行董事会批准多批次融资贷

款机制前 

随后批准贷款的原住民计划 具有潜在原住民影响的随后批次（A 类或

B 类） 

亚行董事会批准多批次融资贷

款机制后，但在批准每批次前 

    

冲突地区紧急援

助贷款和项目 

原住民计划框架 A 类或 B 类项目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前 

子项目原住民计划 具有原住民影响的子项目/组成部分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后 

    

金融中介投资 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 

（ESMS） 

用亚行资金进行的具有潜在负面社会影响

的投资 

 

在亚行董事会批准前商定环境

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安排，在首

批支付前通过环境和社会管理

系统 

原住民计划 具有潜在重大原住民影响的子项目 

（A 类） 

在亚行董事会批准金融中介项

目后，但在批准子项目前 

政府需要的社会评估报告 B 类子项目 在亚行董事会批准金融中介项

目后，但在批准子项目前 

    

一般公司融资 企业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审

计 

所有 A 类或 B 类一般公司融资，营运资金

或股权融资 

亚行董事会批准融资前 

矫正行动计划 审计发现违反亚行保障政策的情况 

 

亚行董事会批准融资前 

    

现有机制 社会保障审计 在建设中或在现有 A 类或 B 类项目设施和

（或）商业活动下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前 

矫正行动计划 审计发现违反亚行保障政策的情况 亚行董事会批准贷款前 

 

 

1. 利用社会影响评价和有意义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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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需求 

 

借款人/客户决定制定并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计划(EMDPs) ，以确保项目实施的高标准。 

该计划在两个影响地区——受建设影响的纳凯高原和下游地区——筹备，为受项目影响者解决文化敏感性发展

问题。总体目标是避免负面影响，若负面影响无法避免，则通过公平和有效赔偿减少负面影响；显著提高移居至纳

凯高原的少数民族的生计和生活水平；确保项目土地（基础设施）和下游区域（主要是谢邦非河沿岸）的少数民族

获得充分协商、充分赔偿，积极参与负面影响减缓活动。  

按照《安置行动计划》，要移居到纳凯高原的所有受影响者被归为少数民族；约 10%的谢邦非河沿岸居民和

大约 45%的项目下游居民也是少数民族。因此，需要制定《少数民族发展计划》。该计划符合世行（运营政策

4.10：原住民）和亚行（原住民 1998 政策）的要求。《少数民族发展计划》通过事先协商，识别特殊需求和愿

望，为参与式计划、实施和监督创造条件，减少潜在负面影响，鼓励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资料和建议与项目安置计划相同，但更为具体，并提供证明建议和结论正确性的背景

资料。综合方法过程实际上是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主流”战略。协商和计划的文化敏感性方法被用于所有直接和

间接受影响的社区。 

 

 

资料来源：南屯 2 电力公司，2005。“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GMS 南屯 2 水电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马尼拉：亚行。 

169. 《原住民计划》乃基于社会影响评价的结果和有意义的协商（和可能的诚信协商）。

《原住民计划》中有一个章节讲述主要发现、结论和建议（见 SR3 附录）。29《原住民

计划》中概述的强化和缓解措施应反映对社会影响评价结果的适当回应，且符合项目的范

围和背景。 

170. 特别是，对原住民社区有重大影响的项目，成功实践为借款人/客户与原住民社区

协商，通过持续的有意义的协商和参与，确定《原住民计划》草案的内容和方法。具体来

说，这项工作包括与所选社区的代表或与社会影响评价中确定的跨行业受影响群体举行研

讨会。这种研讨会向受影响者讲述《原住民计划》的主要内容，以寻求反馈和进行讨论。

对于需要征得受影响社区广泛支持的项目，这种协商帮助借款人/客户获得广泛同意。（

第十章进一步讨论广泛社区支持问题。） 

2. 确保与文化相适宜的利益 

171. 《原住民计划》需要包括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而社会经济利益要考虑受影响人群

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例如，在基本教育项目中，提供用当地语言编

写的阅读材料，采用当地熟悉的例子和图示，让原住民从中获益。 

172. 另外一个例子，微型金融和商业活动需要仔细设计，考虑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在

有些社区，比如受当固液化天然气项目影响的西巴布亚人社区，同一宗族的人或年青人可

能发现很难从年老者那里索要货物或服务的报酬。因此，这种活动需要考虑社区的社会因

素，澄清项目参与者的角色和职责。 

                                                           
29 脚注 1，附录 3 的附件，在本资料汇编中整理为附录 10。 



 

案例研究——越南松邦 4 水电项目：民生改善和利益共享 

项目包括在松邦河上建设一个 156 兆瓦水电站和 110 米混凝土坝。该区域是越南中部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

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克图族人居住地，他们与主流群体京族很少接触。 

该项目下有一个生计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恢复四个受影响村庄和接收移民的克图族村庄帕宠（Pa 

Pang）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计系统，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他们的传统和文化及男性和女性的吸收能力是生

计项目开发的基础。 

为改善受影响克图族家庭的生计系统，他们自己确定了一些重要的生计活动，包括： 

 土地使用规划，农田和森林资源可持续开发； 

 有效的、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农业、畜牧和水产延伸开发项目； 

 制定村庄林业开发和管理项目； 

 非农业活动； 

 加强克图族社会组织的机构建设，通过社区动员，增强受影响人们的能力。 

初始活动是由一笔技术援助赠款支持的，希望生计改善项目今后的资金通过村民在水电站收益中的股份来补

充。通过项目政策对话，亚行和政府就利润分配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准备资源用于制定利润分配准则，以及正在进

行中的阿旺（A Vuong）水电项目的初步试验。 

 

 

资料来源：亚行，2008。“松邦 4 水电站项目”（贷款 2429-VIE）。马尼拉。 

173. 借款人/客户应使项目利益适于原住民的情感敏感性。在主要项目活动开始前或社

区遵照习惯性流程做出决定后，与社区长者协商。 

174. 在向社区引入新形式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服务或社会服务前，利益还应考虑传统

的但可能具有可持续性的惯常做法，例如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上的惯常做法。生计改善项

目应首先识别原住民熟悉的生计方式，包括种植他们自己消费的作物或蔬菜，或开展不依

赖外来饲料的家畜养殖活动。对于依赖森林粮食生产的迁徙原住民，确保他们在生计改善

项目下继续使用森林区域至关重要。 

175. 向原住民提供项目利益时，借款人/客户应尊重原住民社区的文化敏感性，特别是

项目实施的不同节点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和礼仪。比如，提供清洁水供应考虑水源是否在传

统上属于同一社区，应避免从被认为具有圣洁意义的泉水或场所取水。迁徙安置前应在旧

址和新址上举行仪式。某些日期或时间段可能不宜搬迁或动工修建房屋或公共设施。 

176. 《原住民计划》中所述的开发利益的规模和性质不一。确保与受影响原住民探讨方

案并征得他们同意是很重要的。项目必须分配充足资源，确保原住民获得开发利益。在大

部分项目，借款人/客户应考虑提供综合开发方案，作为地区或社区开发好处的一部分。

若适合，该方案提供机会，与负责原住民事务的部委或负责原住民项目的当地相关政府机

构合作。另一方面，若社会影响评价发现负责与原住民交流的政府机构不具备所需法律、

社会和技术能力，项目规划者应考虑增强这些机构的能力。 

177. 根据项目情况，邀请有经验的、可担任中介并被各方所接受的当地社区组织，民间

团体组织和原住民组织参与也是可能的。《原住民计划》应包括清晰的角色和职责描述，

资金和资源投入，以及具有时限性的活动时间表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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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某教育项目：确保利益和规避负面影响 

 

项目对原住民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主要取决于新学校的选址和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每当对原住民有影响时，

为了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确保项目利益符合当地文化，初等教育部将按照以下原则选择、设计和施工： 

 

 在识别、计划和实施改扩建工程和为新学校和师生宿舍选址时，全面覆盖原住民社区和机构； 

 与原住民一起，仔细审查现有学校的实际工作，新学校选址，确保初步了解潜在影响的性质和规模，避免或减

少负面影响的方案； 

 若方案不可行和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立即与原住民及其他了解原住民文化和问题的人评估核心影响； 

 进行必要工作，制定《原住民计划》，采用最合适的措施，减少负面影响。若有机会，制定措施改善整个原住

民社区； 

 在未说服原住民社区或未征得广泛社区支持前，不得开始土木工程。 

 

资料来源：初等教育和大众教育部，2010。《孟加拉国初等教育部发展计划原住民框架》。马尼拉：亚行。 

 

3. 规避、最小化和减缓负面影响 

178. 当社会影响评价发现有潜在负面影响时，《原住民计划》应指明规避措施。应指明

项目设计或影响区的变化，或重新制定项目活动顺序，调整时间表，满足原住民要求。若

负面影响无法避免，《原住民计划》将指明通过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有意义的协商而达成

的措施，以尽量减少或规避负面影响，并赔偿受影响社区。 

179. 缓解措施可以包括以下规定：项目活动或场地不得建在宗教上或经济上非常重要的

地区，也不能妨碍进出这些地区；项目相关资料和信息用当地语言表达；项目施工人员尊

重当地习俗。 

180. 为规避对原住民的负面影响，借款人/客户在制定《原住民计划》时要注意以下事

项： 

 项目设计应考虑原住民当地资源管理技能和知识，反映原住民组织和社区的

专长、传统社会组织和土著知识。应判断原住民是否接受或满意项目带来的

改变。但是，作出判断时，《原住民计划》设计者应注意原住民社区内是否

对“理想”情况存在分歧。因此，必须认真考虑集体内部的紧张和冲突。 

 《原住民计划》应解决妇女的担忧，是否实现针对妇女的开发目标或采取特

别措施克服困难，确保女性全面参与决策； 

 若适用，《原住民计划》应包括认可和规定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世袭权； 

 若缺乏与原住民交流的经验，应在全面执行项目前进行小规模运营； 

 《原住民计划》需要考虑项目人员的能力建设，了解保障要求以及与原住民

的互动； 



 

《原住民计划》清单——预算和融资 

 是否有《原住民计划》下各项活动的逐

笔预算？ 

 下列活动是否有充足资金？ 

o 所有《原住民计划》活动 (甚至包括

其他活动/机构) 

o 原住民计划更新（调研等） 

o 协商和参与过程 

o 机构支持（安保单位，员工，培训和

交通） 

o 监督，评估和报告 

o 应急开支（10%） 

 每年是否有预算分配？ 

 资金来源以及分配、批准和发放资金的

职责是否确定？ 

 确保受影响原住民获得项目利益，应避免项目实体间相互依赖，而应鼓励社

区间自力更生。比如，可以制定阶段性措施，把公共设施的维护工作从项目

提议者移交给原住民社区。 

4. 《原住民计划》成本和预算以及实施计划 

181. 借款人/客户必须在项目间分配预算，承担《原住民计划》的实施费用。《原住民

计划》所述的行动或措施均需要经费。的确，满足原住民保障要求应纳入项目成本，而非

仅依赖政府现有开发计划的项目。而且，《原住民计划》活动需要融资来源。在项目区域

内，该计划可能由不同政府机构实施，或作为持续进行的政府项目的一部分活动。负责运

作《原住民计划》下各个项目的有关机构亦应包括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并反映在《原住

民计划》中。 

182. 大型水电项目的《原住民计划》预算通常包括为以下工作提供充足资金：设立保障

管理部门（视需要而定）并配备人员，开展员工培训和能力建设，聘请非政府组织或原住

民组织，监督和评估原住民计划的实施。应急资金应准备妥当，修改预算的年度配给和准

备金也要准备好。 

183. 由于《原住民计划》实施需要与受影响原住民

持续协商，应考虑协助协商和申诉机制的成本，特别

是对于具有显著影响的项目。经验表明，大批项目低

估与原住民社区协商的成本。这常常是因为有些原住

民不容易被联系到或召集到，因为他们可能相距遥远，

而且地形复杂、位置偏僻。 

184. 实施计划——《原住民计划》概要——可能有

用。常常采用甘特（Gantt）图帮助讨论，该图表显示

以下内容：主要协商、交流和参与事项的拟定最优次

序和时间，申诉机制，能力建设，施工等等。图表应

概述主要准备活动及项目实施和结束之后的有关主要

事务，并突出重大事项或关键途径。详细的《原住民

计划》需要项目管理工具，评估核心线路，确保给予

这些活动优先活动资金和关注。 

5. 法律认可世袭土地权行动计划 

185. 《保障政策声明》表示：“若项目涉及活动取决于法律认可的原住民传统上拥有或

世代使用或占用的土地和领土，如土地权项目或对这种土地的收购，则借款人/客户将在

《原住民计划》中为法律认可对这种土地、领土和祖传领地的世袭权整合出一个行动。”
30 

                                                           
30 脚注 1，保障要求 3，第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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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这种认可所用时间可能比项目本身的时间长。行动计划通常在项目实施前开始实施，

但也可以与项目一起运行。《保障政策声明》规定认可采取以下形式： 

 全面认可原住民的现有世袭土地保有权制度；或 

 将世袭使用权转换为公有权和（或）个人所有权。 

187. 如果上述两种形式在国家法律下均不可行，则《原住民计划》要列入一个法律认可

永久或长期可更新保管权或使用权的行动计划。另外，项目对潜在搬迁移民的影响，法律

认可过程需征求广泛社区支持（第十部分）。 

188. 进行法律认可不应产生大于项目利益的负面影响。比如，土地所有权合法化可能导

致原住民面临税收或土地投机的风险。也需要考虑惯例法和操作，支持当地或其他加强土

地权利的活动。集体所有权可以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备选方案或补充。注意或避免产生有争

议的索赔或制定一套有关的处理程序是很重要的。若可能，这种法律合法化应成为广泛规

划系统——水政策，气候变化投资和粮食安全，民生和治理项目等——的组成部分。31 

6. 向亚行递交《原住民计划》 

189. 借款人/客户需要向亚行递交《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的初稿，

供亚行审查和添加意见。然后，借款人/客户整合亚行的意见，并重新提交给亚行。虽然

《保障政策声明》仅需要在管理审查会议前评估，但成功实践是每次亚行审查要留出至少

一周时间。一旦亚行批准，借款人/客户需要在其所在国向受项目影响群体披露该文件

（第八章）。亚行也会在管理审查会议前至少 5 个工作日把文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190. 从亚行收到《原住民计划》初稿至审查终稿，应至少需要 4 到 5 周（时间再长些

更好）。很多发展中成员体不熟悉《原住民计划》制定要求，包括时间表和审查流程等，

这些资料可能按照其国家政策和法律并不是必须的。亚行应尽早把流程告知借款人/客户

。 

7. 当无需单独制定《原住民计划》时 

191. 虽然 A 类和 B 类项目需要《原住民计划》，但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时，可能无需

单独制定《原住民计划》：原住民为唯一的或绝大多数的直接项目收益人；项目预期只会

产生积极影响。 

192. 比如，一个供水和卫生设施项目为绝大多数是原住民的当地人带来利益，或者在原

住民或少数民族高度聚集的省或地区开展教育或卫生项目。 

193. 虽然把《原住民计划》的有关事务统一纳入项目设计就无需单独制定《原住民计

划》，但项目依旧需要处理《原住民计划》的有关事务，特别是一份社会影响评价概要，

                                                           
31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2011。《土地权和原住民：自决的重要性、领土及土地

权和其他自然资源权》，载《物权和资源治理通报》，第 13 期。 



 

《原住民计划》核对单——机构安排

和能力建设 

 执行各种措施的的机构安排、职责

和机制是否充分并且条理清晰？ 

 是否充分邀请相关当地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参与《原住民计划》实施？ 

 是否为加强相关政府机构解决项目

区域内原住民问题的能力提供了措

施？ 

 是否有措施增强项目区域内原住民

组织的能力，确保其更有效代表受

影响原住民？ 

一个持续有益协调的计划，有利措施的累积和能力建设等，并把这些事务纳入项目可靠性

研究或类似文件。32 

8. 独立顾问小组 

194. 对于亚行认为风险性高或争议性大的项目，或涉及严重的、多方面潜在社会影响和

（或）环境影响的项目，这种项目为“高度复杂和敏感”项目（原住民影响分类，附录

4）。对于这类项目，《保障政策声明》要求借款人/客户

在项目准备和实施阶段成立独立顾问小组。33南屯 2 水电

项目就是一个例子，该项目导致原住民颇费周折地迁移，

严重干扰了他们的生计。 

195. 独立顾问小组的目的是客观地验证和报告项目是

否符合亚行和所在国保障要求，提高借款人/客户记录、

管理和减少产生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风险因素的能力。独

立顾问小组还提供技术专长，帮助借款人/客户及时采取

行动，解决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问题，实现社会和环境保

障计划。当项目涉及原住民时，成功实践是独立顾问小

组由原住民保障专家或有相关经验的人士组成。另外，

小组成员可以是获得认可的、来自商业领域、法律领域或主要机构的国家或分区域领导者。

当固液化天然气项目西巴布亚委员会就是一个独立顾问小组的很好例子，该委员会中曾有

一名大使、一名参议员和一名原住民出身的国家宗教领袖。34 

196. 独立顾问小组的总体职责是为项目准备和实施提供客观、全面和公正的观点，包括

识别可能引发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潜在问题；提出有助于针对复杂和有争议问题决策的独立

建议，确保行动符合保障要求。 

197. 独立顾问小组的职权范围根据各个项目而不同，但通常需要进行以下活动： 

 建立透明、稳健的场地视察和监督流程； 

 建立明确的报告流程，确保独立顾问小组负责最终内容； 

 制定并遵守运营协议，界定独立顾问小组与项目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让

独立顾问小组监督人和（或）监督员规避利益冲突； 

 向借款人/客户和亚行递交报告，并向公众公布。 

198. 独立顾问小组由借款人/客户在与亚行协商后任命和签约聘用。亚行可以推荐小组

成员。项目可以受到亚行、政府监管机构和民间团体组织的额外直接监督。 

                                                           
32 见附录 6。 
33 脚注 1，保障要求 3，第 19 和 56 段。 
34 亚行，2005。“Tangguh 液化天然气项目”（贷款 7244-INO，12 月 14 日批准）。马

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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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机构安排和能力建设 

199. 为了有效实施《原住民计划》活动，借款人/客户必须周密准备，确保负责原住民

计划和活动管理的机构有足够的能力并做出适当的承诺。尽管可能有专门管理原住民或少

数民族保护的机构，通常仍然需要在地方范围内进行能力建设。这可以通过在现有机构或

新成立的保障单位内开展培训来实现（见下一段）。虽然借款人/客户负责做出这种努力

并为之提供充分的资金，亚行仍需评估借款人/客户的机构能力是否足够，并为开发其能

力提供支持。 

200. 对有些项目，原住民保障可通过一名保障专家或一个附属于项目管理单位的保障单

位监督管理。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决定是需要个人还是拥有多位专家和其他人员的项目单

位。 

201. 将保障专家/单位置于现有原住民机构以加强知识转移往往更好，同时这还可以维

护一种对项目的综合管理联系。项目筹备期间，借款人/客户和亚行项目组应决定是否需

要一个社会保障单位，以及该保障单位如何在现有政府机构和拟议项目管理结构内进行整

合。当对原住民产生的重大影响涉及非自愿移民时，《原住民计划》不妨由实行移民计划

的同一单位实行。 

202. 原住民组织和群体以及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应被允许参与《原住民计划》管理和

原住民识别过程，最好是继续进行早先开始的有意义的协商和参与，可能还包括为申诉补

偿、信息披露和持续监测开发的机制。 

203. 借款人/客户评估和开发改善原住民组织的能力的活动是重要的，可提高他们在项

目工作中成功的可能性。项目、亚行和借款人/客户可能需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能力

建设计划应旨在培养项目周期之后的能力。这可能需要可加强当地机构内部结构改变和功

能改变的计划，以及加强持续资助承诺的计划。 

204. 机构安排和能力建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老挝南俄 3（Nam Ngum 3）水电项目。

由于项目复杂，并需要取得大量原住民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项目建立了一个的社会保障

团队，由有经验的本地人员和国际人员组成：本地原住民工作人员负责协商和参与活动，

一名顾问提供合规性监督，还有一个独立监督机构确保透明和有效监管。每个部分与国家

政府项目实施机构的对应部门相匹配。 

（三）《原住民计划框架》 

205. 在亚行董事会以四种融资方式做出项目批准前需要一个《原住民计划框架》，这四

种融资方式即行业贷款、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紧急援助贷款和冲突地区项目；其他融资

方式包括子项目或项目组成部分在亚行董事会做出批准后进行准备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

有许多经亚行董事会批准后才能确认的子项目或组成部分。 



 

206. 对于实施过程中确定的项目组成部分或子项目，《原住民计划框架》对需要遵循的

审查和分类、评估、规划、机构安排和其他流程进行指导。（附录 8 包含《原住民计划

框架》大纲。有关评估《原住民计划框架》中信息充分性的问题检查表列于附录 9） 

207. 原住民保障的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借款人/客户的能力、承诺和对亚行保障

要求的理解。关键是构建借款人/客户的实施能力，并与亚行的尽职调查审核结合进行。

为了确定应用保障框架是否合适，亚行会评估借款人/客户处理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与风

险的能力，以及执行国家法律和亚行要求的能力。如果亚行要求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差距，

或借款人/客户的能力与要求之间明显存在差距，那么保障框架应列入特定的弥补差距的

详细措施，确保政策原则和保障要求得到满足。 

208. 行业贷款。除《原住民计划框架》之外，一个或多个样本子项目将得到评估，以为

以后的子项目树立原住民保障和计划工作的范例。对于这种子项目（可能多于一个），借

款人/客户需要在亚行董事会批准行为贷款之前编制《原住民计划框架》。对于任何在一

个行业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筹备的会对原住民造成影响的子项目，借款人 /客户需编制

《原住民计划》，并交由亚行根据亚行与借款人/客户商定的《原住民计划框架》进行审

查。 

209. 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的审查和分类标准不是其对整个机制造

成的影响，而是其对各部分造成的影响。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可为一个或多个部门的同一

投资规划下的多个项目融资，或为带有多个相关实质性组成部分的大型独立项目融资（各

组成部分均有长期实施计划）。该机制也可为此类投资规划或大型独立项目中的长期合同

包中的各部分融资。对于任何 A 类或 B 类项目，借款人/客户要准备一份《原住民计划》，

对于任何涉及金融中介（FI）的部分，应准备一份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计划。 

210. 紧急援助贷款。亚行的《灾害与紧急情况政策》（2004）允许保障要求的应用具

有程序灵活性，但借款人/客户需要证明对一般程序和紧急贷款处理日程的偏离是合理的。 

211. 冲突地区项目。若借款人/客户不能及时制定《原住民计划》供亚行董事会审查，

可提交《原住民计划框架》替代保障计划，供项目审核之用。借款人/客户需要证明对一

般程序的偏离是合理的。根据获批的框架编制的《原住民计划》应在任何与项目相关的实

际活动开始前完成并获得批准。 

212. 亚行董事会批准后筹备的子项目或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子项目或组成部分可能对原

住民产生有限影响，借款人/客户可以提交一份《原住民计划框架》而不是保障计划，但

必须证明对一般程序的偏离是合理的。如子项目或组成部分的特定部分经评估对原住民有

影响，环境和社会评估及保障计划文件要在实际活动开始前制订并获得批准，而没有此类

影响的其他部分可以开始土建工程。 

（四）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 

213. 虽然标准贷款项目为直接投资，但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贷款为间接投资。亚行向符

合条件的金融中介（自担信贷风险）提供资金，转贷给最终借款人/客户供符合条件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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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使用。由于亚行不对这些子项目进行监管，它将要求金融中介负责管理其子项目的环

境和社会风险。 

214. 金融中介需要拥有或建立适当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该系统应与其未来可能的投

资组合的性质和风险相适应，并作为其整体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维护。在获得亚行董事

会批准前，亚行与金融中介就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安排和亚行进行的子项目审核程序达

成一致。金融中介需在亚行首次支付子项目融资款前，采用符合亚行要求的环境和社会管

理系统安排。对于所有 A 类和 B 类子项目，在获得批准之前，需要提交《原住民计划》。

（附录 10 为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概要。） 

215. 一般公司融资。35这需要借款人/客户的公司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审计和公司过去

和现在执行亚行要求的情况审计。如审计发现任何问题，包括原住民保障方面的问题，则

需要制定矫正行动计划，该计划需指定在限定时间内需采取的措施，以在合理时间内符合

《保障政策声明》中的目标、原则和要求，并保持该合规性。该行动计划将被纳入客户的

公司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中。审计和矫正行动计划（如需要）在亚行董事会作出批准前进

行。 

（五）社会保障审计 

216. 特别在私营部门，亚行有时会对带有现有或在建设施的项目提供支持，但设施的建

设可能缺乏足够的保障措施。使用此类设施的项目需要进行社会保障审计，以确定项目是

否遵循亚行针对借款人/客户的保障原则和要求，并识别和规划解决合规性问题的适当措

施。 

217. 如亚行发现不合规情况，借款人/客户需要制定矫正行动计划，并由亚行批准。该

计划界定补救行动、行动预算和实现合规的时限。社会保障审计和矫正行动计划（如需要）

在亚行董事会作出批准前进行。 

218. 如项目涉及对现有设施的扩展和升级，而此类设施可能对原住民产生影响，那么应

对这种扩展进行社会影响评价，规划要求适用保障要求 3 和社会保障审计。 

                                                           
35一般公司融资是指对某一未特别指定实施具体子项目的公司实体的贷款和（或）投资。

对于有关实施具体子项目的公司融资，除建立和维持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外，对独立项

目的要求亦适用。 



 

案例研究——Tangguh 液化天然气项目：通过计划和框架应对项目影响 

项目准备了两个原住民保障文件。第一个是综合社会计划——相当于《原住民计划》，用以解决项目施工和

项目运营交接期间（2006—2010）的社会发展问题。 

综合社会计划制定有关原则，告知并促进当地原住民参与计划制定和实施，让当地原住民获益，规避负面影

响。它识别对原住民造成的主要影响和风险。 

该计划依据《巴布亚特别自治法》（1999）制定，这项自治法规定当地政府认可和保护原住民社区的权利。

法规批准建立巴布亚人民议会（Majelis Rakyat Papua），代表原住民。 

第二个文件是《原住民发展框架》（IPDF），解决意料之外的原住民事务，以及项目周期其他可能的社会发

展问题。在认识到项目周期和贷款到期日超过当前综合社会项目计划期，且项目的长期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不可预

测时，需要制定《原住民发展框架》。 

《原住民发展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政府一起制定多样化的增长战略，减少人口流动

的影响，支持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增加当地政府的能力；社区移居计划，在项目附近的 9 个村庄建立小型基础设

施；基础医疗项目着重生育和儿童健康，疟疾控制，肺结核发现和治疗，艾滋病预防；以社区为基础的安全网

络；微型贷款和中小企业发展计划（在联合国援助下）；加强阿达特法（adat）机构和当地民间组织能力的建

议；界定有关机制和论坛，以促进信息传播、协商及申诉和争议处理。 

按照《原住民发展框架》，2010 年后，项目和政府将根据需求和风险评估继续支持社会经济发展项目。 

 

资料来源：BP Beran 有限公司, 2005。“综合社会项目：印尼 Tangguh 液化天然气项目”。马尼拉：亚行。 

 

 

（六）社会影响汇总表 

219. 《保障政策声明》要求为基于政策的贷款项目编制社会影响汇总表，以讨论拟议行

动的重要社会意义。与标准贷款项目不同，此类项目与具体项目活动无关，而与可能对部

门范围和经济范围造成影响的政策改革有关。 

220. 《保障政策声明》还要求评估与基于政策的贷款相关的政策措施的社会影响，而且，

需要识别和纳入适当的缓和措施作为贷款契约。社会影响评价主要关注基于政策的贷款支

持的政策措施。借款人/客户需编制各政策措施的潜在环境和社会影响汇总表（含适当缓

和措施）。汇总表包括各种影响程度的定性指标，以及简要的判断理由。亚行鼓励借款人

/客户推动对政策、计划或规划及其替代方案的社会影响进行系统评估。政策措施汇总表

应在亚行董事会批准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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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丽江铁路项目潜在负面影响的识别 

社会影响评价结果显示，除经济发展好处外，项目也间接造成负面影响。评估发现，需要采取与文化相适宜的行

动，来规避或缓解与当地人、当地官员和非政府组织协商中发现的问题。 

 

识别的潜在负面影响 
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缓解措施 

（现有的或建议的） 项目区域 边界分析 

1. 增加与外来游客、企业家和工人的互动 

1.1 “文化冲击”削弱少数

民族的自身文化 

 

白族和纳西族已适应人

员的涌入（但依旧有顾

虑）；傈僳族和彝族居

住在更偏远村庄，受到

影响较少 

摩梭族、普米族和藏族

为弱势群体，这种现象

已十分突出，所以项目

累积影响不属于严重 

 

1) 培训导游，让游客意识到该区域

的文化适应性 

2) 增强执法，解决冲突争端 

3)雇用当地人在旅游行业工作 

1.2 受传染病和毒品影响 

 

所有人，但目前的感染

率不高 

 

所有人，很多人为弱势

群体，文化水平低，意

识薄弱 

1) 政府认识和治疗方案 

2) 列入一个艾滋病认识和预防项目 

1.3 年轻人的行为与传统社

会不符，削弱传统家庭结

构 

 

主要在大理和丽江城市

区 

 

旅游区和主要城市，少

数民族已经面临这些威

胁 

 

通过教育和文化保护，增强传统价

值系统 

 

2. 购买铁路和车站开发用

地 

 

白族和部分纳西族和傈

僳族受到影响 

无直接影响 安置计划，减少影响 

3. 旅游损毁或破坏文化遗

产 

 

丽江古城，雪域龙山和

洱海 

 

泸沽湖，圣山和圣湖，

寺院 

1) 丽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

产 

2)其他场地需要更具执行力的法规 

4. 外来人口加剧就业竞

争；当地企业家与外来企

业家之间对新业务的竞争 

 

白族发展状况好，纳西

族发展较差 

 

藏族、摩梭族和其他少

数民族提出担忧 

 

1) 提供高等教育和旅游技能培训 

（丽江旅游和文化研究所） 

2) 当地企业家培训 

5. 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生活成本更高 

在大理和丽江已经存

在；鹤庆也有可能发生 

 

该区域依旧十分偏远，

小县城除旅游和服务业

外，工业很少 

 

1) 自愿实现城镇化 

2) 纳西族看重丽江城市化发展，自

治区是其主要文化和商业中心 

资料来源：云南西部铁路公司，2004。“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中国大理丽江铁路项目”。马尼拉：亚行。 

 



 

案例研究——越南松邦 4 水电项目：影响和缓解缓解措施 

项目包括在松邦河上修建一座 156 兆瓦的水电站和一个 110 米的混凝土水坝。该区域是越南中部最贫穷和最

偏远的区域，主要是克图少数民族居住地，他们与主流群体京族很少接触。 

 

影响 项目最终将导致 4 个克图族村庄 206 户农户迁徙，他们将失去大部分农田和公共中心（包括学校和医疗

中心）。因购置施工场地和与项目相关的输电线路，项目将影响其他 3 个乡镇的农田，这些乡镇的大多数居民是

克图族人。 

 

文化适宜性协商  与流域内的乡镇和村庄展开初步协商，协商着重于发展计划，为制定详细参与战略打下坚实

基础。该战略用于制定《安置和少数民族发展计划》，覆盖受项目影响的所有村庄和其他利益相关人。文化适宜

性是这些协商最重要的原则。文化适宜性确保在制定缓解措施时，实现包容性、公开性、积极参与、对性别问题

保持敏感性，以及有意义的参与。协商结果予以通告，包括有关安置地点和安置民接收社区帕旁（Pa Pang）的

许可、房屋设计、村庄布局和生计发展项目等事务的决策结果。 

 

缓解措施 每个村庄将建一所小学。在帕迪（Pa Dhi）重建公共中心，在帕旁建立分中心。在帕迪和帕旁将建

立高中和医疗中心。帕旁接收地的村民将获得各种好处，包括学校、医疗中心、土地、水供应和灌溉系统。移民

和当地居民将进行详细的村庄规划和设计。比如，在每个社区建筑施工前，建筑的地点和朝向须事先与受影响社

区协商。项目组将支持房屋施工。项目同时还负责修建道路和村基础设施。 

 

主要特征  通过以下活动加强影响评估和缓解措施： 

 解决受影响人群的重要文化适宜性问题； 

 显著改善受项目影响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民生福利和生活标准； 

 提供有效保障，规避负面影响； 

 确保受影响者充分参与协商和决策 

项目确保《安置和少数民族发展计划》按照项目倡议者和受影响村民间达成的协议予以实施。商定在每个受

影响村庄建立村级安置和发展小组，由村长负责，成员包括医疗、长者和妇女的代表及社区协调员。 

 

村级安置和发展小组进行下列活动： 

 作为村庄领导小组，将村民意见或要求传达给项目职员和项目安置单位； 

 定期监督场地开发计划活动，反馈给受影响社区； 

 收集每户对房屋和《场地发展计划》其他活动的意见； 

 召开村会议，告知所有村民其权利和申诉机制（女性和男性分别召开会议）； 

 协调项目安置单位的安置物流； 

 解决安置和赔偿相关冲突，对于需要高层决策的复杂冲突矛盾，通知项目职员和安置单位； 

 在实施安置项目时，协助项目职员和安置单位参与监督和评估； 

 协助安置单位在村庄开展恢复生产活动； 

 定期向项目职员反馈安置项目； 

 评估社区信息需求，支持安置工作，反馈给安置单位； 

 定期向受影响者汇报场地发展计划进展、安置活动和民生活动。 

 

资料来源：亚行，2008。“松邦 4 水电项目”（贷款 2429-VIE，6 月 26 日批准）。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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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老挝南屯 2 水电项目：确保采取文化适用性措施 

南屯 2 水电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为识别文化适应性和解决项目影响引发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EMDP）采取措施解决具体问题，符合当地文化： 

 

 生计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描述不同社区在粮食安全和生活方面的异同点。该方法对于小型少数民族社区非常

有用，这些少数民族使用技术和技能不同。若在转型期间没有额外培训和支持等特别介入，这些民族将进一步

边缘化。 

 土地权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包括保障社区土地所有权和长期资源使用权。法律文件、土地证以及引入所需法

律旨在确保安置移民在纳凯高原的土地和资源权利，防止受到外来人剥削。 

 安置和场地选择 在安置和恢复期，在传统的行政、文化和宗教区域内或尽可能靠近这些区域的地方安置，以保

留土地和资源，避免文化疏远和社会混乱。计划给予越泰克族社区特别安排，泰族人安置到波利卡姆塞

（Bolikhamxai）。 

 尊重当地传统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确保安置过程融入文化要素，包括尊重当地的敬神传统；按照宗亲关系和

家族成员安排村庄布局；房屋设计；在新村庄重建宗教场所和文化站，或更换受项目影响的设施。 

 包容性协商  协商和参与计划更加详细，作为《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一个关键特性。受影

响人群的担忧和愿望被纳入项目规划，包括安置地点、生计选择和移民方案。 

 传统组织代表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强调传统组织和个人的职责，以便于在村庄和农户层面协调减缓和安置过

程。正式领袖和非正式领袖以及宗教专家是规划和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利益

相关者。《少数民族发展计划》还推动小众少数民族群体代表参与区级决策。 

 文化敏感性能力建设   在项目规划阶段，通过培训和支持，增强机构能力，确保项目实施符合当地文化。《少

数民族发展计划》还规定聘请一位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专家参与项目。 

 

资料来源：南屯 2 电力公司，2005。“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GMS 南屯 2 水电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马尼拉：亚行。 

 

 

 

 

八、《原住民计划》实施问题 

221. 《原住民计划》成功实施的一个关键步骤是确保主权业务中的执行/实施机构或非

主权业务中的客户做好准备。在开始实施前，这些实体必须具有充足的人员和设备。对于

基础设施项目，建筑工程方案必须与征地和受影响原住民的搬迁安置同步。其他关键步骤

包括：在必要时根据详细设计更新《原住民计划》，为项目交付和正在进行的与受影响社

区的协商提供资金。对于健康、教育和自然资源管理项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行

/实施机构或客户与为原住民提供服务的机构之间的协调。 

（一）在实施过程中更新《原住民计划》 

222. 在详细项目工程设计完成后和如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影响原住民的项目工作范围出

现变化，《原住民计划》可能需要更新。用于根据建筑工程合同的投标和（或）建设的详

细工程技术设计，可能在亚行批准贷款后才能最终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原住民计划》



 

可能需要更新以适应变化。更新必须在建筑工程合同签署或类似关键事务进行前经亚行批

准，并在亚行网站上发布。更新计划还需要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 

223. 同样，项目范围的重大变化也需要亚行项目组再次筛选对原住民造成影响的项目，

并可能对其重新分类。另外，如果筛选后项目被归为 A 类或 B 类，借款人/客户需要重新

编制或更新《原住民计划》，并提交亚行审核和在网站上发布。另外，借款人/客户还需

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有关改变的信息。 

（二）应对意料之外的影响 

224. 借款人/客户必须注意更改项目范围的需要，因为项目范围在整个周期中都会对原

住民造成影响。在项目区域发现新的受影响原住民群体时，或项目活动出现了新的影响类

型或规模时，可能会发生预料外的影响。前者更易发生，因为某些群体可能站出来宣称自

己是原住民。 

225. 在这种情况下，项目主管部门应评估影响的程度，并制定缓解措施，确保利益惠及

受影响社区。借款人/客户应定期检查是否有此类预料外的影响出现，并在项目定期进度

报告中进行记录。此类信息可以反馈到项目管理和决策层，特别是在可能需要协商或重新

编制/更新《原住民计划》的情况下。 

（三）能力建设 

226. 为了提高借款人/客户为原住民提供保障的效果，发展中成员体可向亚行申请能力

开发援助，援助可能包含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 

• 强化当地立法，使法律认可原住民的习惯或传统土地使用权制度； 

• 强化原住民在开发流程中的参与程度，方法包括在设计开发规划和减贫策略时听取

他们的意见，通过政策和法律改革、能力建设、有意义的协商、参与和授权，向他

们提供从开发规划中获取更多利益的机会； 

• 通过原住民与政府合作开发相关规划，支持原住民优先发展； 

• 解决多数原住民中存在的性别和代际问题，包括原住民妇女、青年和儿童的特殊需

要； 

• 编制原住民参与情况介绍，记录他们的文化、人口结构、性别和代际关系，以及社

会组织、机构、生产系统、宗教信仰和资源使用形式。 

• 加强原住民社区和原住民组织编制、实施、监测和评估发展规划的能力； 

• 加强负责向原住民提供发展服务的政府机构的能力； 

• 维护和尊重本土知识，包括强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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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理丽江铁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保持文化敏感性 

在项目实施阶段，要求所有承包商“与当地人保持良好关系”。敬烟、打招呼或其他善意姿态非常有助于获得

同意和帮助。另一方面，若村民感到未被尊重，事情就会非常难办。 

 松桂镇的承包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一个当地农户有一棵胡桃树在定位线上，必须砍掉时，承包商用挖掘机

将此树移栽到别的地方。当村民需要帮助整修道路时，承包商尝试各种方法予以帮助。当少数民族庆祝传统假日或

节日时，承包商派代表送去小礼物。当地村民感到高兴了和得到尊重了，自然其良好关系让承包商更容易与村民达

成一致意见，从而解决施工中的各种问题。 

 

在凤仪镇有另外一个承包商，大理自治州坚持一切严格按照合同所述权利和义务执行。合同中清楚规定了所有

补偿和偿还条款，无需与当地人沟通。有一天，爆炸摧毁了一个房屋，惹怒了当地村民。他们堵住了所有施工场地

的进出口，这样工程不得不停工。后来，由少数民族事务局出面调停，才得以继续施工。 

 

“房屋损坏并不严重。但若承包商能与当地人良好交流、建立相互信任，简单解释一下，并确保修复就可以让

当地人满意。问题在于当地人不信任承包商，没有建立良好关系。”一名职员解释说。这个事件后，承包商认识到

需要与当地人建立具有文化适当性的关系，才能确保顺利施工。 

 这种与当地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做法以前不是承包商的企业文化之一。他们可能会这样做，也可能不会这样

做，这取决于他们对环境和事务必要性的了解。根据亚行的保障政策，与当地人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要求。云南西

部铁路公司一名高级经理说，亚行保障政策看起来十分复杂，但是“若我们熟悉了这些政策，事情就会变得比想象

的容易地多，良好的规划和评估大大减少了我们在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 

   

资料来源：亚行，2011。《少数民族保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运用》。马尼拉。 

应用指引——实施阶段原住民能力建设 

 在原住民直接参与和投入下，开发成功的、富有成

效的能力建设举措 

 积极鼓励“当地所有权” 

 原住民最清楚自己的需求、优势和劣势 

 参与式能力建设方法，确保原住民实现最佳运作 

 任何活动必须符合原住民文化（比如语言、内容、

时间和参与人员） 

 必须尊重当地机构、程序和组织结构，必要时考虑

建立适当战略 

 培训计划应鼓励参与，具有操作性。培训内容应有

实用性和相关性，参与者和代表机构应了解培训目

的 

 透明，“最佳流程”非常重要 

 冲突解决非常有用，减少原住民与相关政府机构间

的冲突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n.d.)。《原住民能力建设》。 

 

• 促进政府、原住民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

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推动原住民发展

项目。 

227. 亚行向其发展中成员体提供技术援助，增

强它们解决原住民问题的能力。自 2000 年年初

以来，亚行向一系列技术援助项目提供资金，并

在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和越南开办了原住民讲习班。关于“原住民、

少数民族和减贫”的报告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出版。另外，亚行还开展了

主题为“大湄公河地区少数民族的健康和教育需

求”的技术援助（亚行，2001）。2008 年，一

个主题为“原住民发展问题主流化专项能力建设”

的技术援助活动在孟加拉国、中国和菲律宾开办

了一系列培训班，并为上述三国提供了培训手册和用于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和自然资源管

理的工具包。亚行正在进行的加强国家保障体系的 7566 号技术援助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原住民计划》核对单——监

测、监督和核实 

 项目监督和评估的机制和标

准是否足够、可实施和充分

描述？ 

 安排原住民参与监督《原住

民计划》实施的工作是否足

够、可实施和充分描述？ 

九、《原住民计划》 实施的监督和监测 

228. 《保障政策声明》要求借款人/客户监测和评估《原住民计划》的活动和成果，确

定是否达到了计划规定的目标。除良好的管理之外，《原住民计划》的成功实施还有赖于

借款人/客户的密切监测、亚行的严格监督和外部专家对监测数据的核实。这使借款人/客

户能够采取矫正措施。 

229. 因此，重要的是对《原住民计划》的监测活动拨付足够预算，监测活动应由合格而

有经验的人员进行，并将监测活动融入项目计划和管理过程。 

（一）借款人/客户监测《原住民计划》的实施 

1. 目的 

230. 监测的目的是使借款人/客户能够识别《原住民计划》

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和成就，以便调整安排并修正问题，从而保

证质量或提高质量。监测由借款人/客户负责，涉及的步骤应

在《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中进行描述。借款人

/客户应审查监测结果，采取后续措施并向亚行报告进展。 

231. 《原住民计划》监测工作的成功实践可能包括下列内容： 

 在项目管理部和当地原住民联络处内部分配监测

职责。对于大型项目，最好成立一个特别监测处或监测组。对于涉及多家机

构或多级政府的项目，需要制定协调计划。鼓励把国家少数民族委员会（或

机构）包括进来。 

 为特定任务分配职责，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核实、质量控制、与相关

机构协调、编制报告、向决策者和亚行提交报告，以及审查和实施报告。 

 建立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 

 细化实地调查工作和记录工作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提供原住民专家（最好具

有社会科学背景）。 

 确定构建监测能力和技能的要求，包括培训计划的需求和预算。 

 制定数据收集工作以及编制和提交报告的时间范围。 

 设定监测、报告和评估的预算。 

 为建立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做好准备。 

232. 监测和报告的范围应与项目风险和对原住民的影响相称。借款人/客户向亚行提交

半年《原住民计划》监测报告。通常，对保障措施实施的监测会持续到贷款结束或项目完

工报告（或延期年度评估报告）发布为止。但是，由于项目运营一旦开始，许多原住民会

受影响，特别是会受到间接影响，因此我们鼓励借款人/客户在贷款结束后两年内继续监

测对原住民的影响，或将监测持续到所有主要关注事项都得到合理解决之时。借款人/客

户提交的项目半年《原住民计划》监测报告应记录：  

 实施《原住民计划》的流程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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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计划》监测指标的状态更新； 

 项目不可预见的变化或对原住民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影响，以使这些数据能够

反馈到项目管理层和决策层。 

233. 对于亚行认为高度复杂和敏感的项目，亚行要求提交季度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必须

向受影响人员披露，亚行会在亚行网站上发布这些报告。亚行的监测和监管活动将持续开

展，直至发布项目完工报告或延期年度评估报告。36 

234. 《原住民计划》监测报告应采用《原住民计划》中在文化方面适当的指标来衡量项

目成果及其影响，以及对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监测结果的反馈和报告方案。在社会影响评

价期间开发出了多种监测标准，用以构成基线。指标数量要尽可能地少，但要足够，每个

指标都要对流程或结果起作用，或可用来衡量流程或结果。（很多项目往往粘贴冗长的监

测指数列表，而不考虑收集这些指数的目的或原因，以及这些指数能否增强项目中负责了

解和改善成果的人员的能力。） 

235. 监测应具备参与性，密切关注基于原住民发展目标和外来人发展目标的指标。例如，

在教育项目中，原住民父母的满意程度取决于学校教育是否让他们的孩子背离其传统身份，

而外来人员更为关注小学毕业生的人数。 

236. 借款人/客户也可进行现场检查。与进行社会影响评价的所选实体一样，不属于项

目本部门的监测单位可以帮助避免利益冲突。监测实体的人员应是有经验的并为亚行所接

受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报告应由执行机构（或客户）的高级管理层和亚行项目组联合审查。 

237. 原住民能够为项目实施提供有价值的投入，并提高项目的接受度。我们鼓励项目组

采用原住民能够参与监测的机制，包括与原住民自身或原住民组织接触。 

2. 外部专家对监测信息的核实 

238. 对于 A 类项目，借款人/客户聘用合格而有经验的外部专家或合格的非政府组织来

核实监测信息。经验表明，由外部团队核实项目进行的监测是必要的。外部监测并不能替

代借款人/客户进行的内部监测，且外部监测应包含不涉及项目日常实施或监管的人员。 

239. 合格而有经验的外部专家是指具有适当资格，并在类似活动中积累了相关经验的专

业人士，此类专业人士与项目的日常运作没有联系。“合格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具有相关

资格和经验，能够对监测报告进行核实，同时不参与项目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原住民组织。

上述非政府组织可以来自国内或国外。上述人群需拥有丰富的与类似环境下的原住民进行

交流的经验，且团队中最好有成员熟悉原住民社区的本地语言和风俗。 

240. 外部专家需通过现场检查缓解措施或有益措施在受影响原住民中的实施情况，核实

内部报告的真实性。外部团队进行半年实地视察和提交半年报告常常是可取的。此类外部

                                                           
36 对于主权项目，亚行在项目完成并投入运营后 1~2 年内发布项目完工报告。对于不发布

这种报告的非主权项目，在早期运营到期后编制延期年度评估报告。 



 

团队在吸引人员参与时运作效率最高，因此核实过程可能直接涉及受项目影响的原住民。

这有助于提高可信度和可靠性。 

241. 外部专家的任务是验证借款人/客户的监测信息，以评估《原住民计划》的目标是

否达到，特别是不利影响的缓解措施和有益措施的实施是否有效。另外，还需对借款人/

客户在监测过程中遇到的保障合规性问题提出建议。 

242. 如外部专家发现明显的原住民方面的不合规问题，借款人/客户应负责制定矫正行

动计划以解决问题。专家会告知借款人/客户此类问题的存在并就解决方法提出建议。借

款人/客户应将计划提交亚行审核。（外部专家的样本职权范围见附录 11。） 

3. 监测机制 

243. 在《原住民计划》实施期间，实施机构应针对原住民活动开发监测和报告框架。该

整体框架基于预先定义的指标，并应提供从现场到实施机构总部的日常信息流，并与周期

性监管和核实相结合。通过定期调查来更新记录，定期调查的目的在于衡量相对社会影响

评价过程中建立的基线的变化程度。定期调查主要关注缓解项目影响的措施的进展，以及

利益指标。 

244. 在项目层面上，亚行要求根据项目绩效管理系统（PPMS）建立一个总体设计和监

测框架。尽管这个程序所处的层级不足以专门监测《原住民计划》，但其自身可能在《原

住民计划》实施层面上设计监测措施时有利于适应。项目绩效管理系统应考虑“开发效果

导向管理”方法，这种管理策略主要关注开发绩效和成果的可持续改善。37 

245. 使用这一方法，项目监测计划着重某些预期结果，而不仅仅是产出，包括： 

（1）以声明方式描述的结果，如结果可衡量，应具有特定性。这些结果可能既需要定性信息也

需要定量信息。 

（2）结果需利用指标来衡量，指标需要尽可能清晰、精确。指标可包括流程（投入、成果等）

和成果计量单位（数量要最少而必要）。指标应真实反映为达成所需结果取得的进展。另外，指

标必须随时可用，或较易收集。 

（3）如有可能，应使用现有数据源，但很多情况下数据可能出自协商和参与流程，或特定监测

活动。 

                                                           
37 开发效果导向管理：关于效果的第二次国际圆桌会议，马拉喀什，2004 年 2 月：马拉

喀什联合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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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越南松邦 4 水电项目：外部监测 

 

项目包括在松邦河上建设一个水电站和混凝土坝。该区域是越南中部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主要是少

数民族克图族人居住地，他们与主流群体京族很少接触。 

项目聘请了一个外部监测机构，由该机构通过自己的调查和对内部监测数据的核实，评估《安置和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否达到。有关工作包括： 

 

 协商，参与：监督参与过程和机制，以及采取的措施，着重该过程的质量和意义，以及主要利益相关方积极参

与过程的程度。 

 披露：监督是否以具有文化和语言适合性的披露方式，向受影响群体披露更新和具体计划，受影响群体是否知

道自己的权利和是否全部享受到这些权利。 

 性别：监督并审查以下项目：设计的机构和职员安置机制；妇女代表和参与详细的计划和实施过程；性别包容

性，比如男性和女性健康项目，面向男性和女性的技术培训，而不是分开举行女性健康认识项目和男性技术培

训；以夫妻联名方式签发土地业权；安置有效性，恢复妇女收入和生活标准的生计项目。 

 少数民族的担忧：监督和评估措施的充分性，解决少数民族的担忧。 

 弱势群体：监督各种权利、项目和活动的适合性，监督各种弱势家庭和群体的服务方法，以及调整或额外措施

的需求。 

 赔偿和移民安置过程：按照《安置和少数民族发展计划》条款，监督具体的测量调研，价格机制，相关活动的

赔偿支付和安置。 

 透明：监督信息发布的方式及对象，以确定受影响群体获得适合的信息和知识。这包括决策机构的功能，以及

信息如何正确记录和统一提供给大家。 

 申诉机制：监督申诉机制的效果、申诉类型和申诉处理方式。 

 

资料来源：越南电力，2008。“安置和少数民族发展计划：越南松邦 4 水电项目”。马尼拉，亚行。 

 
 

4. 监测指标 

246. 指标可以是定量的或定性的。指标既可面向流程（计算参与者数量、受益者数量

等），也可面向结果/成果（社区生计和收入改善情况）。这些指标界定了随时间衡量影

响的方式。通常需要指标和数据收集方法相结合，以确保了解真实情况。 

247. 判断一个指标是否合适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将其与一系列标准对照检查。例如，

SMART（具体的、可衡量的、可达到的和有时间限定的）是一种较好的用于检查机构的

量化数据的标准。对于来源于多人参与的调查、访谈和快速评估的定性指标，可运用

SPICED 检查表（具有主观性和参与性，由必须经过交叉核对的解读数据组成。这个过程

具有授权性和多样性，因为它涉及来自不同社区、拥有不同职能的利益相关者）。 

248. 各项指标均需根据 SMART 或 SPICED 检查表进行评估，并选出最佳指标。对于

规划者和监测者来说，关键是要充分表明实现改变所必需的活动，从而描述投入产生的成

果。大量的流程指标不一定表明设计所设想的结果，原因就是它们太多了。相反，经过精

挑细选的、数量较少的指标可能在展示流程向所需结果推进方面更有意义。（可能的流程

和成果指标见附录 12。） 



 

 

（二）报告 

249. 对于对原住民产生影响的项目，借款人/客户需要每半年编制一份监测报告提交亚

行，报告内容包括所有活动的进展。对于亚行认定为高度复杂和敏感的项目，亚行要求按

季度提交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必须向受影响群体披露，而且亚行会将监测报告在其网站上

发布。亚行的监测和监管活动将持续开展，直至项目完工报告（或延期年度评估报告）发

布为止。 

（三）评定和评估 

250. 项目完工后，借款人/客户应对《原住民计划》的实施进行评定，特别是产生重大

影响的项目（A 类）。评定基本上是将成果与目标对比进行总结性评估，并对照基线条件

进行评价。 

（四）亚行监督《原住民计划》的实施 

251. 《保障政策声明》要求亚行援助项目的原住民部分应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由合适的项

目工作人员进行监管。亚行项目审查人员需要考察项目现场，确认《原住民计划》的实施

情况。对于 A 类项目，亚行的监督工作涉及由亚行保障专家进行详细审查。亚行团队还

需确保对于高度复杂和敏感的项目，借款人/客户要在项目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聘请一个独

立顾问小组（见上文）。 

252. 在《原住民计划》实施过程中，借款人/客户需将监测报告提交亚行供亚行在网站

上发布。亚行对原住民计划的监督应在项目实施期间及时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亚行的监督

工作协助借款人/客户确认满意的进展或识别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并设计矫正行动。这种

监督工作的频度应根据项目的性质、潜在影响和风险而定。38 

  

                                                           
38脚注 1，第 56 段及保障要求 3，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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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同意和广泛社区支持 

（一）同意和广泛社区支持 

253. 保障要求 3 承认当项目有以下三种活动之一时，原住民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 

 对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  

 从原住民的传统土地或世袭土地上迁移； 

 对原住民在用的世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开发，而这种开发会影响原

住民的生计或影响界定原住民身份和所属的文化用途、礼仪用途或精神用途。 

254. 因此，在决定是否进行涉及上述活动的项目时，借款人/客户应征求受影响社区

的同意，无论项目属于 A 类还是 B 类。 

255. “同意”一词并无广泛接受的定义。在政策应用背景下，“受影响原住民社区

的同意”是指通过个人和（或）其认可的代表集体表达对任何上述三项活动的

广泛社区支持。广泛社区支持即表示同意。 

256. 由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同意”涉及集体表达，在某些个人或群体反对的情

况下，广泛社区支持仍可视为存在。因此，受影响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涉及寻

求这种集体支持以及表示这种支持的结果。简言之，“同意”既是过程也是结

果。 

1. 对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 

257. 商业开发是指出于营利目的，主要由非原住民社区方进行的对文化资源的开

发、创新、生产、使用、复制或展览。无形文化资源的商业开发的例子包括对

传统医学知识或其他宗教技能或传统技能（如加工植物、纤维或金属）的商业

化。少数民族旅游是对原住民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开发的一个例子，这种旅游业

务由外来者操作，招徕旅游者见识原住民社区的文化。 

258. 文化资源和知识可以是无形的或有形的。原住民的各种信仰、惯例、传统和知

识通常归为无形文化资源，包括音乐、舞蹈、语言、手工艺、信仰体系、民间

传说和精神智慧、医疗方法、礼仪和才智知识。这些文化资源通常逐代传承，

并经常由社区和群体进行再创作，以反映他们所处的环境、与自然的互动以及

他们的历史条件。这些文化资源给社区以认同感和社会延续性。保护此类无形

文化资源可推动和维护文化多样性。 

259. 有形文化资源是指原住民社区文化遗产的有形表现，包括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

物体、场所、建筑物和具有考古、建筑、历史、宗教、精神、文化、生态或美

学等方面价值或意义的物质遗迹。有形文化资源还可包括自然地貌及景观，可

位于城镇或乡村，或位于地上、地下或水中。受有形文化资源商业开发影响的

社区包括将这种资源用于长期文化实践的社区或依恋这种资源的社区。 



 

260. 《保障政策声明》对本项下项目广泛社区支持的部分要求为：借款人/客户

确保受影响的原住民社区充分知悉拟议活动，并让他们了解以下三点： 

 成文法和惯例法所规定的他们对文化资源享有的权利。原住民惯例法可以订

明这种对文化资源享有的权利详细涵盖范围。另外，国家法律和政策也可能

描述这些权利，从而反映相关国际公约之下的原则。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

区都认可原住民对文化资源享有的权利（见第三部分中的“国际公约”）。 

 开发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有兴趣或参与开发的有关各方。范围包括这种资源的

征用方式和程度、被征用方的情况以及资源的开发方式。另外，借款人/客

户还需披露涉及此类活动的特定实体、公司或个人的信息，以及文化资源商

业化的潜在受益人或最终用户。 

 开发对生计、环境和资源利用的潜在影响。这包括原住民对这些资源的持续

使用。 

261. 另外，如项目建议为商业和营利目的开发原住民文化资源和知识，借款人/

客户应与受影响社区分享利益。利益可能包括利润分享、职业培训、就业以及

参与社区开发和类似规划。利益分享措施的决定应作为寻求受影响社区的广泛

社区支持的过程的一部分，且必须解决时间与持续性（如：永久）和受益社区

（包括后代）问题。有关此类措施的协议应列入原住民计划。 

2. 从传统或世袭土地上迁移 

 

262. 当项目涉及原住民从传统或世袭土地上迁移时，需要获得同意，表述形式为

广泛社区支持。借款人/客户应利用一切手段，尽量避免社区从其具有合法所有

权或世袭取得的土地上迁移。传统或世袭土地可能不被成文法认可。这种土地

通常被群体或群体内的家庭世世代代占有，他们在该土地上居住并建立了他们

的谋生方式和共有的文化认同。 

263. 无论社区的重新安置点是远离其传统土地，还是在同一传统土地上的不同地

点，这种迁移都可能适用。原住民的迁移非常复杂，可能对其身份、文化存续

和传统生计方式产生重大且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任何迁移都必须在借款人/客

户确定没有可行的替代迁移方案，且征求并取得了受影响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

后方可考虑。《保障政策声明》要求广泛社区支持只适用于从世袭或传统土地

上迁移，不适用于新安置或新合法化的土地占有。无论何种迁移，原住民计划

必须在非自愿移民计划（RP） 之外另行编制，或与非自愿移民安置计划联合

编制。 

264. 根据保障要求 2，迁移的原住民应完全了解他们的各项权利，以及分享迁移

带来的利益的方式。这也是有意义的协商流程的一部分，并构成诚信协商的一

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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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原住民计划的编制或原住民计划与移民安置计划的联合编制。当迁移不可避

免时，借款人/客户应向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告知迁移的原因，并获得他们对迁移

的广泛支持。所有对原住民的影响应通过原住民计划告知。但是，在影响主要

涉及迁移、且项目活动除强制征地或强制限制进入土地之外不产生其他重大影

响的情况下，借款人/客户必须编制原住民计划（可与移民安置计划相结合，并

符合保障要求 2 中规定的非自愿移民保障内容）。 

266. 由于原住民可能不享有对其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借款人/客户应提供与那些

拥有完全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人至少同等水平的补偿和合法程序。相结合的原住

民计划和移民安置计划必须考虑文化倾向，并包括基于土地的移民安置策略。

这种文化倾向可能涉及村庄布局、建筑风格或公共设施，以便原住民维持其传

统生计。 

267. 迁移应尽可能地减少变化。通常，受迁移影响的社区在接近其世袭地域的环

境中会感觉更舒适。搬迁安置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移民接待社区同意接纳移民人

群。很多情况下，这与移民目的地与原居住地的相似性有关，原因是临近的社

区由于已有的社会生态联系和文化联系，更容易接纳移民人群。相结合的原住

民计划和移民安置计划必须确保土地和自然资源可用于保证受影响社区的生计

和文化存续。如有可能，计划应列入允许受影响社区返回被征用土地或地域的

条款，以及在迁移原因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恢复这种土地的条款。 

268. 基于土地的移民安置。如受影响原住民的生计基于土地，那么对他们的移民

安置也应基于土地，这是一个原则。这有助于确保受影响社区维持并改善他们

的生活。借款人/客户应特别注意在移民接待社区人口和移民人口的双重压力下，

新移民安置点的生产性自然资源及此类资源的可持续性。 

269. 原住民占有和使用的土地通常处在没有土地市场和土地价值的地区，原住民

很少将他们的土地视为市场资产，而是视为生存之源（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见下一段），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从这一方面来说，相比货币补偿，以直接和

可接受的土地进行补偿在文化上更合理。基于土地的移民安置并非易事，迁移

社区必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安置土地。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无论土地使

用权制度如何，重新安置的土地必须平等地授予社区，而非个人。 

270. 应努力确保向各原住民群体提议的移民安置点和安置计划能够获得广泛接受，

不仅包括迁移的原住民，还要包括项目区域更大部分的原住民群体和移民接待

社区。但是，用土地补偿土地仅是补偿资产损失方案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原住

民经常将土地与其文化的精神方面整体联系起来。除土地补偿外，还应尽力确

保对文化资产的补偿，包括圣地、水域、庙宇、墓地等。问题在于此类资产的

估价并不会产生严格的货币价值，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对无形资产的补偿性质，

而由于收到补偿而迁移的社区应对此进行咨询。 

271. 对提出不能合法化的土地要求者的特殊形式的援助。对土地资源的惯常公共

权利的法律认可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供原住民使用的土地区域内，土地征用评



 

估可确定受到项目影响的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是否不再受惯常所有权主张的影

响。如果可能受影响的社区没有他们习惯上赖以生存的土地或资源的合法所有

权或使用权，我们鼓励借款人/客户帮助此类权利主张合法化。多数社区对他们

使用了数代的土地和地域提出的权利主张都合法或能够得到认可，但并非所有

地区都是如此，如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而公民只享有使用权的情况。在这种

情况下，原住民在非自愿迁移前，需要特殊形式的援助。 

272. 保障要求 2 规定，土地所有权主张不被认可的被迁移者无需为失去土地得

到补偿，但他们仍有资格为达到本政策中所述的目标而获得帮助。我们强烈建

议借款人/客户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协商，识别可接受的替代资产、资源或创收

活动。 

273. 对于主要依靠土地生活的被迁移社区，这种援助应尽量包括选择重新安置土

地，原因是社区选择现金代替土地，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利益的风险始终

存在。另外，对损失的估价和恢复措施的设计都需要进行仔细的定性研究，原

因是原住民生活标准的某些特性（例如生存生产、劳动力交换和林副产品的重

要性）难以定量。借款人/客户需要建立应对这些问题的机制。 

3. 对在用的世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开发 

 

274. 由于原住民占有的世袭土地和自然资源对其生存和文化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项目涉及对此类资源进行商业开发，借款人/客户需要寻求受影响社区的广

泛社区支持。自然资源包括正在使用的世袭土地上的矿产、碳氢化合物、森林、

河流、水域、猎场或渔场等。 

275. 正在使用的世袭土地是指各种形式的社区长期使用的土地和根据原住民惯例

法、价值观、风俗和传统使用的资源，而非国家规定的土地和资源的正式法定

所有权。 

276. 《保障政策声明》规定：借款人/客户需确定受影响社区充分知悉提议的活

动。就文化资源和知识来说，《保障政策声明》列出了借款人/客户需要与受影

响社区分享的三项内容： 

 成文法和惯例法所规定的原住民社区对文化资源享有的权利。此信息包括惯

例法和成文法对此类权利的描述。惯例法和做法可能向原住民提供其对该等

资源享有的权利的详细信息，以及当前使用土地上的资源的做法。另外，借

款人/客户还应告知原住民国家法律规定他们享有的对自然资源的各种权利。

大多数惯例法具有地域包容性，且不区分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成文法可

能会明确规定地表资源归个人控制，而地下资源归国家所有。澄清这一点和

项目将如何尊重惯例法以维护原住民的利益，可以防止未来出现问题。 

 拟议商业开发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有兴趣或参与开发的有关各方。需解释的商

业开发的范围应涵盖项目周期的所有阶段，包括概念、规划、建设、运作甚

至结束阶段。活动应向可能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必要的信息，包括可公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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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计划，以使其充分理解该项目，但不应提供过多信息给他们造成不必

要的压力。技术信息可能难以为非专业人士（包括受影响的原住民）所理解。

借款人/客户应协助社区中的非专业人士理解其内容。讲解项目的技术信息

可能最有帮助。聘用有经验的合格协调人很有必要，他会以原住民易于理解

的语言讲解技术信息。在项目的不同阶段，借款人/客户还应披露涉及该项

目的有关特定实体、代理机构、公司或个人的信息，包括项目支持者、投资

者、开发商、承包商、顾问、协调人、操作员或工人。 

 商业开发对生计、环境和资源利用的潜在影响。本项内容包括对社区内不同

受影响人群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亚行提供的结果将是需分享的主要项目信

息。该等信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阶段反复分享，包括小组讨论、

传单、广播谈话节目等，特别是在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交互开展协商和参与

策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借款人/客户应帮助受影响原住民理解此类影响的

技术方面的信息。如附近区或省有正在进行中的类似项目，可组织前往现场

考察或观看视频。 

277. 另外，在原住民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计划用于商业开发的情况下，借款人/客

户应与受影响原住民分享使用自然资源带来的利益。利益分享应被确定为寻求

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过程的一部分。利益分享可能包括利润分享

（分享税后收入）、就业、职业培训，以及参与社区开发和类似项目。利益分

享不仅应包括对项目可能导致的短期损失的补偿，很大程度上还应使得原住民

能够利用商业化的自然资源带来的新机遇。这种协议必须解决时间与持续性

（如：永久）和受益社区（包括后代）问题。任何关于利益分享的协议均应列

入原住民计划。 

（二）借款人/客户和广泛社区支持 

1. 职责 

278. 广泛社区支持包含过程和结果。当项目需要上述三种需获得受影响原住民社

区同意的项目活动中的任何一种时，借款人/客户应通过有意义的协商和诚信协

商来开展互动过程，达成广泛社区支持。应记录这一互动的过程和成果。 

279. 其后，借款人/客户需尽早将文件提交给亚行。亚行在对文件进行评价之前，

要确信该过程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并核实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签订的协议是

否足以证实其广泛社区支持和满足《保障政策声明》的要求。借款人/客户还需

要在原住民计划中展示获取广泛社区支持工作结果的文件。 

280. 好的做法是：在项目设计阶段就开始这一过程，并将其整合到协商和参与机

制中。要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确保该过程符合《保障政策声明》。借款人/

客户应与亚行保持联系，特别是在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下，以保证有足够的时

间应对任何出现的问题。 

2. 过程 



 

应用指引——确保广泛社区支持 

 项目过程中尽早开展协商 

 分配充足的时间和资源 

 咨询所有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和代表 

 关注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和贫

困者 

 确保协商到位，无恐吓或胁迫 

 征得大部分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同意，

同意的方式可以是直接同意，或者通过

代表或群体会议表达同意 

 记录互动的过程和结果 

 如有大的分歧，通过诚信协商解决 

 向亚行递交记录过程和结果的文件 

应用指引——亚行审查广泛社区支持 

 通过审查过程和结果来查明以下事宜： 

o 案头审查参与过程和结果的文件 

o 实地调查过程和结果，确保征得广泛

社区支持 

亚行审查广泛社区支持过程 

 项目准备阶段尽早协商，持续整个项目周

期 

 以原住民可以接触到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及

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以无恐吓和胁迫的方式开展协商 

 过程具有性别包容性和回应性，满足弱势

群体的需求 

 确保在决策过程中考虑所有受影响原住民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包括项目设

计，规避措施，开发利益和机会分享，以

及实施等。 

 确认适合的原住民代表 

 所采用方法符合文化和社会价值 

亚行审查广泛社区支持结果 

 评估支持和反对 

o 正式支持/反对 

o 不正式支持/反对 

 对于大的分歧，评估诚信协商的证明文件 

281. 借款人/客户的广泛社区支持过程一般涉

及与项目区域和项目影响区域内受影响原住

民互动。该过程以有意义的协商 [见第五部

分之（一）] 为基础，并在出现重大意见分

歧时开展诚信协商 [见第五部分之（三）]。

借款人/客户应记录寻求广泛社区支持的过

程。（借款人/客户获取广泛社区支持可能

采用的方法和过程概要见附录 13 框 1。） 

3. 结果 

282. 有意义的协商和诚信协商的结果可能是

正式协议或非正式协议，也可能是不同意见。

与受影响社区达成的协议表明他们的支持程

度或支持的商定条件。借款人/客户应记录

寻求广泛社区支持的结果。 

283. 协议的证据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正式协议包括：谅解备忘录，意向书，联合

原则声明，有关替代方案的书面协议，减缓

影响及增加收益的措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另行协商或谈判，以及表明社区代表对此类

协议支持的信息。不同意见的正式表达可以

是受影响社区发表的书面公开声明。 

284. 表达支持或反对的非正式渠道可以是照片、媒体报道、个人信件，第三方对

有关支持或反对事件的记述，以及大量受影响

社区参与的对项目有组织的支持或反对。 

4. 确定广泛社区支持 

285. 在应用政策方面，“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同

意”是指他们通过个人或其认可的代表（或两

者兼有）集体表达对项目活动的广泛社区支持。

即使有些个人或群体反对项目活动，广泛社区

支持仍然可能存在。 

286. 尽管《保障政策声明》未设定确定“广泛”

社区支持充分性的数值，但仍然有一个合理的

预期，即广泛社区支持需要受影响原住民和社

区大多数人赞同提议的活动。 

287. 在操作上，如满足下列条件，亚行即认为广泛社区支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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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俄 3 水电项目：有益协商的文件记录项目包括大

坝、水电站和相关基础设施。50 个村庄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大部分居民为原住民。该项目有些组成部分需要获取广泛社

区支持，而且在有些情况下需要通过一系列诚信协商来获

取。 

这些过程的证明文件包括： 

 会议记录 

 农户同意书 

 视频和照片记录 

 村申诉委员会的有效运作 

 社区在新址的投资 （新建小学） 

 所有协议文件 

 经乃班（Nai Ban）[克木族（Khmu）]证实的会议记录（老

挝语） 

 经村和区政府证实的原住民代表到会名单 

（1）受影响原住民社区认可的代表中大多数人正式表示支持； 

（2）受影响原住民社区成员中大多数人——特别是受影响最严重者——通过正式协议或

其他非正式方式提供支持； 

（3）通过诚信协商过程解决了重

要反对或主要分歧。 

288. 获得认可的代表是指被

选举的领导人或世袭领导人，

或被指定代表全原住民社区

某特定团体的人。他们的支

持可以通过正式协议（如签

署的文件）表达。 

289. 原住民社区成员是指受

到某项确定的项目活动影响

的成年原住民（一般年满 16

周岁）。要明确每个受不同

程度影响群体的支持程度，

把受到显著影响群体与受影

响较小群体的意见和愿望分开。社区成员的支持可以通过正式书面方式表达，

如签署的文件或协议；也可以通过较为非正式或口头的方式表达，如群体共识

或口述历史；或者是在新地方进行的表示支持的积极行为，如搬家或投资社区

基础设施。非正式支持应通过多个来源得到可靠证明，有关来源包括文件（如

会议纪要和出席者名单）和多媒体资料（如诉讼、投资和其他活动的照片和录

像）。 

290. 借款人/客户必须确保原住民社区的最脆弱群体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些

最脆弱群体可能包括妇女、老人和穷人。这类人群的意见可通过单独会议获取，

会议应由此类群体认可的人举办。这些人可以包括其他本地妇女，此类群体指

定的领导人或代表，或该区域内外的类似群体的成员。这些人必须为脆弱群体

所接受，具有独立性并相对公正。 

291. 协议证据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确定广泛社区支持是否存在。为评估协议证据

是否存在，可能还需要第三方（专家）意见。此类意见可能来自受影响社区之

外的某个人，且此人不隶属于准备项目或进行项目日常运作的借款人/客户。为

了能够妥善履行职责，该第三方应同时为受影响社区和借款人/客户所接受。 

（三）亚行确定广泛社区支持的职责 

292. 亚行负责确定项目活动是否获得了广泛社区支持。首先，亚行将审查有意义

的协商和诚信协商的过程，其次是审查结果。亚行还要审查借款人/客户提交的

互动过程和结果的文档记录，并进行独立现场调查，确认广泛社区支持的真实

性。（概要一览表见附录 13 中的专题 2 和专题 3。） 



 

293. 亚行对互动过程的审查。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借款人/客户是否进行了有

意义的协商，并提醒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参与？”根据文件审查和独立现场调查，

亚行核实以下情况（第五节，突出显示段落）： 

（1）协商是否始于项目准备阶段，并贯穿整个项目周期（第 80 – 83 段）； 

（2）是否以受影响人群易于理解和明白的方式及时披露了足够的相关信息（第 84 – 86

段）； 

（3）协商是否在无恐吓或胁迫的气氛下进行（第 87 段）； 

（4）过程是否具有性别包容性和回应性，能够满足弱势和脆弱人群的需要（第 88 – 90 段）； 

（5）过程是否能够把受影响人群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所有相关意见纳入决策，比如项目设计、

缓解措施、共享开发利益和机会、解决实施问题等（第 91 – 93 段）； 

（6） 是否有适当的原住民代表参与（第 94 – 96 段）； 

（7）使用的方法是否符合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第 84 – 86 段）。 

 

294. 当出现重大分歧和进行诚信协商时，亚行还将验证谈判过程，以确定有关各

方参与，并验证为解决争议问题而进行的交流或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295. 亚行对互动结果的审查。这里要问的关键问题是：“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对

项目活动的支持和反对的程度如何？”亚行还将根据文件审查和独立现场调查，

了解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内不同群体的支持和反对程度。 

296. 支持的程度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表达。支持的正式表达方式包括签

署的协议（协议备忘录、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和利益分享协议）或在村委会、

长老会或其他相关社区机构的会议纪要中记录的口头协议。正式协议的内容须

签字验证，并需有人见证。反对意见的正式表达可包括表达反对意见的信件或

签署的反对声明。 

297. 支持或反对意见的非正式表达可通过下列方式确定：验证录音、照片、媒体

报道、个人信件，或第三方对受影响原住民大量参与的事件、示威或其他活动

的记述。[非正式支持也可通过人们对项目活动的积极态度得知。在老挝南俄 3

（Nam Ngum 3）水电项目中，班兴德村的村民在移民安置点建了一所小学校，

表明他们愿意搬迁到安置点。]亚行还将检查诚信协商的证据，这可以从协商过

程中达成的书面协议验证。 

（四）缺少广泛社区支持的影响 

298. 如果提议的项目活动未获得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亚行将不会

为该项目提供资金。 

299. 根据项目性质，这可能对项目整体产生多种不同的影响。例如，如果新修道

路需要对当地原住民社区进行迁移，而他们并未集体表达广泛支持，项目就可

能会选择改道以避免影响原住民社区，随之而来的便是项目的重新调整。另一

方面，如果受影响社区未集体表达对搬迁和（或）对其传统土地进行商业利用

以建水坝的广泛支持，项目的可行选择方案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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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亚行禁止的投资活动清单 

以下活动不得获取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 

（1） 涉及强迫劳动1 或使用童工2的生产或活动； 

（2）生产或买卖东道国法律/法规或国际公约和协议认为非法的产品，以及因国际上逐步

淘汰或禁止而被认为非法的产品，例如： (a) 药品、3 杀虫剂和除草剂，4 (b) 臭氧消

耗物，5 (c) 多氯联苯6 和其他危险化学品，7 (d)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所禁止的野生动植物或野生动植物产品， 8  (e)垃圾或垃圾产品的跨国交易； 9 

（3）武器和军需品（包括军事辅助资料）的生产或贸易； 

（4） 酒精饮料的生产或贸易，不包括啤酒和果酒；10 

（5） 烟草的生产或贸易；10 

（6） 赌博、博彩以及类似企业；10 

（7） 放射性材料的生产或贸易，11 包括核反应堆和及其部件； 

（8） 非粘合石棉纤维的生产、贸易或使用； 12 

（9） 商业砍伐或购买设备用于砍伐原始热带雨林或原生林； 

（10） 海洋和沿海渔业活动，比如大型深海流刺网作业和细孔网捕鱼等，大量损害脆弱和

受保护的物种，破坏海洋多样性和生长环境。   

 

资料来源：亚行，2009。《保障政策声明》。马尼拉， 第76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强迫劳动指所有非自愿进行的工作或服务，即以强迫或惩罚威胁剥削个人。 

 2  童工指雇用的儿童年龄低于东道国规定的最低法定工作年龄，或儿童雇用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准予最低就业

年龄公约》(www.ilo.org)。  

3  逐步废除或禁止的医药产品名单：http://www.who.int。 

4  逐步废除或禁止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名单：http://www.pic.int。 

5  《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的反应化合物与会导致大范围形成臭氧空洞的平流层臭氧消耗物名单，以及目标减少和

废除日期。参阅http://www.unep.org/ozone/montreal.shtml。 

6  1950 －1985年产燃油变压器、电容器和开关设备中含有剧毒化学品和多氯联苯。 

7  危险化学品名单：http://www.pic.int。 

8  名单见：http://www.cites.org。 

9  《巴塞尔公约》规定，见http://www.basel.int。 

10  不适用于未大量参与这些活动的项目赞助商。“未大量参与”表示有关活动附属于项目赞助商的主要业务。 

11  不适用于购买医疗设备、质量控制（测量）设备，和其他亚行认为放射物质微弱且能充分抵抗的设备。 

 12不适用于粘合石棉水泥板的购买和使用，其石棉含量低于20%。 

 

http://www.ilo.org/
http://www.who.int/
http://www.pic.int/
http://www.unep.org/ozone/montreal.shtml
http://www.pic.int/
http://www.cites.org/
http://www.base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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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各国原住民概况1 

1. 原住民在文化、种族、意识形态、经济资源基础、历史、人口和政治体制框架等方面具有

丰富的多样性，这使得把原住民的概念应用于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体富有挑战性。有些国

家可能不愿意使用“原住民”一词，因为其主流族群也可以被认定为是该国的原住民。原住民通

常与其他民族混居，很少同族人独自住在一起，因此原住民的识别更加困难。尽管如此，大多数

国家都有处理“少数民族”和“高地民族”（在菲律宾甚至就叫“原住民”）问题的法律。 

2. 该区域内的大多数国家对原住民及其生活方式抱有偏见，认为原住民生活方式原始、落后。

国家政策鼓励同化原住民，让其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即使很多国家针对《保障政策声明》所述

群体制定了法律和政策，但极少有法规完全符合《保障政策声明》。 

3. 各国并不十分配合《保障政策声明》，主要面临以下两大挑战： 

 因其独特文化和某些特殊情况，有些政府不愿意认可原住民面对开发过程是

脆弱的； 

 有些国家不情愿认可原住民的习惯权利。 

4. 通过审查和社会影响评价，尽早识别原住民身份，是成功实施亚行保障要求的关键。对于

特别项目，主要问题是评估所涉社会群体是否符合原住民特点，因其独特社会和文化身份，项目

开发可能会导致他们成为弱势群体。评估应根据对具体区域环境的现有了解、技术判断和国家法

律。 

5. 应注意的是，根据《保障政策声明》，对于亚行项目，“原住民”一词通常意味着该社会

文化群体既有独特性又有脆弱性。为确定一个群体是否满足保障要求，借款人/客户应仔细审查社

会情况，甚至安排社会调研，评估项目对少数民族的潜在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借款人/客户可以

向亚行请求进行研究的技术援助。 

6. 鉴于独特原住民文化群体的成员是一个重要因素，本区域指南介绍所选国家原住民和少数

民族的基本信息和历史情况。在这里对有关问题所做的叙述并不是完整的。 

（一）中亚和西亚 

7. 中亚和西亚包括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

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中亚的哈斯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该区域内很多国家长期遭受侵略，经历

人口迁徙，同时，不同族群努力保护、重振或扩大其影响范围，保护其文化完整性和提高经济实

力。除极少数情况外，民族、种族、宗教身份识别问题是这些国家政治斗争和国家边界争端的核

心所在。实际上，在该区域内，“民族”一词通常用以指种族。 

8. 在历史和文化方面，该区域可分为两至三个显著区域或次级区域：中亚、高加索和巴基斯

坦—阿富汗。每个区域有独特的历史模式和文化发展，至今都影响着该区域人民的发展。中亚地

区的国家为可汗的后裔，领土内实行中央集权管理，游牧民族生活在外围。先后由俄罗斯帝国和

                                                           
1 由于本节中信息时有更新，亚行不确保所提供数据的实时准确性，所有信息在使用前应

予以更新。 



76  附录 2 

 
 

苏联统治，随后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该地区人民为这些民族的后裔。与此类似，阿富汗—巴基斯

坦区域先后由莫卧儿王朝和英属印度统治，于 20 世纪中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9. 国家、部落和当地本体相互融合，错综复杂，增加在该地区运用《保障政策声明》的难度。

比如，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因其与主流群体差异不大，不被视作“原住民”，而在巴基斯坦的普什

图人则被划分为“原住民”，因为巴基斯坦认可其“部落”身份。必须清楚了解项目影响族群的

社会和经济情况。按照《保障政策声明》的判断标准，应用《保障政策声明》的要求来确定这些

被边缘化的族群、弱势群体以及明显与其他群体不同的族群。 

10. 中亚地区民族和文化已经历了数个世纪的融合和迁徙，但在苏联时期刻意将某些族群迁徙

到偏远地区，对种族地理分布产生深远影响。某些族群整体移居，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零星

分散到各个地方，形成多民族人群。在苏联时期，欧洲群体（如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派遣到

各个加盟共和国，他们逐渐成为新的统治精英，有时与本地人在外形上显著不同，常常成为传统

精英背后的力量。 

11. 中亚国家在种族组成和政策上各异。有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即跨国界民族在某一国家是

主流族群，而在临近国家为少数民族（他们是否应被视作原住民？）。比如，对塔吉克斯坦的塔

吉克人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在其原籍国，他们不被视作原住民，

而在其他国家，按照《保障政策声明》规定的边缘化、脆弱性和其他独特性的判断标准，他们应

被视作原住民。需要通过社会影响评价来确定这个问题。 

12. 按照《保障政策声明》的脆弱性和其他特点的要求，塔吉克斯坦东部帕米尔高原的巴达赫

尚人等人数较少的族群，可能符合亚行原住民的定义。 

13. 高加索地区的古老国家曾先后被波斯帝国、俄罗斯和苏联帝国统治。自 1991 年以来成为

独立国家。然而，借款人/客户在向这些共和国山区和山谷的小族群授予原住民地位时应小心谨慎，

因为这些族群和“近民族”（near-nationalities）正在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大的自治权而不是原住

民地位。 

14. 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有独特的文化群体，被称作部落或族群。他们与主流社会截然不同，

可能符合《保障政策声明》的原住民要求。他们通常居住在偏远的、交通不便的区域，在人种和

文化上与主流社会不同，在文化、语言、宗教、经济和政治认同上，保持了数百年的独特性。 

15.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识别原住民身份尤其具有挑战性。阿富汗是个部落社会，国家大部

分由部落组成，而巴基斯坦为非部落国家，仅在西北地区认可部落社会。这些地区的项目需要以

社区为基础进行社会介入。不应强调民族或土著民的区分，以免发生冲突。鉴于当地文化偏向平

等协商，需要与部落进行深度协商并邀请其参与。 

1. 阿富汗 

16.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主要建立在部落体制上的国家，很多部落与巴基斯坦接壤。普

什图人和塔吉克人是两大最大的族群，拥有自己主导的地理区域。阿富汗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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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权利宣言》（UNDRIP）。2在这个部落—文化地区，宗族平等主义的文化规范激励着各部落

捍卫自己的自治权，但普什图族通常受到优先考虑，有些族群受到社会的歧视。 

17. 全国人口规模和分布不详，3以下数字是根据历史模式和估计的战争移居情况得出的。阿

富汗族群分布和民族文化统一性无精确界限。很少有民族是本地土著居民，山区地理特性也各异。

随着战争与内战之间的短暂间歇，经济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教育机会扩大，区域间日益相互融合。 

18. 2008 年，估计人口 3270 万，75%居住在贫困地区。该国人口最多的六个城市的人口不足

全国人口的 10%。全国人口由以下族群组成：普什图族 42%，塔吉克族 27%，哈扎伊族 9%，乌

兹别克族 9%，艾马克族 4%，土库曼族 3%，俾路支 2%，其他 4%。 

19. 库骑人是最大的游牧民族，普什图族群人口自 1979 年以来逐渐减少至 150 万人。普什图

人是南部和东部地区的主要族群（是巴基斯坦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塔吉克人则是东北地区

的主要族群。哈扎伊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是阿富汗中北部地区的主要族群。 

20. 阿富汗有 30 多种语言。官方语言是达里语（阿富汗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至少有 50%的

人口说达里语，35%人口以普什图语为第一语言。11%人口说突厥语（主要是土库曼语和乌兹别

克语）。少数人说俾路支语和帕赛语等其他语言。很多阿富汗人说多种语言。达里语是最常用的

第二语言。 

21. 几乎所有人口均为穆斯林。约 80%～85%的穆斯林为逊尼派教徒，而 15%～19%为什叶

派。什叶派为少数派别，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经常受到歧视。少数印度教徒和锡克教教徒居住

在城市中心。 

2. 巴基斯坦 

22.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近 1.62 亿人口（2008 年估算），其投票赞成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根据母语（表 1），该国由多个大的种族或“部落”组成。巴基

斯坦通用语是乌尔都语，同时各个部落还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有：旁遮普语 44.2%，普什图

语 15.4%，信德语 14.1%，西莱基语 10.6%，乌尔都语 7.6%，俾路支语 3.6%，其他语种 4.7%。

很多这些族群根据种族划分聚集在该国的某个区域。4 

 

 

 

                                                           
2 50 个亚行的区域和非区域成员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在批准

影响原住民土地或领土和其他资源前，征得社区的自愿同意和知情同意（见正文第三部

分中的“国际公约”）。联合国（2007）。《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32 条，第

12 页（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DRIPS_en.pdf）。  
3 联 合 国 人 口 基 金 会 （ UNFPA ） 正 在 帮 助 阿 富 汗 政 府 进 行 人 口 普 查 ；

http://www.unfpa.org/pds/censuses.html。以前仅有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 1979 年进行

的。该部分很多数据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阿富汗国家报告》（2008）。 
4 更多巴基斯坦民族群体信息可参见 S. Ali 与 J. Rehman。2001。 《巴基斯坦原住民和

少数民族》。萨里：寇尔松出版社。 

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DRIPS_en.pdf
http://www.unfpa.org/pds/censu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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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巴基斯坦民族群体省份分布 

说各自本族语言人口比例（%） 

 乌尔都语 旁遮普语 信德语 普什图语 俾路支语 西莱基语 其他 

西北边境省 0.78 0.97 0.04 73.9 0.01 3.86 20.43 

联邦直辖部落区 0.18 0.23 0.01 99.1 0.04 0.00 0.45 

旁遮普 4.51 75.23 0.13 1.16 0.66 17.36 0.95 

信德省 21.05 6.99 59.73 4.19 2.11 1.00 4.93 

俾路支 0.97 2.52 5.58 29.6 54.76 2.42 4.11 

伊斯兰堡 10.11 71.66 0.56 9.52 0.06 1.11 6.98 

 

. 

资料来源：1998 年人口统计，巴基斯坦政府, http://www.census.gov.pk/ 

 

23.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北部部落地区曾经被英国统治，在行政上和法律上实行自

治。这样，巴基斯坦不一定要划分原住民，因为在巴基斯坦种族－省份划分上，各民族不仅在文

化上差异大而且脆弱性也不同。每个项目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哪些群体属于《保障政策声明》

覆盖的群体。职业地位和宗教路线的分歧（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使社会情况更加复杂，其他群体

的存在不为官方认可。比如，世界银行和一些其他组织认可西北边境省的少数民族卡拉什为原住

民。 

24. 旁遮普族背景各异，来自不同背景的旁遮普人已经融合成一个紧密的族群。他们中大多数

人的祖先是前伊斯兰时代的贾特人和拉其普特人与迁徙至旁遮普的其他民族通婚的后裔，而其他

一部分人祖先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俾路支人、阿富汗人和克什米尔人。旁遮普人在军队和地方

机构上层占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中央政府。很多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特别是信德

人痛恨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在公共职位上没有自己的代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旁遮普人与信

得人之间紧张加剧，因为信德人作为贫困弱势的印度教少数民族感到日益被疏远。 

25. 西北边境省和临近的联邦直辖管理部落区（以及阿富汗部分地区）被认为与普什图人（世

界上最大的部落群体之一）联系密切。普什图人非常保守，坚持部落习俗，他们与巴基斯坦其他

社会脱轨。男权主导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荣誉、好客、对宗族忠诚的概念，坚持逊尼派伊斯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多普什图人进入警察部门、行政机构和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国家的交

通网络。巴基斯坦政府在西北边境地区建立了很多学校，试图向普什图人灌输巴基斯坦的民族主

义思想。该省大批开发项目为普什图人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尤其是，政府建立了道路和学校，鼓

励工业投资。 

26. 俾路支人为部落族群，其原有领土跨越多国：约四分之三在巴基斯坦，其余在伊朗和阿富

汗。公元前，俾路支人从现在叙利亚东移至此。虽然此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但是从公元六世纪

至十四世纪，他们迁徙至现在的俾路支。俾路支人以温饱型农业为主，产业包括牛羊畜牧业、游

牧、旱地和灌溉农业及渔业。因为人口稀少，除首府奎塔外，其他地方发展滞后。 

http://www.census.gov.pk/


  附录 2 

 
 

79 

27. 巴基斯坦 1947 年独立以来，在俾路支爆发了零星的分裂运动。俾路支人长期以来习惯间

接统治，当地精英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俾路支和中央政府关系恶化。70 年

代中期，俾路支反叛者与巴基斯坦军方的冲突尤为惨烈，大部分人都参与进来。近来，围绕控制

自然资源方面的争端不断升级。 

28. 除旁遮普人外，旁遮普省也是可被划分为原住民群体的家园。这些俾路支人的分支部落包

括：开斯拉尼（Qaisrani）、 布兹达（Buzdar）、隆德（Lund）、考萨（Khosa）、来加里

（Leghari）、高查尼（Gorchani）、 达里沙（Darishak） 和莫萨里（Mazari）。这些部落从俾

路支分离出来，被给予特殊的法律地位，这些区域被划分为特区。政府按照惯例法和成文法治理

这些区域。 

 

（二）东亚 

29. 在中国，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自治乡充分享受原住民法定特殊权利和保护。在这些

自治地区开发项目时，应照例进行原住民保障问题审查。参照地理和行政划分的自治区，可以帮

助确定政策适用性。对于居住在自治地区以外的受影响群体，借款人/客户应通过调查项目区域的

人口普查数据来了解民族分布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某少数民族中有些人员移居城市），其社

区组成情况是判断是否适用《保障政策声明》的另外一个标准，其他标准包括原住民身份识别特

征和脆弱性程度。 

30. 在判断是否需要制定《原住民计划》或相关计划时，借款人/客户下属的设计机构可能并

不具备所需专长。政府机构因缺少项目资源支持，无能力执行保障要求，特别是协商和参与要求，

有时造成困难。建议借款人/客户将《原住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外包给拥有适当的研究和（或）

咨询部门的学术机构。 

31. 熟悉中国项目的人士提出以下注意事项：与受项目影响的少数民族缺乏充分协商；项目社

会评估少，或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描述过于程式化；项目办公室干预独立分析。中国政府对

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组织的各种限制是妨碍实施原住民保障的一个原因。 

32. 在蒙古国，原住民问题不是特别突出，但《保障政策声明》可适用于某些牧民和游牧民族。

因其生活方式，他们更容易受到项目的影响。由于对脆弱性的强调，《保障政策声明》不适用于

蒙古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少数民族。判断群体是否符合《保障政策声明》要求可以从项目区域内的

少数民族名单开始。 

1. 中国 

33. （2010 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约 1.14 亿人，约占总人口 8.5% 5。

少数民族分布在各个省份，但集中居住在西北和西南边境地区。约三分之二的少数民族栖息在 5

个省级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30 个自治州和 120 个自治县。人口最多的

少数民族有壮族、藏族、维吾尔族、瑶族和彝族，以及居住在西部地区的穆斯林族群（比如哈萨

克族和维吾尔族）。宁夏和甘肃以外的回族主要居住在全国各个城市，与汉族生活同化。 

                                                           
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2012 年引用。原住民事务国际工作组，

《原住民世界》（2012 年），哥本哈根，第 253 页。 



80  附录 2 

 
 

3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政府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主要机构，由国家、自治区和县级机构组

成，负责政策和管理，而非具体实施项目。除了在艺术、学术和文化遗产领域外，鲜有与少数民

族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或原住民组织积极参与少数民族事务。但是，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和社区的国

家级和省级研究机构众多，特别在云南等多民族中心。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 年）、国务院颁布的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5 年），以及上述划分少数民

族自治区、自治县的制度，所有这些共同为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提供了法律和管理基础，特别是给

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这些法律法规为少数民族语言提供官方保护，促进尊重社会习俗。但是，这

个框架过于笼统，无法适用于任何特别的开发项目。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于 2001 年修订了

1984 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2000 年）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奠定了基础。有些少数民族自治区也颁布了相关保护环境和文化的法规。中国也投票赞成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36. 少数民族，特别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通常被认定为弱势群体。他们

的生活水平低于大众生活，更依赖消耗土地的农业方式生产，受教育程度低。有些族群与本地生

态系统更为紧密。但是，有些少数民族——比如满族和朝鲜族——生活状况高于平均线，在经济

上和社会上不属于弱势群体。《保障政策声明》是否适用于这些社区要根据项目环境决定。 

37. 尽管有这个法律框架，中国法律和实践在定义或解释亚行项目中的《保障政策声明》的适

用范围时仍面临各种挑战： 

 中国官方认为，“原住民”一词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所有 56 个民族

（包括汉族）都是来自本土，或至少在中国居住了数百年。因此，中国倾向

于认为民族问题是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不赞同使用术语“原住民”。在亚

行运作中，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政策目标中避免使用该术语。亚行通常用官

方指定术语“少数民族”作为审查项目的基础，决定是否适用《保障政策声

明》。对于项目涉及多个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亚行和借款人/客户通常同

意制定“少数民族发展计划”而非多份各个具体群体的计划，提供利益并规

避影响。这也是可接受的方法，让某些汉民族居民也从某特定区域（社区）

计划中获益。 

 官方少数民族名单没有对族群间和同一族群内程度各异的文化适应和经济一

体化作出区分。有些族群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几乎与临近的汉族相同，

因此通常不属于弱势群体，社会影响评价通常要明确这些族群的身份认定。

其他族群定位更为复杂，低地成员几乎完全在经济上和生活上融入主流汉族，

他们的联合族群在更偏远地区保持着不同的习惯或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

评判是否适用《保障政策声明》时，官方少数民族名单仅具有指示性，而非

权威性。这就需要就以下方面做出判断：官方指定的少数民族社区是否具有

特有的习俗或经济活动，使其成为潜在弱势群体；如果一个社区被认为是潜

在弱势群体，项目是否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特别在新疆、西藏等边界地区，民族局势可能非常敏感，需要特别注意，包

括原住民专家实地访问。同样，有些地方可能是某民族的祖籍地，也可能是

该民族的圣山、圣林或圣湖，也需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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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古国 

38. 蒙古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蒙古国民族单一，约有 270 万人口，90%

的人口说蒙古语言中的几种方言之一。6 蒙古有 20 多种不同族群的蒙古人。喀尔喀蒙古族是最大

族群（约占五分之四），自我认定为成吉思汗的后裔，是蒙古文化的正宗传承者。在所有蒙古部

落或次级族群中，喀尔喀蒙古族是最纯正的游牧民，受外来影响最小。在 20 世纪，他们占据蒙

古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 

39. 喀尔喀蒙古族认为自己的语言“哈尔”（Halh）是真正的蒙古语，因为其他蒙古语言是

“哈尔”的变形或方言。另外，蒙古次级族群间的区别不大。除了快速适应不同环境外，蒙古文

化在很多地方相对统一，方言或部落差异并不是严重的政治或社会问题。大部分蒙古族群信奉藏

传佛教。 

40. 生活在蒙古国最西部的哈萨克族是蒙古国最大的少数民族，2010 年占全国人口 4%。他们

是游牧民，是传统的穆斯林人，讲突厥语。会讲双语的哈斯克人与蒙古人地位平等，属于专业精

英和官僚精英。其他居住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包括：多沃（Dorvod） 占 3%，巴亚

（Bayad）占 2%，伯亚伯里亚茨（Buryat-Bouriates）占 2%， 达里甘加（Dariganga）占 1%，

扎克琴（Zakhchin）占 1% （根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因为人口少，这些群体相比哈萨克

等大族群，在社会上更脆弱。在他们所在区域开展项目将会影响他们，应特别注意。 

41. 过去，大部分少数民族是传统的牧民、游牧民或半游牧民。但是，在过去数十年里，他们

的独特文化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估计约 60%的蒙古人口为城市居民或已经实现城市化。约一

半人口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2010 年，乌兰巴托城市居民为 124 万，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城

市中心的公寓里。对于这些已经城市化的人群，很难判断他们是否保留传统生活方式，是否符合

《保障政策声明》原住民要求。 

（三）太平洋 

42. 虽然太平洋岛国人口少，但却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传统上，有三个主要文化区：美拉

尼西亚/巴布亚、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除近年来从附近岛屿以外地区迁来的移民外，在文

化多样性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国政府都倾向宣称“我们都是原住民”。 

43. 《保障政策声明》遵守一致区分原则——不把移入民视为原住民，而是考虑保障要求适用

的非移民群体。因此，在斐济，《保障政策声明》适用斐济民族族群，而非印度族群（无论他们

在此居住了多少代）。在萨摩亚，萨摩亚民族被视作原住民，受到政策保护（比如，教育项目中

使用萨摩亚语言）。 

44. 在太平洋岛国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岛与内岛的区别。政府和其他人担忧来自不同岛屿

的人共享开发利益的程度不同。这种竞争突出了相关脆弱性，为政策运用提供了机会。 

45. 在制定太平洋岛国的《原住民计划》时，土地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土地公共所有权比较

常见（汤加除外，该国所有土地均归国王）。应采取措施把对家庭土地使用权的损失赔偿与公共

土地所有权的相关问题分开。《原住民计划》应列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6 蒙古国政府 2010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

http://www.toollogo2010.mn/index.php?language=en 

http://www.toollogo2010.mn/index.php?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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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斐济 

46. 斐济批准 1985 年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即《关于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人民的第

169 号公约》。近代以来，斐济历史充满民族争端，斐济人（主要由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

组成）与印度人（19 世纪英国殖民者带入岛内的雇佣工人的后裔）争夺最高权力。在经历了一个

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后，斐济于 1970 年独立建国。当地斐济人不满政府由印度人控制，导致

1987 年发生两次军事政变，民主统治因此中断。 

47. 政变和 1990 年重新起草的宪法，巩固了斐济人对政府的控制，导致印度人大量移出岛外。

1997 年颁布的新宪法更加平衡各族群关系。1999 年的选举以自由、和平的方式进行。但过去十

年，斐济腐败问题严重，政府领导人受到种族歧视指责，爆发了数次政变（包括 2000 年和 2006

年的政变），政治动荡持续。 

48. 2007 年，斐济人和印度人约占近 100 万人口的 95%，其他族群人口较少。人口组成为：

印度人 57%，斐济人 37%，其他人群 6% （包括部分欧洲人 1.4%，其他太平洋岛民 1.4%，和

罗图马人 1.2%）。7 

49. 罗图马人是居住在罗图马岛的居民。虽然自 1881 年罗图马岛在政治上被纳入斐济国，但

是罗图马文化却更加接近东部的波利尼西亚岛文化，尤其是汤加、萨摩亚、富图纳和乌维亚文化。

罗图马人具有波利尼西亚人的外貌和独特语言，他们是斐济的少数民族。现在，大部分罗图马人

（根据 2007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 10,000 人）居住在斐济各地，剩下的 2,000 名罗图马人居住在罗

图马岛。罗图马人情感上趋向独立：1987 年斐济脱离英联邦时，罗图马人的一个分支 Mölmahao 

Clan of Noa’tau 拒绝岛国委员会继续附属于斐济的决定。他们认为罗图马在历史上是割让给英国

而非斐济，他们宣称罗图马共和国独立。但是，他们的运动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大部分罗图马人

依旧赞成继续附属斐济，但反对声音仍然存在。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50.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新几内亚岛东半部和附近众多小岛组成。它是世界上民族多样性最大的

国家之一，有逾 850 种原住民语言，估计包含 1,000 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人口约 700 万人，大部

分是巴布亚人，其祖先在数万年前抵达新几内亚岛。其他民族为奥斯特洛尼西亚人，其祖先在

4,000 年前移居岛内。还有很多人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欧洲、澳大利亚、菲律宾、

玻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 

51. 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传统的村庄，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这些群体的权利在国家宪法中

得到承认。国家宪法希望传统村庄和社区继续成为富有活力的社会单元，并确定了维护它们的措

施。更重要的是，法律认可祖传土地权利，因此原住民对传统土地宣称的权利具有法律依据。祖

传土地覆盖 97%的土地区域。其他土地要么从国家租赁由私人持有，要么是政府土地。但是，私

人拥有土地所有权通常非常困难。矿业和林业公司与土地所有者群体之间经常就公司是否应该就

土地使用与土地真正拥有者建立契约关系产生争执。 

52. 《保障政策声明》的应用面临多种困难。首先，政府未给出“原住民”名单或用以识别原

住民身份的初步信息。而且，族群界限往往具有参透性，若凭借宣称某族群身份就可以享受项目

                                                           
7 《2007 人口和家庭普查》，斐济政府：

http://www.statsfiji.gov.fj/Census2007/Release%201%20-%20Population%20Size.pdf 

http://www.statsfiji.gov.fj/Census2007/Release%201%20-%20Population%20Siz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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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人们就很容易作出这种宣称。对于项目来说，赔偿要求和反要求常常是主要问题。《保障

政策声明》覆盖的潜在群体最可能是居住在高地、外岛或南海岸外岛屿上的居民，而且他们最可

能在项目环境下显现出脆弱性。 

53. 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项目区域内民族众多，该国的《原住民计划》可能非常复杂。协商

和参与还需要进行特别准备，要考虑到有关群体文化水平低和对外部人普遍不信任的特点。在这

种环境中通常聘请宗教团体作协调员。 

3. 东帝汶 

54. 大约 4 万年前，首批移居者抵达东帝汶。随后移民被岛上的山川和茂密的植被阻隔，导致

了语言和文化的高度多样性。 

55. 16 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东帝汶。1975 年，东帝汶宣布独立，但同年末，印度尼西亚侵

占东帝汶。1976 年，印度尼西亚宣布东帝汶成为其第 27 个省。1999 年，在关于主权的全民公投

中，近 80%的参与者选择脱离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放弃领土控制，但在印度尼西亚军方煽动

下和东帝汶亲印度尼西亚军方人士的帮助下，爆发了暴力冲突。国际维和部队介入和平息了冲突，

东帝汶国家主权得以建立。 

56.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东帝汶人口逾 100 万，由多个民族

组成，其中大多数是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混血儿和美拉尼西亚人或巴布亚人。最大的马来人－

波利尼西亚人族群说德顿语（约 100,000 人），主要居住在北岸以及帝力附近。其他族群有：居

住在中部山区的迈姆比族（Mambae）（约 80,000 人），居住在莫巴拉（Maubara） 和利奎萨

（Liquiçá）附近地区的图库得得族（Tukudede）（约 63,170 人），居住在迈姆比与马卡西

（Makasae）部落之间的的加乐利族（Galoli）（约 50,000 人），居住在帝汶岛中北部的柯迈科

族（Kemak）（50,000 人），以及居住在潘蒂马卡萨（Pante Macassar）附近地区的白柯诺族

（Baikeno）（20,000 人）。 

57. 巴布亚血统的主要部落包括居住在帝汶岛中部内陆的布纳克族（Bunak）（50,000 人），

和居住在帝汶岛东端、洛斯帕洛斯（Lospalos）附近的法塔卢库族（Fataluku）（30,000 人）。 

58. 居住在帝汶岛东端的马卡西族是另一支马来族群。另外还有人口较少的混血儿帝汶人和葡

萄牙人以及中国人。 

（四） 南亚 

59. 亚行在南亚四个国家援建项目比较大，可能经常在项目中运用原住民保障政策。这四个国

家是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不丹和马尔代夫这两个国家虽然贷款组合较小，但在

比例上亚行的投资也很大。 

60. 因为历史因素，南亚国家不完全接受“原住民”一词。数百年来，出现大批移民。随着时

间流逝，移民文化和身份不断融合，准确识别“原住民”身份面临各种挑战。 

61. 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原住民——特别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原住民——为弱势群体。原住民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排斥，被边缘化，而且生活贫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无土地和森林

资源使用权。旱灾和水灾等自然灾害使他们饱受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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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印度法律和政策保护部落文化、遗产和经济利益。“部落民族”等同于《保障政策声明》

界定的“原住民”。然而，有利于部落民族的政策的实施并不一定令人满意。 

63. 南亚其他国家也制定有各种原住民社区的保障政策，或制定有针对某一区域的原住民法规，

而有些国家则完全忽略原住民社区，期望原住民最终融入主流社会。 

64. 缺少行动是导致该地区一些地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在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实

施项目时要特别注意，实施《保障政策声明》时不要恶化社区矛盾，强调跨民族和努力减少贫困

或增强生存能力均是避免社区矛盾的方法。在处理潜在冲突局势时，邀请这些国家的知名民间团

体介入会有所帮助。 

1. 孟加拉国 

65. 原住民分散在孟加拉国各地。孟加拉国总人口约 1.6 亿，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很小。绝大多

数人口（逾 85%）属于主流孟加拉人，是穆斯林。其余是土著少数民族，通常被称作“阿迪瓦西”

人（Adivasis），他们是佛教徒、泛灵论者、印度教徒或基督徒。这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以下地区，

特别是吉大港山区： 

 西北区[拉沙伊（Rajshahi）地区—包括拉沙伊、诺加昂（Naogaon）、查

派纳瓦甘（Chapainawabganj）、纳托（Natore）、西拉甘（Sirajganj）、

帕纳（Pabna）、乔伊帕哈（Joypurhat）、迪那帕（Dinajpur）、塞克加

昂（Thakurgaon）、朗帕（Rangpur）、伯格拉（Bogra）和盖班达（

Gaibandha）等区]：主要的阿迪瓦西社区有：桑泰尔（Santal）、乌拉昂

或欧拉昂（Uraon/Oraon）、曼达（Munda）、马哈托（ Mahato）、帕哈

瑞亚（Paharia）、马洛（Malo）、帕汉（Pahan）、拉邦什（Rajbongshi

）、拉如阿 （Rajooar）、卡马卡（Karmakar） 和特里（Teli）等； 

 东北区 [西赫（Sylhet）地区—包括西赫、苏纳姆甘（Sunamganj）、哈比

甘（Habiganj） 和穆维巴扎（Moulvibazar）等区]：主要的阿迪瓦西社区有

：卡西（Khahsi）、帕特洛（Patro）、莫尼帕里（Monipuri）、加乐（

Garo）、特里帕拉（Tripura）、卡瑞亚（ Kharia）等和茶园工人)； 

 中央区[大迈门辛和达卡地区—包括加兹帕（Gazipur）、汤盖尔（Tangail

）、舍帕（Sherpur）、加马帕（Jamalpur）、尼特克纳（Netrokona）、

迈门辛 ]：主要的阿迪瓦西社区有：加乐、哈雍（Hajong）、克奇（ Koch

）、巴奈（Banai）、拉邦什、达卢（Dalu）、巴尔曼（Barman）和霍迪

（Hodi）等； 

 海岸区 [库纳（Khulna）、吉大港和巴里萨（Barisal）地区—包括帕图卡里

（Patuakhali）、巴古纳（Barguna）、产帕（Chandpur）、吉大港、考克

斯（Cox’s）市场、库纳和萨特科拉（Satkhira）等地]：主要的阿迪瓦西社

区有：拉海恩（Rakhhaine）、特里帕拉、曼达、布诺（Buno）和巴加巴

尼亚（Bhagabania）等； 

 吉大港山区[班达班（Bandarban）、兰加马蒂（Rangamati）和卡格拉查

里（Khagrachari） ]：原住民社区有：查克马（Chakma）、马尔马（

Marma）、特里帕拉、坦昌加（Tanchangya）、 姆洛（Mro）、卢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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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hai）、克扬（Khyang）、库米（Khumi）、查克（Chak）、庞库阿（ 

Pangkhua ） 、 巴 姆 （ Bawm ） 、 桑 泰 尔 、 拉 海 恩 、 阿 萨 姆 （

Asam/Asamese）和和戈卡（Gorkha）等。 

66. 孟加拉国政府一般喜欢使用“部落”一词，最近喜欢使用“少数民族”一词（根据 2010

年 4 月《少数民族文化机构法案》），而不是正式承认该国领土上存在原住民。尽管不愿承认存

在原住民，但是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原住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政府在各种公告中（包括

公文和法律）实际使用当地语“阿迪瓦西”（意为原住民）。8 

67. 孟加拉国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 107 号公约（但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投票时投

弃权票）。政府与原住民反叛者于 1997 年 12 月签订了吉大港山区协议，为保护区域内的原住民

的权利和社会经济保障提供了制度框架。根据公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建立了机制，以确保区域

内原住民的权利保障。吉大港山区事务部于 1998 年建立，负责管理这个区域。同年，通过国会

立法，吉大港山区区域委员会成立9，负责协调和监督所有区域内的开发和行政服务。以前的地方

政府委员会更名为山区委员会，其职责通过其他国会法案得以扩大。 

68. 吉大港山区事务部成立后，原特殊事务部解散，但依旧作为总理办公室的一个部门继续运

作，由一位联合秘书级别的官员负责。其主要工作包括向平原地区的原住民发放整笔补助金。

1976 年成立的吉大港山区开发委员会负责本区的项目开发，其职能后来发生了改变，并在 1998

年首次任命了一名平民主席。 

69. 在开发中保障原住民权利方面，一些其他机构也发挥着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作用。这些机构

虽然没有具体的原住民事务职责，但他们在开发计划或政府官员培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国

家开发项目的制定。比如，规划委员会和孟加拉国公共管理培训中心就是两个最知名的此类机构。 

70. 另外，在机构层面上，所有主要开发政策包括为原住民开发问题提供具体参考。“减贫战

略文件”可能是最重要的，但行业政策，特别是“小学教育开发计划”和“医疗、人口和营养行

业计划”也非常重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2011－2015）”和“2021 年远景规划”文件中也

有相关参照。这些文件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原住民的，但体现出解决原住民开发问题和保障原住民

权利的重要进展。 

71. 孟加拉国平原地区和吉大港山区的原住民组织依旧不多。很多原住民组织是孟加拉国阿迪

瓦西论坛的成员。他们以积极倡议者著称，为孟加拉国原住民和少数民族事务代言。 

2. 不丹 

                                                           
8 目前的“减贫战略书”中交替使用“原住民”“阿迪瓦西” 和“少数民族”等词。

“土著山民”一词也在国家税务局有关税务的公文中提到过。另外，各国政府总理和其

他高级政府官员在有关讲话中也使用这些词语，主要是在使用“阿迪瓦西”和“原住民”

等词语的国际原住民日使用。参见过去几年孟加拉国阿迪瓦西论坛发表的出版物《团结》

（Solidarity）。 
9 继 2000 年提交书面申请后，2010 年 4 月，高等法院判决废除“区域委员会法案”和

“山区委员会法案”的几个条款，理由是这些法案和有关条款超越宪法。该判决被内庭

法官（Chamber Judge）暂缓执行六周。检察总长办公室和区域委员会向上诉庭申诉反

对该判断。于是，获得暂缓令后区域委员会继续运作，直至上诉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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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内陆国家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东端，其南部、东部和西部与印度接壤，北部与中国接壤。

总人口 70 余万。不丹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投票时投弃权票。不丹有四个主要民族—

—纳龙（Ngalong）、夏却普（Sarchop）、肯族（Kheng）和尼泊尔移民。虽然每个民族文化认

同不同，但前三个民族宗教信仰相同。国语为不丹语，或称宗卡语，属于藏语语系中 53 种语言

之一。 

73. 不丹少数民族主要依据语言划分，尼泊尔移民属于被边缘化的贫困人群。说尼泊尔语的族

群生活在南部，被称作洛特夏帕（Lhotshampa），意为“南部边民”。虽然无可信数据，但是说

尼泊尔语的人群约占不丹人口的至少三分之一，而且最近数十年来比例不断增加。其他民族人口

少，包括阿迪瓦西、  伯米（Birmi）、布罗卡帕（Brokpa）、多雅（  Doya）、雷普恰

（Lepcha）、藏族和托克托普（Toktop），约占总人口的 10%。 

3. 印度 

74. 印度通常不使用“原住民”一词，官方和学术圈通常使用“设籍部落”、“部落”、“部

落民”、“部落民族”、“原始部落族群”和“森林部落”等词，通俗用语是“阿迪瓦西”。但

是，近来有些原住民组织使用国际惯用语“原住民”，倡导在印度使用这个词（或“部落民

族”）。宪法（第 342 条）使用术语“设籍部落”，设籍部落的叫法及其相关法律是沿用英国殖

民时期的法律。殖民政权把这种人口界定为部落民（“落后”也是一个宪法分类用语）。但是，

有一个问题是设籍部落的认定是基于邦政府向中央政府的建议。因此，在某邦认定的设籍部落可

能在其他邦不被认可，跨邦移民可能失去设籍部落的身份（如同 19 世纪东北部各邦的“茶部落”

移民一样）。因此，部落民的范畴可能远远大于官方认定的设籍部落的群体名单。 

75. 设籍部落占印度总人口的 8.2%（根据 2001 年人口普查）。大多数设籍部落居住在偏远的、

难以到达的地方，靠近森林或在森林里。近年来，其领土内各部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引发争

端，部落剥削事件频发。问题就是当土地被用于开发或商业项目时，给部落社区的补偿极低。开

发项目也会带来其他挑战，如导致社区和家园被分割，部落文化遭到破坏，聚集居住的社区被分

散成遥远城区的孤立小区。 

76. 部落民高度聚集地在印度东北部。印度中部乔塔那格浦尔（Chottanagpur）高原的设籍部

落和分散在印度西部和南部的部落受印度教的影响，但依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歧视。东

北部的部落更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执行较高的西方教育标准，担任政府职务，主要都是低层职

位。未经规划的森林砍伐和开矿导致自然资源的恶化。资源所有权的争夺不断增加，导致该区域

政治动荡。在社会方面，暴力、酗酒、毒品泛滥，艾滋病频发。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族自决权

的运动在纳加（Naga）等东北部落间不断涌现。 

77. 虽然有些部落妇女地位高于主流社会10，在设籍部落和设籍种姓间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

妇女教育和就业机会很少。本研究还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有助于减少设籍部落妇女相对于男性的

劣势。11 

                                                           
10  A. Mitra，2007。《印度设籍部落中妇女的地位》，载《社会经济学研究》 , 

doi:10.1016/j.socec.2006.12.077 
11 D. Dunn，1993。《印度设籍种姓和设籍部落中教育和就业不平等情况》，载《人口研

究和政策评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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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印度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第 107 号公约，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宪法规

定了邦政府认定设籍部落的流程，以及赋予特别权利。政府项目、配额、目标介入和津贴偏向设

籍部落，激励部落获得认定。比如古遮人（Gujjars）等部落就积极争取获得认定。 

79. 缺少对习惯性土地使用权和先前国家公用土地私有化的认可，导致部落赖以生存地区的自

然资源耗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认为是自己土地的侵占者，因为这些地方已被划为受保护森

林。尽管有特别法规和很多开发项目，但是在过去数十年，设籍部落社会经济条件改善甚微，在

教育、婴儿死亡率和收入上与主流社会差距颇大。 

80. 2006 年通过的《设籍部落和其他传统森林居民法案（森林权利认可）》认可原住民对资

源和土地的权利，保障森林部落权利。法案旨在解决土地所有权和居住在森林的设籍部落和其他

传统森林居民的长期不稳定性，包括那些因为开发介入强迫迁徙的人群。该法案还认定：“在殖

民时期和印度独立时期，祖传土地和栖息地森林权在合并入国家森林时未充分认可。这导致对在

森林居住的设籍部落和其他依赖森林生态系统为生的传统森林居民历史上的不公正。” 

81. 有些原住民组织认为该法案未充分认可部落的土地、森林和水资源权利，未能保护部落免

遭政府或企业对土地的侵占。2007 年修订的《国家部落政策草案》，虽然受到某些原住民组织的

批评，但是仍将尝试解决设籍部落的开发问题，建立与《保障政策声明》标准相当的印度部落保

障。部落事务部已经向国会递交了修改政策。12 

82. 《保障政策声明》在印度的应用开始于宪法对部落的界定，特别是设籍部落。有时可能需

要亚行工作人员在审查和分类阶段指出在原住民多的地区需要制定《原住民计划》（或《部落族

群计划》，以防止强势的非原住民群体分得过多的项目利益。在混居和贫困社区应用《保障政策

声明》是另外一个挑战，有些居民为弱势群体但未被认定为部落族群。 

83. 印度各邦处理部落事务的方法各异。有些邦——比如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 

和东北部的邦——对待部落问题非常宽容，制定了有利的政策和法律，而其他邦根本无部落法律。

在制定解决原住民问题的计划文件时，借款人/客户需要确定有关邦的政策、规则和项目，以及国

家级的政策、规则和项目。 

84. 各邦解决部落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各异，亚行工作人员在审查和分类阶段需要与当地专

家磋商，讨论这种框架是否补充了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设籍部落在印度的分布情况可参见国

家人口普查。 

4. 尼泊尔 

85. 尼泊尔是个多民族、多种姓、多宗教和多语言的社会。政府自 1976 年以来就认定“民族”

（janajati，原住民），但 2007 年宪法是第一部认定该国民族的基础法律文件。尼泊尔投票赞成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并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宪法宣布，国家应制定政

策，帮助促进保障“经济上和社会上落后的群体和社区”的利益，制定特别条款保障他们的教育、

医疗和就业。2006 年内战结束后，毛主义党派执政，直接向政府引入他们的强调包括阿迪瓦西在

内的各种族平等的政策。 

86. 尼泊尔关于种姓和民族事务的讨论通常围绕四个主要的种姓、民族和区域群体：巴洪—切

特里人（Bahun-Chhetris）、达利人[Dalits （“贱民”）] 、马德西人（Madhesi） 和土著尼泊尔

                                                           
12  国际原住民事务工作组。《原住民世界》（2012 年）。哥本哈根。第 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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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些族群为印度和藏族移民后裔，生活在高地。居住在台拉平原的塔鲁族（Tharus）和第马

尔族（Dhimals）等部落群体是在其他种姓和民族出现前就存在于此的部落。巴洪—切特里人是

主要族群，虽然是后来者，却在尼泊尔占支配地位，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

宗教和文化上权势大。印度教化的尼瓦尔族（Newars）是聚居在加德满都河谷的原住民群体之一，

约占全国人口的 5%，他们在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突出。 

87. 政府正式认定的 59 个原住民族中，24 个生活在山区，18 个居住在高山，10 个居住在台

拉河，7 个居住在台拉河内岸。通过尼泊尔原住民族联邦，56 个民族组织起来。虽然全国有超过

125 种语言和方言，但卡萨语（尼泊尔语）是唯一官方语言（约 50%的人口以其为母语）。2001

年，该国 2,300 万人口中约 36%是原住民（“民族”）。 

88. 鉴于族群混居，借款人/客户应仔细评估项目对当地族群的影响，考虑其脆弱性，并灵活

应用《保障政策声明》。 

5. 斯里兰卡 

89. 斯里兰卡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斯里兰卡是维达人的家园（土著或“森

林居民”——Wanniyala-Aetto），维达人估计人口为 1,229 人至 4,510 人。13传统上，他们以狩

猎为生，居住在森林深处。但是，多年来他们与主流僧伽罗族群（居住在中北部和乌沃省）以及

泰米尔少数民族（东海岸）密切接触，导致维达族群在文化和经济上被主流社会同化。维达族群

通常被高薪所吸引，在邻近村庄的农业土地上劳作。维达人与僧伽罗族群通婚频繁。维达人没有

被视为斯里兰卡社会的遗弃者。 

90. 1992 年国际劳工组织研究14指出，自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在波隆纳鲁沃和摩酰央伽

那地区推行大型灌溉和殖民计划以来，维达族群人数、分布和社会组织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

项目导致僧伽罗和泰米尔殖民者大量涌入，维达族森林土地减少。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推出灌

溉计划，在加尔河上建筑大坝，鼓励失地农民在丛林土地上安家和耕种。加尔河项目完成后，维

达族群失去了更多的祖传土地和传统生计方式。1983 年乌达瓦拉瓦国家公园等开发项目（马哈威

利河项目）严重影响维达族群的生活，强迫他们迁出祖传土地。人口较少的维达人愈发脆弱，可

能彻底失去自己的身份。 

（五）东南亚 

91. 在东南亚地区应用《保障政策声明》会在每个分区产生不同的问题。 

92. 柬埔寨、老挝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等湄公河流域国家是集权政府，人口移民迁徙历史和模式

相似。所有这三个国家均给予少数民族特别认定，但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少数民族仍被边缘化。

在运用原住民保障要求时，支持能力建设——特别是当地能力建设——是项目计划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因素。 

93. 湄公河次级流域基础设施项目很常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领域。这些项目集中在这些国家

的高地或山区，通常涉及非自愿安置和原住民保障要求。因此，应仔细制定联合安置和原住民计

                                                           
13  国际原住民事务工作组。《原住民世界》（2012 年）。哥本哈根，第 361 页。 
14  国际劳工组织 1992 年研究，http://vedda.org/4-tomei.htm. 



  附录 2 

 
 

89 

划文件，认可受项目影响原住民的重要性，甚至其多数地位。考虑整合安置计划和原住民保障措

施。 

94. 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尼西亚在项目规划阶段事先认定原住民身份更加困难，而社会影响

评价和协商过程通常要按照《保障政策声明》中所述特征和印尼法律来决定《保障政策声明》是

否适用于某项目。可能需要实地考察。鉴于决定《保障政策声明》适用群体所面临的困难，项目

规划者可能有必要访问省级教育、社会事务或文化部门，收集当地族群信息。可以根据本地族群

与国家和区域主流族群的特征来决定当地族群是否属于原住民。 

95. 可以说，菲律宾有着亚太地区最为完善的原住民司法框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亚行和

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政策要求。但是，项目准备中缺少实施指南。通常需要增强其实力，确保原

住民计划文件按计划予以实施。 

1. 柬埔寨 

96. 柬埔寨是多民族社会，高棉人是主要种族。原住民数据较少且缺乏更新。1995 年，内政

部调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约 440,000 人（约占总人口 4%）。在此范畴内，柬埔寨法律认可原

住民的子分类或特殊情况下的“土著少数民族”。这些群体通常指高地民族、高山部落或高棉卢

乌（Khmer Loeu，意为“上层高棉”），表明高棉人在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柬埔寨，所有族群在

不同程度上都是高棉人。 

97. 根据 1997 年高地民族发展跨部门委员会的估算数据，土著少数民族人口约为 120,000 人，

占总人口的约 1%。逾 90%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腊塔纳基里省（根据 1995 年人口普查，

人数达 62,000，占全省总人口的 66%），蒙多基里省（23,000 人，占 71%），上丁省（5,000

人，占 6.6%），以及桔井省（21,000 人，占 8.3%）。还有小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戈公省、柏威

夏省、菩萨省、磅通省、磅埤省、磅湛省、暹粒省、马得望省、班迭棉则省、奥崩棉则省以及西

哈努克港。根据 2008 年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三种主要民族语言为占族语（240,000）、孟－高棉

语（100,000）和傣－卡岱语（20,000）。15 

98. 大部分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包括坦普安族、魁族、克伦族、

卡维族、布劳族、斯腾族和仑族（拼写、数字和族群组成各异）。加莱族（Jarai）和埃地族

（Rhade）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柬埔寨土著少数民族依赖传统半游牧农业、游耕农业和狩猎采

集为生，尽管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传统耕种上搭配耕种低地水稻。高棉移民、农业商业化、林业和

土地特许和政策使原住民开展定居农业，改变了他们的游耕习惯，给其传统土地造成巨大压力。 

99. 2001 年，政府通过了《土地法》，确保土著少数民族社区以个人或集体名义拥有土地权。

在该法令下，原住民社区土地可以定义为居民用地、农业用地和保留用作传统轮流耕种的土地。

法律也认可原住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第 23 条把适用社区具体定义为：“原住民社区是居住在柬

埔寨王国领土内的族群，其成员在民族、社会、文化和经济上具有统一性，他们遵循传统的生活

方式，按照习惯性集体所有规则在其拥有的土地上进行耕种。” 

100. 2002 年《森林法》也认可在永久森林保护区生活的社区拥有“基于传统、习俗、宗教和

生活为目的的习惯使用权”（第 40 条）。《社区森林管理二级法令》（2003 年）也确保原住民

对森林区域的使用和管理权。 

                                                           
15  2008 年人 口普 查。 国 家统 计 局： http://www.nis.gov.kh/index.php/pop-demog-

stat/censuses 

http://www.nis.gov.kh/index.php/pop-demog-stat/censuses
http://www.nis.gov.kh/index.php/pop-demog-stat/cens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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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国民大会在 2009 年 4 月通过了“国家少数民族发展政策”。这项政策旨在“促进了解和

尊重文化多样性，确保土著少数民族在宪法框架下获得利益，保护其传统土地和森林使用权”。

农业发展部下属的少数民族发展司是政府主要负责原住民事务的机构，负责实施国家政策。少数

民族发展部授权协调针对山区、高原和平原地区的发展，监督、评估和报告所有少数民族的实施

计划。因此，作为成功实践，项目规划者与少数民族发展司在原住民保障和规划上进行合作可以

确保原住民计划的所有权。 

102. 柬埔寨是很多国际公约的缔约方，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柬埔寨投

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柬埔寨的原住民组织较差，在实施他们权利时遇到很多困

难，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原住民游说的权利，支持在东北地区建立高地民族协会。 

103. 《保障政策声明》适用于柬埔寨土著少数民族社会群体。有些少数民族可能不一定属于原

住民范畴，包括京族、华人、老挝族，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占族。但是，通过协商将这些族群纳

入评估和设计适当的开发措施却是一种成功实践，特别是通过社会影响评价来识别项目中的弱势

群体。 

2. 印度尼西亚 

104.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种族和文化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少数民族或语言的确切数字不详，

对于使用“原住民”一词存在分歧。保守估计有大约 500 个少数民族，语言种类繁多，而其他来

源估计有多达 2,000 个民族。这种民族多样性是一种支持国家统一的文化资产，这从国家口号

Bhinneka Tunggal Ika（多元一体）中可见一斑。在新秩序时期（1966—1998 年），对 tunggal 

ika（意为统一，可理解为统一的、标准化的努力）的强调远远大于对 bhinneka （多样性）的强

调。（印尼政府）想方设法通过强调统一性的开发政策和项目来限制对民族认同的表达。提民族

认同被认为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随着 1998 年苏哈托总统倒台，公众对多样性的接受被重新纳

入社会和文化事务。 

105. 传统上，在印度尼西亚，与原住民概念相关的用语是 masyarakat terasing，意为偏远和脆

弱的社区。该术语常作为贬义词使用，政府开发项目旨在改变这些社区的落后方式，使其融入主

流社会，但却很少尊重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和身份。为消除 masyarakat terasing 一词的负面含义，

社会事务部将该术语修改为 masyarakat adat terpencil（偏远传统社区）。修改的用语界定了这

种群体的六个特征：人口少，关系紧密、同质性强的群体；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机构；地理位置

偏远，外部人难以抵达；拥有简单技术；高度依赖环境和自然资源；获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服务

有限（1999 年总统令第 111 号）。虽然很难估计原住民人口的数量，但这个狭窄范畴之下所包

含的人口数量约为 150 万，主要居住在西巴布亚、加里曼丹、苏拉威西、苏门答腊和外岛，如松

巴岛、松巴哇岛和马鲁古群岛。 

106. Remote adat communities（偏远法律社区）一词把以前的术语 masyarakat terasing 与认

可更加中立和较少排外的术语 Masyarakat Adat（“惯例法社区”或“法律社区”）的新法律相

结合。Masyarakat Adat 一词是指根据传统建立有自己的管理规则和社会控制的社区。这项法律

承认 adat 社区的地位，列有保护社区及其权利的条款，包括对 ulayat（公共）土地的保护（虽然

这有多种解读）。例子包括《人权法》（1999 年第 36 号法案）和《地方政府法》（1999 年第

22 号法案），以及土地法（1999 年第 5 号法规：《Adat 社区公共权利问题解决指引》）。然而，

《森林法》（1999 年第 41 号法案）没有对 adat 社区和被划分为次等类别国家森林的公共土地提

供同等水平的保护。印度尼西亚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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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使用更包容的术语 Masyarakat Adat，一些 adat 社区在 1999 年成立了国家联盟“Aliansi 

Masyakarat Adat Nusantara”（AMAN），以维护他们的传统法律、文化生活和对土地和自然资

源的控制。AMAN 对 adat 的定义是：“基于血缘世代生活在 adat 土地上的社区，他们对土地和

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社会文化生活受 adat 土地制约和受管理社区生活可持续性的 adat 机构监

管。”根据这个定义，AMAN 估计生活在这种社区的人有 5,000 万～7,000 万。 

108. 随着 AMAN 的成立和政府政策的改变，自我认定为 adat 社区的数量逐渐增加。有些是本

地的原住民，可能包括某区域数个民族。因此，与术语 remote adat communities 相似，术语

Masyarakat Adat 与《保障政策声明》特征不完全相符。虽然没有哪个政府机构全面负责 adat 社

区的事务，但不同的部门会处理有关这种社区的工作，如社会事务部、司法人权部和林业部。 

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09. 约 30%~35%的人口属于主流老挝族。老挝族属于傣卡岱语族群体，包括傣语少数民族。

其他少数民族属于南亚语系（23%）、赫蒙－苗语系（7.4%）和汉藏语系（2.7%）的群体。 

110. 老挝不使用术语“原住民”。1991 年宪法认定老挝为多民族社会。民族众多，术语和分

类不清。1995 年，国家人口普查列出了 47 个主要族群和 149 个次级族群，包括老挝族，但这些

不一定获得当地认可。还有数据估计老挝有 236 个少数民族。目前官方的民族数字是 49。随着

1991 年宪法的启用，政府废除了以前对民族群体所做的具有负面含义的官方区分，即生活在山顶

的高地人（老松族）、生活在山坡的山地人（老桑族）以及低地人（老龙族）。但是，这些叫法

在该国仍有许多人在用，使问题更加复杂。 

111. 傣卡岱语族与其他民族语言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上具有区别（也有例外，比如高地上的泰

族）。《保障政策声明》通常适用于非傣卡岱族，即南亚语系、赫蒙－苗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族群。

为便于叙述，在此统称其为少数民族。大部分少数民族依赖森林资源为生。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烧

垦农业，少部分人以狩猎采集为生。大部分少数民族为万物有灵论者，但有些少数民族信奉老挝

的国教佛教或信奉基督教，常常将其与他们的传统信仰相结合。大部分傣卡岱族是定居当地的耕

种者，依赖于以传统耕种方式为基础的农业，或住在城市里。少数民族居住在老挝各地，特别是

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的高地区域。 

112. 宪法、1992 年少数民族政策和《党中央组织关于新时期少数民族事务的决议》在少数民

族问题上模糊不清。他们认可并促进少数民族权利和平等地位，但规定要建立一个强大且相对统

一的国家，暗示少数民族的次级地位。比如，决议要求强迫安置，努力改变传统的轮垦农耕制度，

根除“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113. 关于土地所有权和森林使用的法律也同样含糊不清，其认可传统森林和资源使用方式，同

时却限制村民习惯性使用资源。关于森林土地的管理和使用的 1996 年第 169 号总理令规定，土

地休耕不得超过 3 年——远远短于正常的轮垦周期。政府可以将这种土地用于再造林或种植园。

1996 年该总理令还确定国家将土地权利分配给农户作永久农耕之用。土地和森林分配计划产生了

重大的负面影响，少数民族分得的土地不足以满足其进行轮垦耕种的生产需求（有时还造成负面

的环境影响）。 

114. 国民大会下属的少数民族委员会负责起草和评估所提议的少数民族法律，并游说实施这些

法律。少数民族研究工作由信息文化部下属的文化研究院负责。民族事务的主要机构是群众组织

——老挝国家建设阵线，该组织设有民族事务处。老挝没有少数民族组织。但是，赫蒙族具有一

定的组织性，他们与政府不时发生对抗。20 世纪 70 年代多起印度支那战争后，很多赫蒙族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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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海外，并建立了国际民族组织，倡导赫蒙族在国内外的利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投票赞成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4. 菲律宾 

115. 原住民保障政策在 1987 年宪法和《第 8371 号共和国法案》（《1997 年原住民权利法》）

中得到确认和保障。宪法规定国家必须认可、尊重和保护土著文化社区的权利，促进和发展他们

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这些权利是制定国家计划和政策的基础。《原住民权利法》进一步保障了

原住民享有的祖传土地权利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而且，法律也认可祖传土地权利，

建立了确定所有权和祖传土地范围的规章。《原住民权利法》鼓励土著社区参与制定本社区的开

发计划和《祖传领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计划》。 

116. 政府认可从西班牙殖民时期开始在菲律宾境内生活的原住民，但原住民的术语表述却不同。

1987 年宪法采用术语“土著文化社区”，1997 年采用“土著民”一词，因此目前的官方术语是

“土著文化社区/土著民”。这个术语用于《原住民权利法》，它包括各种共同具有某些将其与主

流社会分开的条件的群体。 

117. 原住民分散在菲律宾各地，但大部分生活在棉兰老岛（约 61%）和中北部的吕宋岛（约

33%）。没有准确的土著民人数统计数据。国家原住民委员会估计有 110 个官方认可的民族，人

口为 1,400 万～1,700 万（2010 年菲律宾总人口为 9,200 万人）。16 

118. 在吕宋岛，大部分原住民生活在科迪勒拉山北麓，这里的原住民群体包括：廷吉安人

（Tinggian）、伊斯内阿巴尧人（Isneg-Apayao）、卡林阿人（Kalinga）、伊富高人（Ifugao）、

伊巴洛人（Ibaloy）、坎卡奈人（Kankanay）、加当人（Gaddang）和伊隆戈人（Ilongot）。该

区域外的民族有阿格塔人（Agta）、杜马加人（Dumagat）、 尤加人（Yogad）、伊卡拉汗人

（Ikalahan）、卡郎古亚人（Kalanguya）和伊塔维斯人（Itawis），他们居住在马德雷（Sierra 

Madre）山脉的山麓丘陵和狭窄山谷。吕宋岛上的其他原住民是阿格塔人[亦称阿伊塔人（Ayta）、

阿蒂人（Ati）或杜马加人] ，居住在三描礼士省、邦板牙省、打拉省、奎松省、波利略岛和比科

尔半岛。棉兰老岛有大约 15 个主要土著民族。 

119. 原住民之间的政治组织程度高，特别是在科迪勒拉山（如科迪勒拉山人民联盟）和棉兰老

岛部分地区。另外，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支持原住民，比如：特波提巴基金会（倡导），菲律宾跨

文化发展协会和人类观察（二者均从事祖传领地索权事务），高地非政府组织援助中心（提供技

术和学术支持）。 

120. 《原住民权利法》及其辅助指南的颁布使菲律宾成为向原住民提供官方认可的先锋。《原

住民权利法》解决原住民关心的四大问题：祖传土地权，自我管理和赋权，文化完整权，以及社

会公正和人权。该法规还强调保护和发展原住民文化、传统和制度，承诺政府在制定国家法律和

政策时考虑原住民的权利。《原住民权利法》还确立了一个实施机制——国家原住民委员会。 

121. 虽然有很多政府机构处理原住民事务，但《原住民权利法》确立的这个委员会是监督法律

实施的主要政府机构。该委员会是一个隶属于总统办公室的独立机构，有七名委员，代表不同的

民族区域。委员会在全国设立有 13 个区域办事处、46 个省级办事处和 106 个服务中心，共有员

                                                           
1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信息速查》：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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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1,500 名。该委员会曾经历预算不足和取消《原住民权利法》的政治和法律尝试（最高法院在

2001 年做出对其有利的裁决）。 

122. 尽管存在制度问题，国家原住民委员会及其实地办事处是了解就拟建项目开展了什么样的

当地协商和是否制定和拟订了正式协议等问题的合适渠道。正式法律要求项目必须征得当地社区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处理世袭土地或区域（“祖传领地”）索赔。因此，在遵照《保障

政策声明》制定文件时，一定要了解政府已经采取的行动。该委员会还通过与项目区内的原住民

社区协商，签发先决条件证书或项目区与祖传领地无重叠的证明。若无此证明，委员会或原住民

（或二者同时）均有权停止或暂停不符合协商要求的项目。 

123. 其他相关法律包括： 第 1151 号总统令（1977 年菲律宾环境政策），第 7952 号共和国法

案（1995 菲律宾矿业法）和 1992 年第 7586 号共和国法案（国家综合保护区制度）。这些法律

通过让原住民参与环境保护过程和通过资源管理（包括在资源被用于商业开发时拥有特许权）为

原住民提供保护。菲律宾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5. 越南 

124. 根据越南的官方民族划分，该国除主体民族（京族）外，有 53 个“少数民族”。政府认

可“少数民族”，但不使用术语“原住民”。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14%，逾 1,100 万人。大部

分少数民族，特别是最弱势族群，生活在北部山区和中部高地。高棉人、华人和占族生活在中部

海岸低地和湄公河三角洲，而岱族、泰族和芒族则生活在山谷中，以低地水稻耕种为生。 

125. 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界定与《保障政策声明》总体一致。但是，官方划分较为武断。有些少

数民族划在同一民族下，但在文化、农业操作和环境适应上却差异巨大。同时，对于有些较小的

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官方认可族群名单中，当地人的称呼名称不同。因此，官方名单仅作为运用

《保障政策声明》的初期参考。在每个项目区需要进一步评估。17 

126. 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社会机构、生产系统特征，以及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融合方面各不

相同。在北部和中部高地地区，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显著不同，反映了与河内政府的历史

关系。比如，中部高地某些地方，因土地和宗教自由问题发生过内部动乱。在此情况下，开发战

略应符合不同少数民族的需求，并在可能情况下符合官方指定族群内不同社区的需求。 

127. 宪法认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和信仰。政府政策和项目支持相关开发。但是，如同

区域内类似政策，这些少数民族政策相互矛盾，同时鼓励文化保持和同化。有关原则包括：“促

进少数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以及“为民族群体创造有利条件，与主流社会一起发展和

进步，越南所有民族实现共同发展”。部级少数民族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少数民族项目和政策的

实施。 

128. 虽然少数民族受益于政府项目和法律，但是少数民族通常被烙上“落后”和“原始”的标

签。有些项目对少数民族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有关“定居”和稳固轮垦耕种等做法。另外，政

府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鼓励低地京族移入高地，以支援国家的森林和农业企业发展。 

129. 如今在许多传统上少数民族是主体的地方，京族成为主体民族。比如，京族占中部高地地

区总人口的逾 70%，而 1945 年该比例为 5%。另外，根据《1993 年土地法》进行的土地划分并

                                                           
17由民族学研究所进行的研究于 2007 年结束，该研究旨在提供更加准确的划分体系，扩

大少数民族数量。研究结果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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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反映少数民族的实际土地使用情况，他们的大部分资产并未获得所有权。这些政策和项目

导致了环境恶化，增加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压力，同时也降低了少数民族居住地的土地安全性。 

130. 越南投票赞成《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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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区域资源：清单和链接 

（一）国别原住民和贫困概况 

 

1. 以下出版物是配合关于“原住民（少数民族）问题及减少贫困能力建设”（RETA 5953）

的 2001 年亚行区域技术援助（RETA）项目而编撰的覆盖了区域内四个发展中成员体，即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   

 

2. 该项目旨在： 

 

(i) 增强国家减少贫困的能力； 

(ii) 提高亚行采取的影响原住民的援助措施的质量。  

 

3. 该系列出版物由以下部分组成： 柬埔寨 、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 越南等四个国家的国

别报告，一份覆盖这四个国家的区域报告和区域研讨会的记录。该出版物最后形成关于原住民

（少数民族）问题区域行动计划的建议。此外，一份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体就此议题的区域报

告也正由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撰写。 

 

(i) 区域研讨会记录  [.PDF] 

(ii) 区域报告  [.PDF] 

(iii) 柬埔寨  [.PDF] 

(iv) 印度尼西亚  [.PDF] 

(v) 太平洋地区  [.PDF] 

(vi) 菲律宾  [.PDF] 

(vii) 越南  [.PDF] 

 

（二）涉及原住民的主要法律文件（按国别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孟加拉国 1997 年吉大港山区和平协议 

（http://www.mochta.gov.bd/index.php/cht-issues/peace-

accord/peace-accord-english） 

 

1989 年第 19 号、20 号和 21 号山区地方政府委员会法案 

（http://www.mochta.gov.bd/index.php/cht-issues/laws-a-

regulations） 

 

1900 年吉大港山区法规（1900 年孟加拉国法案 I）  

（http://www.mochta.gov.bd/mochta_files/mochta_documents/KeyDo

cuments/Laws_Regulations/CHT_Regulation1900.pdf）  

柬埔寨 2002 年森林法 

（http://www.forestry.gov.kh/Documents/Forestry%20Law_Eng.pdf） 

 

2001 年土地法 

 

国家少数民族发展政策（最新版本的国家政策已于 2007 年 11 月由农

村发展部提交给部长理事会）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CAM/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INO/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PHI/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VIE/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REG/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Conference/Indigenous_Peoples/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Conference/Indigenous_Peoples/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Conference/Indigenous_Peoples/indigenous_proceedings.pdf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REG/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REG/indigenous_reg.pdf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CAM/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REG/indigenous_reg.pdf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INO/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INO/indigenous_ino.pdf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PAC/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PAC/indigenous_pac.pdf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PHI/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PHI/indigenous_phi.pdf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VIE/default.asp
http://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Indigenous_Peoples/VIE/indigenous_vie.pdf
http://www.mochta.gov.bd/index.php/cht-issues/peace-accord/peace-accord-english
http://www.mochta.gov.bd/index.php/cht-issues/peace-accord/peace-accord-english
http://www.mochta.gov.bd/index.php/cht-issues/laws-a-regulations
http://www.mochta.gov.bd/index.php/cht-issues/laws-a-regulations
http://www.mochta.gov.bd/mochta_files/mochta_documents/KeyDocuments/Laws_Regulations/CHT_Regulation1900.pdf
http://www.mochta.gov.bd/mochta_files/mochta_documents/KeyDocuments/Laws_Regulations/CHT_Regulation1900.pdf
http://www.forestry.gov.kh/Documents/Forestry%20Law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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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森林管理二级法令（2003 年） 

（http://www.forestry.gov.kh/Documents/CF-Sub%20Decree-

Eng.pdf）  

中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REAL）[英文版和中文版]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95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 

（http://www.cecc.gov/pages/newLaws/constitutionENG.php?PHPSE

SSID=d2190ac5bf98102681f61d3296aef1a9） 

斐济 斐济事务法（第 120 章） 

 

祖地法（第 133 章） 

（http://www.paclii.org/fj/legis/consol_act_OK/nla131/）  

 

祖地法修正案（2002 年第 13 号修正案）  

（http://www.lands.gov.fj/downloads/native_amnd_act.pdf）  

 

祖地托管法 （第 134 章） 

（http://www.paclii.org/fj/legis/consol_act_OK/nlta206/）  

 

加强土著斐济人和罗图马人参与斐济社会经济发展20年发展计划 

（2001年—2020年） 

（http://www.sprep.org/att/IRC/eCOPIES/Countries/Fiji/81.pdf）  

印度 印度宪法（设籍部落保护、声明和特别条款；第五和第六附录） 

（http://lawmin.nic.in/coi/coiason29july08.pdf）  

 

潘查亚特宪法条款 

（http://hppanchayat.nic.in/73rd%20Amendment%20Act.htm） 

 

设籍区法案潘查亚特附案（PESA） 

（http://hppanchayat.nic.in/pdf%20files/Pesa.pdf）  

 

设籍部落和其他传统森林居民（森林权认定）法案  （2006 年） 

（http://forestrightsact.com/the-act） 

印度尼西亚 环境保护和管理法（2009 年第 32 号法案） 

（http://faolex.fao.org/docs/pdf/ins97643.pdf） 

 

森林法 （1999 年第 41 号法案） 

（http://www.bkpm.go.id/file_uploaded/Law_4199.htm） 

 

人权法（1999 年第 39 号法案）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members/full-

members/indonesia/downloads/legal-

framework/indonesiaact_notes.pdf） 

 

1999 年第 5 号法规：Adat 社区公共权利问题解决指引 

（http://hukum.unsrat.ac.id/tanah/menagraria_5_1999.pdf） 

http://www.forestry.gov.kh/Documents/CF-Sub%20Decree-Eng.pdf
http://www.forestry.gov.kh/Documents/CF-Sub%20Decree-Eng.pdf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9507
http://www.cecc.gov/pages/newLaws/constitutionENG.php?PHPSESSID=d2190ac5bf98102681f61d3296aef1a9
http://www.cecc.gov/pages/newLaws/constitutionENG.php?PHPSESSID=d2190ac5bf98102681f61d3296aef1a9
http://www.paclii.org/fj/legis/consol_act_OK/nla131/
http://www.lands.gov.fj/downloads/native_amnd_act.pdf
http://www.paclii.org/fj/legis/consol_act_OK/nlta206/
http://www.sprep.org/att/IRC/eCOPIES/Countries/Fiji/81.pdf
http://lawmin.nic.in/coi/coiason29july08.pdf
http://hppanchayat.nic.in/73rd%20Amendment%20Act.htm
http://hppanchayat.nic.in/pdf%20files/Pesa.pdf
http://forestrightsact.com/the-act
http://faolex.fao.org/docs/pdf/ins97643.pdf
http://www.bkpm.go.id/file_uploaded/Law_4199.htm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members/full-members/indonesia/downloads/legal-framework/indonesiaact_notes.pdf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members/full-members/indonesia/downloads/legal-framework/indonesiaact_notes.pdf
http://www.asiapacificforum.net/members/full-members/indonesia/downloads/legal-framework/indonesiaact_notes.pdf
http://hukum.unsrat.ac.id/tanah/menagraria_5_19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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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 

老挝宪法（1991 年） 

（http://www.mof.gov.la/?q=en/node/119） 

党中央组织关于新时期少数民族事务的决议（1992 年） 

尼泊尔 尼泊尔宪法（2007 年） 

（http://www.supremecourt.gov.np/main.php?d=lawmaterial&f=constit

ution）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宪法，部落区域条款（第 3 章） 

（http://www.pakistani.org/pakistan/constitution/part12.ch3.html） 

 

菲律宾 1997 年原住民权利法 （第 8371 号共和国法案）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10/RA08371.pdf）  

 

1995 年菲律宾矿业法（第 7942 号共和国法案）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9/Ra07942.pdf）  

 

1992 年国家综合保护区制度法（第 7586 号共和国法案）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8/Ra07586.pdf）  

 

1991 年地方政府法（第 7160 号共和国法案）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8/Ra07160.pdf）  

 

1989 年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组织法（ARMM）（第 6734 号共和国

法 案，后修改为第 9054 号共和国法案）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8/Ra06734.pdf）  

 

菲律宾森林法修订案 （1975 年第 705 号总统令，后经多次修正）  

（http://www.lawphil.net/statutes/presdecs/pd1975/pd_705_1975.htm

l） 

越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http://www.Viet Namlaws.com/freelaws/Constitution92(aa01).pdf）  

 

2006 年-2010 年少数民族和山区极度困难群体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第

135 号项目第二阶段）  

(http://www.cema.gov.vn/modules.php?name=Content&op=details&m
id=4405) 
 

1996 年 1 月 8 日第 41 号 通告：管理和指导少数民族和山区区域确认

标准的具体化 

（http://www.cema.gov.vn/modules.php?name=Content&op=details&

mid=8636#ixzz2Db1ObAf1） 

 

（三）区域合作伙伴（按国别，以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孟加拉国 

政府部委 吉大港山区事务部（MoCHTA）  

http://www.mochta.gov.bd 
 

http://www.mof.gov.la/?q=en/node/119
http://www.supremecourt.gov.np/main.php?d=lawmaterial&f=constitution
http://www.supremecourt.gov.np/main.php?d=lawmaterial&f=constitution
http://www.pakistani.org/pakistan/constitution/part12.ch3.html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10/RA08371.pdf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9/Ra07942.pdf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8/Ra07586.pdf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8/Ra07160.pdf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08/Ra06734.pdf
http://www.lawphil.net/statutes/presdecs/pd1975/pd_705_1975.html
http://www.lawphil.net/statutes/presdecs/pd1975/pd_705_1975.html
http://www.vietnamlaws.com/freelaws/Constitution92(aa01).pdf
http://www.cema.gov.vn/modules.php?name=Content&op=details&mid=4405
http://www.cema.gov.vn/modules.php?name=Content&op=details&mid=4405
http://www.cema.gov.vn/modules.php?name=Content&op=details&mid=8636#ixzz2Db1ObAf1
http://www.cema.gov.vn/modules.php?name=Content&op=details&mid=8636#ixzz2Db1ObAf1
http://www.mochta.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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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港山区区域委员会  

chtrc@yahoo.com 
 

总理办公室特别事务处 

达卡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府组织

/CSOs） 

 

孟加拉原住民/阿迪瓦西论坛 

62 Prabal Housing, Ring Road 
Mohammadpur, Dhaka -1207, Bangladesh 
+88-02-8122881 

电邮：sanjeebdrong@gmail.com（秘书长，Sanjeeb Drong） 

 

孟加拉国行动援助 

House #8, Road#136, Gulshan 1 
Dhaka-1212, Bangladesh 

 http://www3.actionaid.org/bangladesh/index.html  

+88 288 15991/2（电话）；+88 28815087（传真） 

 

创新者（Unnayan Onneshan） 

http://www.unnayan.org  
16/2 Indira Road, Farmgate  
Dhaka-1215, Bangladesh 
G.P.O. Box No: 2251 

+ 88 02 8158274, 9110636（电话）；+88 02 8159135（传真）  

电邮：info@unnayan.org 该邮件地址受反垃圾邮件程序保护。需要

JavaScript 阅读邮件。 

  

马里亚基金会（Maleya Foundation） 

Khagrapur, Khagrachari, Chittagong Hill Tracts 

电话：+880 155 6772657 

tripura_mk@yahoo.co.uk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兰加马蒂办事处 

（吉大港山区开发机构） 

http://www.un-bd.org/undp 
Rajbari Road, Rangamati 4500, Chittagong Hill Tracts 

电话：+880-351-61801 to 61805 

柬埔寨 

政府部委 高地居民开发委员会 

 

少数民族开发部 

农村和发展部（MRD） 

（http://www.mrd.gov.k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

&id=98&Itemid=74&lang=en）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治组织

/CSOs） 

开发和合作在行动 （DPA）  

电话：（855-23）216 369 / 216 495 

电邮：mam.sambath@everyda.com.kh 

 

mailto:chtrc@yahoo.com
mailto:sanjeebdrong@gmail.com
http://www3.actionaid.org/bangladesh/index.html
http://www.unnayan.org/
mailto:info@unnayan.org
mailto:tripura_mk@yahoo.co.uk
http://www.un-bd.org/undp
http://www.mrd.gov.k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8&Itemid=74&lang=en
http://www.mrd.gov.k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8&Itemid=74&lang=en
mailto:mam.sambath@everyda.com.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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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原住民青年协会 

电话：+855 11 400076 

电邮：nokven.ipunciya@gmail.com  

 

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论坛 

电话：（855-23）214 429；手机：（855-12）235 211 

http://www.ngoforum.org.kh  

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国际和本地非政府组织会员名单请访问： 

http://www.ngoforum.org.kh/About%20Us/memberlists.htm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柬埔寨国际合作（ICC）  

电话：（855-23）215 200 / 213 310 

传真：（855-23） 213 100 

手机：（855-12） 407 317 

电邮：pawley@icc.org.kh 

 

国际农村重建研究所（IIRR）  

http://www.ik-pages.net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www.undp.org.kh 

电话：（855-23）221 107 

电邮：sopheap.yin@undp.org 

中国 

政府部委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http://www.seac.gov.cn（中文） 

国际司 

 

中国 

北京西城区 

太平桥大街 252 号，邮编 100800 

电话： +86, 10 66083451 或 66508406 

传真：+86, 10 66024923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府组织

/CSOs）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 

秘书长办公室 

电话： 86 10 66034553 

电邮：caeeyf@263.net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北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电话：+86 10 64932940 

 

广西社会科学院 

电话：+86 771 587-0736 

mailto:nokven.ipunciya@gmail.com
http://www.ngoforum.org.kh/
http://www.ngoforum.org.kh/About%20Us/memberlists.htm
mailto:pawley@icc.org.kh
http://www.ik-pages.net/
http://www.undp.org.kh/
mailto:sopheap.yin@undp.org
http://www.seac.gov.cn/
mailto:caeeyf@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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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丽江黑龙潭公园 

电话/传真：+86 888 5128937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Yxgood2001@yahoo.com  

电话：+86 871 4140467 

 

云南民族博物馆 

http://www.ynnmuseum.com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路 1503 号，邮编 650228 

电话：+86 871 4311217；4312091 

斐济 

政府部委 总理办公室，公共服务  

人民变革、信息和省份发展章程  

土著事务部 

（http://www.fijianaffairs.gov.fj/） 

 

祖地和渔业委员会  

（http://www.fijianaffairs.gov.fj/NLFC.html） 

 

iTaukei 土地信托委员会（iTaukei Land Trust Board） 

http://www.tltb.com.fj/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ILO）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region/asro/suva/countries/fiji.htm 

手机：（855-12）890 289 

电邮：sophorns@ilo.org 

印度 

政府部委 部落事务部  

http://tribal.nic.in/index.asp  
Shastri Bhavan, New Delhi -110001 
 

国家少数民族委员会 

http: //ncm.nic.in 
Lok Nayak Bhavan, Khan Market, New Delhi 110003 

电话：+91 11 24618349 

传真：+91 11 24693302, 24642645, 24698410 

 

国家设籍部落委员会 

http://ncst.nic.in 
Lok Nayak Bhawan 
Khan Market, New Delhi -110003 
 

除名部落、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国家委员会 

http://ncdnsnt.gov.in/ 

mailto:Yxgood2001@yahoo.com
http://www.ynnmuseum.com/
http://www.fijianaffairs.gov.fj/
http://www.fijianaffairs.gov.fj/NLFC.html
http://www.tltb.com.fj/
http://www.tltb.com.fj/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region/asro/suva/countries/fiji.htm
mailto:sophorns@ilo.org
http://tribal.nic.in/index.asp
http://ncm.nic.in/
http://ncst.nic.in/
http://ncdnsnt.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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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d Floor, 'C' Wing, 
August Kranti Bhawan, Bhikaji Cama Place  
New Delhi -110066 

电话/传真：91-11-26184883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府组织

/CSOs） 

 

亚洲原住民和部落民网络 

www.aitpn.org/about.htm 
9627, Janakpuri, New Delhi -110058, India 

电话/传真：+91 11 25503624 

 

印度东北部原住民和部落民联盟  (ICITP-NEZ)  

http://www.icitp-nez.org/ 
C-9,9555, Vasant Kunj, New Delhi -70 

电话：+91-11- 626139586 

电邮：icitp.india@gmail.com 

 

东北民族联盟 

http://nealliance.net/  

电话：+91 9862917563 

电邮：wramd@yahoo.com 

 

钦族人权组织 

Aizawl, Mizoram  

电话：+91 11 2346585 

邮箱：suikhar@hotmail.com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印度行动援助 

http://actionaidindia.org 
 

印度乐施会信托基金 

www.oxfamint.org.in 
    

印度乐施会 

http://www.oxfamindia.org/  
2nd Floor, 1 Community Centre 
New Friends Colony, New Delhi 110 065 

电话：+91 11 4653 8000 / 传真：+91 11 4653 8099 

印度尼西亚 

政府部委 司法和人权部 

 

社会事务部 

 

林业部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府组织

/CSOs） 

 

森林居民项目 

http://www.forestpeoples.org/ 
 

群岛原住民联盟（AMAN） 

http://www.aman.or.id/  
National Secretariat, Jl. B No. 4 RT/RW 001/006 

http://www.aitpn.org/about.htm
http://www.icitp-nez.org/
http://nealliance.net/
mailto:wramd@yahoo.com
mailto:suikhar@hotmail.com
http://actionaidindia.org/
http://www.oxfamint.org.in/
http://www.oxfamindia.org/
http://www.forestpeoples.org/
http://www.aman.o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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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p. Rawa Bambu I, Pasar Minggu 
Jakarta Selatan 

电话/传真： +62-21-780277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政府部委 民族事务部 

老挝国家建设阵线 [ Lao Front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LFNC) ] 

地址：Thanon Khouvieng, Ban Sisakhet, Muang Chanthaburi, 

Vientiane, Laos 

电话：+856 21 213752, +856 21 213754 

传真：+856 21 213752 

信息文化部文化研究所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国际乐施会 

http://www.oxfam.org/en/development/laos  
 

澳大利亚乐施会 

http://www.oxfam.org.au/world/asia/laos/ 

尼泊尔 

政府部委 本地开发部 

http://www.mld.gov.np/ 
Shreemahal Pulchwok, Lalitpur 

电话：+977 1 5523329 

 

国家原住民发展基金 会 

http://www.nfdin.gov.np 

电话：+977 1 5553175, 5528370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原住民尼泊尔联合会 

www.nefin.org.np 
Dhobighat Nayabato 
Lalitpur, Bagmat 
Post Box No. 8975 EPC 1851 

电话：+977 1 5555054 

传真：+977 1 5554236 

 

尼泊尔原住民人权律师协会  (LAHURNIP)  

http://www.lahurnip.org/  
Anamnagar, Kathmandu Nepal 
P.O. Box no.: 11179 

电话：+977-01-4770710 

电邮：info@lahurnip.org 

巴基斯坦 

政府部委 少数民族部 

http://minorities.gov.pk  

电话：+92 51 9203904 

传真：+92 51 9223755 

 

少数民族事务联邦咨询委员会 

 

喀纳什人国家委员会 

http://www.oxfam.org/en/development/laos
http://www.oxfam.org.au/world/asia/laos/
http://www.mld.gov.np/
http://www.nfdin.gov.np/
http://www.nefin.org.np/
http://www.lahurnip.org/
mailto:info@lahurnip.com
http://minorities.gov.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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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和北方事务部 

http://www.kana.gov.pk/ 
 

宗教事务部 

http://www.mora.gov.pk/  
 

州和边境地区部 

http://safron.gov.pk/  

电话：+92 51 9203032  

 

FATA 开发公司 

http://www.fata.gov.pk/subpages/khyber.php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国际农村重建研究所 (IIRR)  

http://www.ik-pages.net 

菲律宾 

政府部委 国家原住民委员会 

www.ncip.gov.ph 
2nd Floor N. de la Merced Building 
Cor. West and Quezon Avenues, Quezon City 

电话：+63 2 3739787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府组织

/CSOs） 

科迪勒拉山人民联盟 (CPA)  

www.cpaphils.org 

电话：+63 74 3044239 

传真：+63 74 4437159 

 

卡拉汗教育基金会 (Kalah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KEF)  

Friendship House 4 J Luna St. San Francisco del Monte 
Quezon City 

电话/传真：+63 2 3721146 

 

菲律宾原住民联盟 [Kalipunan ng Katutubong Mamamayan ng 

Pilipinas (KAMP) ]  
 

KAMP 秘书处 

70-B Matahimik St. UP Teachers Village, Quezon City 

电话/传真：+63 2 9211058 

 

菲律宾跨文化发展协会（PAFID）  

www.lapad.org/pafid/index.htm 
PAFID-MANILA 
71 Malakas Street, Diliman 
Quezon City 110, Philippines 

电话：+63 2 9286267, 9274580, 4355408 

传真：+63 2 4355406 

 

http://www.kana.gov.pk/
http://www.mora.gov.pk/
http://safron.gov.pk/
http://www.fata.gov.pk/subpages/khyber.php
http://www.ik-pages.net/
http://www.ncip.gov.ph/
http://www.cpaphils.org/
http://www.lapad.org/pafi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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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部落发展基金公司  

1258 Crescor Bldg, Quezon Avenue, Q.C. 

国际组织 

（多边/双边机

构/国际非政府

组织） 

亚洲土著人民同盟 

http://www.aippnet.org/home/index.php  
108, Moo 5, T. Sanpranate,  
A.Sansai, Chiang mai 50210 

Thailand +66 53 380168 (电话)；+66 53 380752 (传真) 

 

热带森林原住民部落国际联盟  

 http://www.international-alliance.org/ 
 

IKAP-Network MMSEA（东南亚大陆山地本土知识和原住民能力建设

网络）  

http://www.ikap-mmsea.org/  
 

Tebtebba（土著人政策研究和教育国际中心） 

http://www.tebtebba.org/ 
1 Roman Ayson Road Baguio City 2600 Thailand 

电话：+63 74 4447703；+63 2 4410336（马尼拉办公室） 

传真：+63 74 4439459 

越南 

政府部委 国民大会—民族委员会  

 

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 

（http://www.cema.gov.vn/index.php?newlang=english） 

 

原住民组织 

（POs/国家非

政府组织

/CSOs） 

VUFO-NGO 资源中心 

http://ngocenter.org.vn/default.asp  
La Thanh hotel, 218 Doi Can, Hanoi 

电话：+84 (0)4 832 8570  

传真：+84 (0)4 832 8611 

 

国际组织 

（多边/ 双边

机构/ 国际非

政府组织） 

国际关怀组织 

http://www.careinternational.org.uk/10957/VietNam/care-in-Viet 
Nam.html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 

http://www.ifad.org/english/operations/pi/vnm/index.htm  
 

http://www.aippnet.org/home/index.php
http://www.ikap-mmsea.org/
http://www.tebtebba.org/
http://www.cema.gov.vn/index.php?newlang=english
http://ngocenter.org.vn/default.asp
http://www.careinternational.org.uk/10957/VietNam/care-in-Viet%20Nam.html
http://www.careinternational.org.uk/10957/VietNam/care-in-Viet%20Nam.html
http://www.ifad.org/english/operations/pi/vn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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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原住民影响分类 

（一） 说明  
i. 项目组填写本表格并上报环境和保障处（RSES），供处长审批和首席合规官（CCO）批准。   

ii. 项目分类是个持续的过程。若项目组成部分或（和）场地发生变化，则分类也将随之改变。此时，相关部门须递交新表格，申请重新分类，并由

环境和保障处处长签批和首席合规官（CCO）批准。旧表格附上以作参考。 

iii. 项目组须指明项目是否需要原住民社区的广泛社区支持。以下项目活动需要征得广泛社区支持：(1)对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2)

要求原住民从传统土地或世袭土地上迁移；(3)对原住民在用的世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开发，而这种开发会影响原住民的生计或影响界定

原住民身份和所属的文化用途、礼仪用途或精神用途。 

iv. 另外，项目组可以在意见栏注明项目为高度复杂和敏感项目，需由首席合规官批准。高度复杂和敏感项目是 A 类项目的分项目，亚行视该类项目

为具有高度风险或争议或将会产生严重、多方面、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或）环境影响。 

 

（二） 项目信息  

国家/项目编号/项目名 ：  

   

局/处 ：  

处理阶段 ：  

方式 ：  

[ ] 项目贷款   [ ] 规划贷款   [ ] 金融中介   [ ] 普通企业融资 

[ ] 行业贷款   [ ] 多批次融资贷款      [ ] 紧急援助 [ ] 赠款 

[ ] 其他融资形式：    

       

（三） 原住民分类  

     

         [  ] 新   [  ] 重新划分 ― 先前类别 [  ] 

 

  A 类 

  

  B 类 

  

  C 类 

  

    FI 类 

（四） 项目是否需要受影响原住民广泛社区支持  
 

   是          否 

（五） 意见 

项目组意见： 

 
 
 

环境和保障处 意见： 

 

（六） 批准   

提议人： 

 

 审查人： 

 

项目组组长，{局/处}  区域可持续发展局/环境和保障处社会保障专家 

日期：   
 

日期： 

 

 
 

 

 

审批人： 

 

社会发展专家，{局/处}  环境和保障处处长 

日期：   日期：  

   

审批人： 

 
 

 
批准人：  

 

 
高度复杂和敏感项目 

处长，{处}  首席合规官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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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影响审查单 

 
 

主要问题 

（请在备注栏填写详情） 

是 否 不详 备注 

（一）原住民身份识别 
    

1. 居住在项目区或使用项目区的社会文化群体是否可以被

视为项目区域内的“部落”（山地部落、设籍部落、部落

民族）、“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社区”？ 

    

2.是否有国家法律（或地方法律）或政策及人类学研究认

为 居住在项目区或使用项目区的群体属于“少数民族”、

设籍部落、部落民族或文化社区？ 

    

3.这种群体是否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群

体？  

    

4. 这种群体是否集体依附于独特的栖息地或祖传领土和

（或）依附于这些栖息地和领土上的自然资源？ 

    

5. 这种群体是否保持着与主流社会和文化明显不同的文

化、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  

    

6. 这种群体是否说独特的语言或方言？  
    

7. 这种群体是否在历史上、社会上和经济上被边缘化、被

剥夺权利、被排斥和（或）被歧视？ 

    

8. 这种群体是否被国家或地方的正式决策机构描述为“原

住民”、“少数民族”、“设籍部落”或“部落民族”？ 

    

（二） 潜在影响识别 
   

    

9. 项目是否会直接或间接让原住民受益或服务于原住民？     

10. 项目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原住民的传统社会文化生

活或信仰？（比如，育儿、卫生、教育、艺术和治理） 

 

    

11. 项目是否会影响原住民的生计体系？（比如，粮食生

产体系、自然资源管理、手工艺和贸易、就业情况） 

    

12. 项目是否将位于被原住民占用、拥有或使用的地区和

（或）被宣称是祖传领地的地区？  

    

（三） 特殊要求识别 

项目活动是否包括： 
    

13. 对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     

14. 要求原住民从传统土地或世袭土地上迁移？     

     

15.对原住民在用的世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比如矿产、碳

氢化合物、森林、水、狩猎地或捕渔区）进行商业开发，

而这种开发会影响原住民的生计或影响界定原住民身份和

所属的文化用途、礼仪用途或精神用途？ 

    

16. 对被原住民传统上拥有或习惯上使用、占用或宣称有

所有权的土地和领土的权利进行法律认定？  

    

17. 对被原住民传统上拥有或习惯上使用、占用或宣称有

所有权的土地进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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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预计项目对原住民的影响 

 

项目组成部分/活动/ 结果 正面预期影响 负面预期影响 

1.   

2.   

3.   

4.   

5.   
 

注：若需要，项目组可附加额外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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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不同贷款方式下原住民保障工具  

1. 亚行提供多种投资工具，包括独立项目贷款、规划贷款、行业贷款、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

紧急援助贷款、金融中介贷款和公司融资。根据贷款工具的性质不同，原住民保障要求也不同。 

 

 
贷款类型和原住民保障要求 

 

工具 

 

原住民保障要求 

独立项目贷款   一份《原住民计划》（IPP）  

政策性规划贷款  制定原住民潜在影响汇总表，配合政策行动支持以及适当缓解措施，进行程度

估计和原因判断。 

行业贷款  制定项目整体的《原住民计划框架》，包括社会影响评价和有意义的协商计划

的概要，在项目批准前由借款人/客户提交。 

 在制定并提交《原住民计划》审批前，确定一至二个核心子项目。 

 保障要求3（SR3） 适用于所有子项目。  

多批次融资贷款机

制 

 制定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整体的《原住民计划》，包括社会影响评价和有意义

的协商方法的概要，在项目批准前由借款人/客户递交。 

 保障要求3适用于每批次的所有子项目。  

紧急援助贷款  制定项目整体的《原住民计划》，包括社会影响评价概要，在项目审批前由借

款人/客户递交。 

现有机制  审计现有原住民保障的合规性，评估是否符合保障要求3的要求。 

 若发现不合规情况，及时制定矫正行动计划，包括补救行动、预算、时间表。

在亚行批准前递交。 

金融中介贷款  按照亚行批准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审查子项目对原住民的影响。 

 金融中介尽职调查过程向亚行指出可能影响原住民的子项目。 

 对于每一个影响原住民的子项目，递交《原住民计划》供亚行批准。 

一般公司融资  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外部审计，过去和现在的业绩是否符合亚行《保障政策声

明》。 

 依需要与亚行达成矫正行动计划，遵循或保持遵循亚行的《保障政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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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原住民计划》概要 

1. 该概要是《保障要求3》的一部分。所有影响原住民的项目都需要制定《原住民计划》。

计划的详细和全面程度应与对原住民的潜在影响相当。本概要的很多方面将对制定《原住民计划》

有指导作用，但不必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一）《原住民计划》摘要 

 

2. 本部分简明扼要描述主要事实、发现以及所建议的行动。 

 

（二）项目描述 

 

3. 本部分对项目进行总体描述，讨论可能影响原住民的活动的项目组成部分，确定项目区域。 

  

（三）社会影响评价 

 

4. 本部分：  

 

(i) 审查可适用于项目环境下原住民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ii) 提供以下方面的基线信息：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人口、社会、文化和政治特征，原

住民传统拥有或世袭使用或占用的土地和领土，以及原住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iii) 识别主要的项目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准备和实施的每个阶段，建立具有文化适宜性

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流程，与原住民进行有意义的协商，考虑评估和基本情

况。 

(iv) 基于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的有意义的协商，评估项目潜在的负面和正面影响。运用

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法，分析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在某种特别环境下的脆弱性

和风险，以及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紧密联系，相比其居住社区、地区和社会主流群

体，他们所缺少的使用资源的机会，而这些方面是决定潜在负面影响的关键。 

(v) 运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法，评估受影响原住民对项目的看法及项目对其社

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影响。 

(vi) 基于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的有意义的协商，识别和推荐避免负面影响所需要的措施；

或者，若这种措施不可行，识别减小、减缓和（或）补偿这种影响的措施，和识别

确保原住民获取与文化相适宜的项目利益的措施。 

 

（四）信息披露、协商和参与 

 

5. 本部分： 

 

(i) 描述在项目准备阶段对受影响原住民开展的信息披露、协商和参与工作的流程； 

(ii) 总结原住民对社会影响评价的意见，确定协商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在项目设计中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iii) 对于需要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活动，记录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协商过程和结果，

为项目活动进行协商所达成的协议，以及解决这种活动影响的保障措施； 

(iv) 描述在项目实施阶段确保原住民参与所采用的协商和参与机制； 

(v) 确定向原住民社区披露《原住民计划》的草案和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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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利措施 

 

6. 本部分详述了使原住民获得社会经济利益的保障措施，这些利益要符合当地文化、促进两

性平等。 

 

（六）缓解措施 

 

7. 本部分明确说明避免对原住民不利影响的措施；若不利影响不可避免，则明确说明减小、

减缓和（或）补偿这种影响的措施。 

 

（七）能力建设 

 

8. 本部分阐述增强以下方面的社会、法律和技术能力的措施：(1)政府机构解决项目区内原住

民问题；(2)项目区域内原住民组织更有效代表受影响原住民。 

 

（八）申诉机制 

 

9. 本部分描述原住民申诉流程，并说明原住民如何使用该流程，以及该流程如何照顾到文化

特征，并且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 

 

（九）监测、报告和评估 

 

10. 本部分描述适合项目的机制和标准，监测和评估《原住民计划》的实施，并明确受影响原

住民参与准备和监督验证工作的安排，以及明确评估报告工作安排。 

 

（十）机构安排 

 

11. 本部分描述实施《原住民计划》各项措施的机构安排、职责和机制，并描述让有关地方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实施《原住民计划》措施的程序。 

 

（十一）预算和融资 

 

12. 本部分详细列举《原住民计划》所述的所有活动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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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原住民计划》适当性评估单 

（一）《原住民计划》概要 

 简明扼要描述关键事实、重大发现和建议采取的行动   

（二）项目描述 

 对所提供项目的一般描述  

 描述可能对原住民产生影响的项目组成部分和活动   

 确定项目区域  

（三）社会影响评价 

 检查可适用于项目环境下原住民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提供受影响原住民社区人口、社会、文化和政治特征的基本信息  

 提供受影响原住民赖以生存的世袭土地和资源的信息  

 识别主要的项目利益相关方  

 详述在项目准备和实施各阶段与原住民进行具有文化适应性和促进性别平等的

有意义协商的程序 

 

 通过协商评估项目潜在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式，分析受影响原住民的脆弱性和评估原住民对

项目影响的看法 

 

 通过协商识别避免或减小负面影响的措施，或者减缓或补偿这种影响的措施  

 通过协商识别确保原住民获取与文化相适宜的项目利益的措施  

（四）信息披露、协商和参与 

 描述在项目准备阶段向受影响原住民社区提供信息披露、协商和参与的流程   

 总结原住民对社会影响评价结果的意见和反馈  

 识别在协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说明这些问题在项目设计中是如何得以妥善

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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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需要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活动，适当记录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协商过程

和结果，包括为项目活动进行协商所达成的协议和解决这种活动影响的保障措

施 

 

 描述在实施阶段采用的协商和参与机制  

 确认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原住民计划》中的信息  

 借款人/客户赞成《原住民计划》，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五）有利措施 

 详述使原住民获得社会经济利益的保障措施，这些利益要符合当地文化、促进

两性平等。 

 

 明确说明确保性别回应性利益的措施  

（六）缓解措施 

 描述避免对原住民不利影响的措施  

 提供减小、减缓和补偿对原住民不利影响的措施  

（七）能力建设 

 提供加强有关政府机构解决项目区内原住民问题的能力的措施  

 提供加强项目区内原住民（组织）更有效地代表受影响原住民的能力的措施  

（八）申诉机制 

 描述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申诉的流程  

 说明原住民如何运用该流程，阐述该流程照顾到文化特征，并对性别问题有敏

感认识 

 

（九）监测、报告和评估 

 描述适合项目和监测《原住民计划》实施的机制和标准  

 描述让受影响原住民参与监测《原住民计划》实施的安排  

（十）机构安排 

 准确概述实施各项措施的机构安排、职责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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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让有关地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实施《原住民计划》措施的程序  

（十一）预算和融资 

 详细提供《原住民计划》中所有活动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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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原住民计划框架》概要 

（一）引言 

 

1. 本部分简要描述拟融资项目及其子项目和（或）组成部分，并解释有些子项目的《原住民

计划》在项目评估前无法制定的原因。 

 

（二）目标和政策框架 

 

2. 本部分： 

 

(i) 澄清制定和实施《原住民计划》的管理原则和目标，并表明如何符合亚行要求； 

(ii) 对比可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和保障政策声明，并描述弥补潜在不足的措施； 

(iii) 描述审查和选择项目组成部分、项目和（或）子项目的标准。 

 

（三）识别受影响原住民 

 

3. 本部分： 

 

(i) 描述如何在项目中应用亚行《保障政策声明》的标准来识别被认为是原住民的群体； 

(ii) 提供最可能受项目或子项目影响的原住民的信息； 

(iii) 描述项目或子项目对原住民的潜在积极和消极影响。 

 

（四）子项目和（或）项目组成部分的社会影响评价和《原住民计划》 

 

4. 本部分制定对子项目和（或）项目组成部分进行社会影响评价的计划[见附录3第（三）部

分——《保障政策声明》之保障要求3]，并阐明对以下工作的要求和安排：（1）审查和分类；

（2）《原住民计划》的准备。 

 

（五）协商和参与 

 

5. 本部分概述在子项目准备和实施各阶段，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有意义协商时所采用的方法

和策略。对于需要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活动，本部分还将概述记录协商过程的方法和流程，以确

定获得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广泛支持。 

 

（六）披露 

 

6. 本部分概述披露安排，比如向受影响原住民和公众传播的信息以及传播方法和方式。 

 

（七）申诉机制 

 

7. 本部分讨论为受影响原住民建立申诉机制的措施，这些措施要照顾到文化特征，且对性别

问题有敏感认识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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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机构安排和实施安排 

 

8. 本部分描述机构安排，包括审查和分类，社会影响评价，以及制定和监测《原住民计划》

所需要的能力建设。 

 

（九）监测和报告安排 

 

9. 本部分确定建立监测和报告适用的机制和基准所要采取的措施。 

 

（十）预算和融资 

 

10. 本部分提供指示性预算，并确定资金来源和分配、批准和发放资金的职责，包括应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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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原住民计划框架》适当性评估单 

（一）引言 

 描述拟融资项目、子项目和（或）项目组成部分  

 解释有些子项目的《原住民计划》在项目评估前无法制定的原因  

（二）目标和政策框架 

 澄清制定和实施《原住民计划》的管理原则和目标，并表明如何符合亚行要求  

 描述可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和保障政策声明，以及弥补不足的措施  

 描述审查和选择项目组成部分、项目和（或）子项目的标准  

（三）识别受影响原住民 

 说明如何在项目中应用亚行《保障政策声明》的标准来识别被认为是原住民的

群体 

 

 提供最可能受项目或子项目影响的原住民信息  

 描述项目或子项目对原住民的潜在积极和消极影响  

（四）子项目和（或）项目组成部分的社会影响评价和《原住民计划》 

 概述对子项目和（或）项目组成部分进行社会影响评价的计划  

 描述审查子项目和（或）项目组成部分的影响的标准及制定子项目和（或）项

目组成部分的《原住民计划》的标准 

 

（五）协商和参与 

 概述在子项目准备和实施的每个阶段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有意义的协商所采用

的方法和策略 

 

 对于需要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活动，提供记录协商过程的方法和流程，以确定

获得这种广泛支持 

 

（六）披露 

 概述披露安排，比如向受影响原住民传播的信息以及传播方法和方式  

 借款人/客户赞成《原住民计划框架》，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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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诉机制 

 讨论为受影响原住民建立申诉机制，该机制要照顾到文化特征，且对性别问题

有敏感认识申诉  

 

（八）机构安排和实施安排 

 提供准备、实施和监测子项目《原住民计划》的机构安排  

 提供开展能力建设的措施  

（九）监测和报告安排 

 描述建立监测和报告适用机制要采取的措施  

 提供监测和报告的适用基准  

（十）预算和融资 

 提供指示性预算   

 确定资金来源和分配、批准和发放资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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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概要 

 

引言 

 

1. [本部分说明了基金概况，并介绍了现有及潜在投资组合的业务及活动性质。本部分还讨

论可能由基金利用亚行资金进行融资的投资活动的性质。] 

  
 
 

环境和社会管理政策以及适用要求 

 

（一）政策 

 

2. （基金名称）的环境和社会管理政策于……..（年/月/日）]由董事会批准 [或由……..（行

长或其他人员）签署]。该政策陈述如下： 

 

3. 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目的是： 

 

(i) 避免和当无法避免时尽量减少和缓解投资对环境和受影响人群的不利影响； 

(ii) 将环境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4. （基金名称） 继续努力确保和加强对在所有活动、产品和服务中的有效环境和社会管理，并

特别关注以下方面： 

 

(i) 确保第二部分第（二）节中所界定的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得到满足；1  

(ii) 只在投资可望以与第二部分第（二）节中所界定的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相

一致的方式设计、构建、运作和维护时为公司融资； 

(iii) 将环境和社会风险融入其内部风险管理分析； 

(iv) 确保被投资公司活动的适当咨询和透明； 

(v) 与被投资公司管理层一起，实施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 

(vi) 促进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利益。 

5.  本政策将传达给公司的所有员工和运营职员。 

（二）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 

 

6. （基金名称）将确保：  

  

(i) 按照亚行《保障政策声明》中所规定的禁止投资活动清单（PIAL），对所有投资

进行审查； 

(ii) 按照亚行《保障政策声明》（2009 年）中所规定的保障要求 1—3，审查和评估所

有具有潜在重大环境和（或）社会影响的投资； 

 

(iii) 遵照有关环境、卫生、安全、非自愿安置和土地购买、原住民和物质文化资源等方

面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审查并评估所有投资； 

                                                           
1 本文所使用的“投资”一词是指（基金名称）利用亚行资金进行部分或全部融资的商业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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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可选要求：按照亚行《保障政策声明》，亚行可根据基金投资组合和其管理社会
和环境风险的能力，以及东道国保障体系，设定额外保障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亚
行所设定的额外保障要求应予以明确。] {额外要求举例：(1)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
保障要求(i)-(iii)适用于基金的整个投资组合；或 (2)不允许利用亚行资金投资矿业
活动。}  

 

环境和社会管理流程 

 

（一）审查和分类 

 

7. 在投资识别的初期，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2（或其他指定人员）将按照亚行的禁止投资活

动清单审查投资。若投资涉及被禁止的活动，将告知被投资公司该投资不予以考虑。若投资不涉

及被禁止的活动，工作人员将指出该投资所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 

 

8. 在投资识别阶段，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将与被投资公司一起，快速评

估投资可能对原住民产生的环境影响和非自愿安置影响。制定环境评估清单和社会保障审查清单，

指导交易小组快速评估影响。利用清单来确定相关投资的潜在环境影响和（或）社会影响的严重

性。 

 

9. 在（基金名称）的交易小组完成清单并核实后，投资将按照以下类别进行分类：A 类（具

有潜在的严重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B 类（具有较小严重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以及 C 类（影

响很小或无影响）。 

 

10. （基金名称）的交易小组将告知被投资公司第二部分第（二）节和表 1 中所述的可适用要

求。对于具有潜在严重环境影响和（或）社会影响的投资，交易小组将告知被投资公司以下信息：

（1）亚行《保障政策声明》中的保障要求 1－3 将适用，保障要求 1—3 覆盖环境影响评价（EIA）

的准备工作，包括环境管理计划（EMP）、移民安置计划（RP）和（或）原住民计划；（2）被

投资公司应向（基金名称）提交这些报告以供审查。（基金名称）还将向亚行提交这些报告以供

审批。 

 

表 1：保障要求 

类别 

（风险等级） 

环境保障 非自愿安置保障 原住民保障 

A 类（具有潜在严重

影响） 

遵守： (1) 亚行《保

障政策声明》中的

保障要求 1，包括制

定和提交环境影响

评价；  (2) 国家法

律。 

遵守：(1)亚行《保

障政策声明》中的

保障要求 2 ，包括

制定和提交移民安

置计划；(2) 国家法

律。 

遵守： (1) 亚行《保

障政策声明》中的

保障要求 3，包括制

定和提交原住民计

划； (2) 国家法律。 

B 类（具有较小严重

影响) 

遵守国家法律 遵守国家法律 遵守国家法律 

C 类（影响很小或无

影响） 

遵守国家法律 遵守国家法律 遵守国家法律 

 

                                                           
2 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可以是（基金名称）的专职人员或顾问。  



  附录 10 120 

（二）尽职调查  

  

11. （基金名称）的交易小组的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将进行环境和社会尽

职调查。按照投资复杂性，尽职调查可以是案头评估（对于 C 类投资）、实地调查（对于 B 类投

资），或由负责环境和社会保障的专业人员或顾问进行全面评估（对于 A 类投资）。被投资公司

必须向交易小组提供所有要求的信息，并应能够对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做出积极回应。

针对 A 类和 B 类投资，应制定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尽职调查结果应在报告中得以反映，并递交给

（基金名称）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审批投资时将考虑这些问题。 

 

12. 对于那些按照环境、非自愿移民或原住民影响可能会被划作 A 类的投资，（基金名称）将

投资案递交至亚行，在尽职调查的早期向亚行提供相关环境和社会信息，并在投资被（基金名称）

批准前递交环境影响评价、移民安置计划和（或）《原住民计划》草案至亚行进行审查和批准。 
3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草案须在投资批准前至少 120 天予以公布。在投资批准前，移民安置计划草

案和《原住民计划》草案亦将予以公布。 

 

13. 所有投资协议将包括适当的环境和社会契约，要求投资在所有重要方面符合可适用的环境

和社会保障要求。 

 

（三）合规情况监测和报告 

 

14. 在一项 A 类或 B 类投资获得批准后，（1）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要与

被投资公司沟通，时常确定被投资公司正在履行遵循所有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的义务；

（2）如果发现有任何实际或可能的违规情况，（基金名称）将立即向亚行报告。对于一项 A 类

投资，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将现场监督环境管理计划、移民安置计划和（或）

原住民计划的实施。 4  

 

15. 环境和社会绩效将每年进行评估。 绩效标准为持续遵循所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

（基金名称）将确保被投资公司制定和提交环境和社会监测年报，并将审查和评估被投资公司在

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方面的表现。 

 

16. 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将根据对被投资公司递交的 A 类和 B 类投资年度监测报告所做的评

估，制定一份完备的年度环境和社会绩效报告，并递交给（基金名称）管理层和亚行。 

 

17. 所有投资协议将包括适当的环境和社会契约，要求投资在所有重要方面符合第二部分第

（二）节界定的可适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 

                                                           
3  对于涉及现已存在或正在建设的设施和（或）业务活动的 A 类投资，（基金名称）将要

求被投资公司进行环境和（或）社会合规性审计，并在投资批准前向亚行提交审计报告

草案以供审查和批准。审计报告草案须在投资批准前至少 120 天前予以公布。通常，环

境和（或）社会审计报告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摘要；(2) 设施描述，包括过去和当

前的活动；(3) 国家的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及任何其他可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摘要； (4) 审计和实地调查流程；(5) 结果和问题；  (6) 为每个问题提供适当矫正行动

的矫正行动计划，包括成本和时间表。  
4 对于涉及现已存在或正在建设的设施和（或）业务活动的 A 类投资，环境和社会保障经

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将亲临现场，监督矫正行动计划（若有）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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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职责、资源和能力 

 

18. 组织和职责。 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对（基金名称）的基金经理负责。

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监督环境和社会问题，确保为环境和社会管理提供充足资源，签署并向亚行

递交年度环境和社会绩效报告，还应确保在负责人发生改变或替换新职员时通知亚行。 

19. 资源和能力。 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或其他指定人员）应与管理层合作，确保提供充足

资源，以有效执行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政策和流程。环境和社会保障经理必须具有技术资历，

能开展审查和尽职调查，或可以评估顾问所做的工作，还应参加亚行赞助或批准的有关合规和监

测活动的环境和社会保障培训。（基金名称）还应拥有一批合格的环境和社会顾问，在需要时帮

助开展环境和社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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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核实《原住民计划》实施监测信息的外部专家职权范围模板 

 

（一）目的  

 

1. 咨询服务的目的是核实《原住民计划》实施的持续监测信息，告知[借款人或客户名称][项

目名称]的保障合规问题，这被认为对原住民具有重大影响。 

  

2. 该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并将[简要描述项目]。 

 

3. [借款人/客户名称]将由[实施项目的非政府组织的名称]协助实施《原住民计划》。一名经

验丰富的外部监测专家或一个有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将受雇于[项目名称]开展外部监测活动。 

 

（二）工作范围——一般情况 

4. 此工作范围需要专家从事以下一般工作：  

 

(i) 与[相关执行机构]和[原住民代表机构]紧密合作，监测和评估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

情况。   

(ii) 通过内部产生的监测信息检查和核实《原住民计划》实施的进展。 

(iii) 监测[借款人/客户名称]和负责实施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在《原住民计划》实施工作中

的效果和效率。 

(iv) 评估是否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原住民目标——特别是减缓项目影响的目标，比如

[举例]；是否提供有利措施，比如[举例]。 

(v) 评估《原住民计划》活动是否达到总体效果，特别是提高生计和生活水平，保护或

加强原住民文化完整性。提出改善建议。 

(vi) 评估是否有未解决的重要原住民问题，并在需要时利用政策和惯例提出制定矫正行

动计划的建议。 

 

（三）工作范围——具体情况  

 

5. 专家的工作将包括以下几项具体任务： 

 

(i) 在施工和运作阶段，[每两年或每年]访查每个项目点，审查内部监测结果，以编撰

监测报告； 

(ii) 在实地访查期间，邀请原住民社区参与重点群体讨论，评估项目影响（正面及负

面）。重点群体讨论将由受过当地培训的主持人引导，最好用原住民语言进行，并

确保妇女、弱势和贫困人群，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原住民子群体有效参与； 

(iii) 确定《原住民计划》目标和方法的优缺点，以及实施战略； 

(iv) 审查内部监测报告的结果，核实每个子项目中《原住民计划》实施的进展。 

(v) 在计划开始实施后，为[借款人/客户名称]准备一份半年报告。特别是： 

a. 核实和评估信息披露、参与和交流战略的实施和有效性。  

b. 评估申诉机制，与申诉原住民一起核实申诉的处理。 

c. 评估各种《原住民计划》措施所取得结果的效率、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 

d. 需要时在实施过程中提出修改建议，以实现《原住民计划》的原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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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在项目完成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跟踪访查每个项目地点，以评估《原住民计划》

措施的可持续性。这些访查将与原住民一起，配合内部监测活动进行，特别注意监

测对受影响原住民中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影响。 

 

（四）结果 

 

6. 期望的结果包括以下方面：  

 

(i) 每次访查监测后出具一份详细的监测报告，一式（数量）份发给（借款人/客户名

称）。除以上注明的具体项目外，监测报告将： 

a. 特别描述实施计划是否按照《原住民计划》得到成功落实； 

b. 概述开展与《原住民计划》和亚行《保障政策声明》（2009年）中的保障

要求3相符的实施活动所需要的但却未完成的行动； 

c. 描述满足其自身处境因项目而恶化的原住民社区的需求所需要的进一步缓

解措施或有益措施； 

d. 为《原住民计划》的任何配套措施建立时间表，确定预算要求，制定解决

这种问题所需要的矫正行动计划或更新《原住民计划》； 

e. 描述所获得的可能有益于以后工作的经验教训。 

(ii) 与亚行[项目指导联合会]的代表和[原住民委派的代表]举行联合会议，展示成果，

包括提出改进实施过程的有益建议。 

(iii) 确保监测报告、矫正行动计划和（或）更新的《原住民计划》提交给亚行以供审查，

并在（客户/受益人）网站上和亚行网站上全文公布。 

 

（五）资格 

 

7. 外部专家或非政府组织须具有丰富的监测和评估经验。最好熟悉目标原住民，并有涉及目

标原住民的工作经验，但有良好的涉及区域内类似原住民群体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具有社会科学

背景的人士优先。 

 

8. 有兴趣的机构或顾问应提交工作建议书，简要陈述监测和评估《原住民计划》实施的方式、

方法和有关经验信息。专家的简历、非政府组织的简介以及建议雇用的核心人员的完整简历必须

与建议书一起提交。 

 

（六）预计人月 

 

9. 将聘请[数量]名 [国内/国际]外部监测员，预计人员－时间总数为[数量]人月。  

 

（七）预算和后勤 

 

10. 应提交建议书——包括技术建议书和财务建议书。预算应包括所有成本和工作所需要的任

何其他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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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监测指标示例 

1. 监测指标应协助项目评估《原住民计划》的进展和缓解措施是否有效，从而获取理想的结

果。这使项目能够应对任何问题和及时应变。 

  

2. 显示实施进展的指标叫过程指标 ，这种指标可以显示项目正在按照计划开展的状况 。 

 

3. 衡量《原住民计划》缓解措施是否成功的指标称作结果指标 ，这种指标可以反映过程的

结果。  

 

4. 监测计划中列有适当数量的指标是重要的。指标太少会造成核心领域的缺失，指标太多则

会造成收集过程负担过重而降低质量。使用数量恰到好处的监测指标可以确保《原住民计划》的

实施，并实现预期结果。 

 

5. 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举例如下。以下所列并非详尽无遗，应根据要求进行选择。 

  
 

过程指标举例 

人口基线  

 

 受影响原住民的数量，按照影响、性别、年龄、栖息地（村庄等）、收入、身份和职位

进行分类 

 残疾人、老年人或伤病者家庭的数量  

 妇女当家的家庭的数量 

 弱势家庭（贫困家庭、老年家庭）的数量 

 少数民族家庭的数量 

 出生和死亡的数量 

协商和参与 

 

 协商和参与活动的数量——会议、信息传播、宣传册、传单和培训  

 原住民妇女参与率；只有原住民妇女参加的会议的数量   

 弱势原住民群体代表参加会议的百分比；只有弱势原住民群体参加的会议的数量 

 会议所使用的语言 

 诚信协商——记录过程、参与者、地点和通信  

 广泛社区支持——记录过程、参与者、地点和达成的协议  

 协商和参与相对于计划和预算的进度 

缓解措施 

 

 缓解措施或有益措施相对于计划的实施进度 

 发生或完成的活动的数量——比如施工、生计恢复、支出和培训 

 进度相对于时间表和预算的百分比 

申诉  使用申诉程序的人员或群体的总数 

 独特人员或群体的数量。是否有频繁申诉的原住民群体？ 

 一个家庭提出同一申诉有多少次？ 

 解决的申诉的数量是多少？ 

 解决申诉所需要的时间是多长？ 

 申诉的种类有哪些？哪些申诉最多？ 

实施问题  发现的拖延——（拖延的时间、成本）因人员、能力、资金不足等 

 实施进度表修改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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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指标举例 

协商和参与项目  每个行业中负责实施工作的利益相关方对原住民问题 的认识 

 接受人对《原住民计划》缓解措施和有益措施 的认识 

 利益相关方对项目细节的认识 

 原住民对协商措施的有效性、文化适当性和包容性的看法  

 对协商和参与活动的参加  

 原住民和代表介入设计和实施协商和参与工作的程度 

提高原住民群体的

尊严，加强传统宗

亲关系和生活模式

的完整性 

  

 宗教或文化习俗的变化 

 文化管理的变化 

 参与文化管理（按照性别和身份） 

 能说国家语言和（或）当地方言的人员数量（年龄和性别） 

 学校、社区房屋、庙宇等建筑物条件的变化  

 宗教（或文化）活动的数量和从业者人数（僧侣、巫师和牧师等） 

 对文化（或宗教）活动的参与（按照性别和分配的时间或资源） 

生计和生活水平 

 

 主要资产清单——比如车辆、电话、工具和厨具  

 原住民职业、生产和资源使用模式的变化 

 原住民家庭收入和支出模式的变化 

 储蓄 

 原住民饮食的变化——数量、营养源 

 生活费用的变化——市场价格等 

 主要社会参数的变化——生产中的性别作用 

 弱势群体——地位、相对收入、生计 

 教育——用国语或民族语言识字和识数的能力水平  

 原住民儿童入学率（按照性别和年龄） 

 原住民主要健康指标（按照性别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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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获取和审查广泛社区支持的方法 

专题 1：借款人/客户获取广泛社区支持的过程 

获取广泛社区支持的过程 建议的方法 

识别参与广泛社区支持过程的适当社区 社会影响评价识别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及其代表。 

采用有意义的协商  

在项目准备的早期阶段开始协商，并持续

项目整个周期； 

  
 

在项目设计的早期阶段，借款人/客户核实项目是否涉及以下

活动：(1)对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2)要求

原住民从传统土地或世袭土地上迁移；(3)对原住民在用的世

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开发，而这种开发会影响原住

民的生计或影响界定原住民身份和所属的文化用途、礼仪用

途或精神用途。 

与受影响原住民的初步会谈可以： 

 总体介绍项目； 

 讨论项目的可能影响，并着重介绍需要原住民支持的活

动； 

 讨论广泛社区支持的过程； 

 提出时间表。 

以受影响原住民易于理解和明白的方式，

及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在后期会谈上，提供更多信息并继续探讨，包括在决策前或

不同决策期提出有关利益分享和缓解措施的可能协议的建

议。 

过程具有性别包容性和回应性，并符合弱

势群体的需求； 

  
 

开展特殊外展工作，不仅收集当地原住民领袖的意见，还要

收集妇女、贫困人群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意见，特别着重于最

受项目影响的群体。 

确保协商明白易懂； 使用当地方言和原住民语言；采用特殊的外展工作方法，让

文化水平低的原住民也能听懂看懂；原住民群体采用的参与

方法不会给他们带来损失。 

协商在无恐吓和胁迫的气氛下进行。 

 

若参与者要求匿名，要准许并确保；允许进行必要的会议记

录。 

实行知情参与 

这个过程能够把受影响原住民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所有有关观点纳入有关决策，如

项目设计，缓解措施，开发利益和机会共

享，以及实施问题。 

 

设计和实施项目活动要反映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包括持反对

观点的原住民社区的意见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原住民社区的意

见。 

 

项目可能需要诚信协商（GFN） 项目应将未及时解决的各种分歧视作触发诚信协商的因素，

特别是与受项目活动影响最深的原住民之间的分歧。 

反馈：让受影响原住民社区随时了解项目

对三种项目活动的反应 

  

为获取广泛社区支持，解决项目活动的负面影响，原住民计

划草案或其他文件应包括所建议的缓解措施和利益，并与受

影响原住民社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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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亚行对参与过程的审查 

过程审查 验证方法举例 

1.对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识别 

作为社会影响评价过程的一部分，识别所有受项目影响的

社区，并就其脆弱程度和项目的影响和风险进行分类（数

量、地点） 

是否咨询过适当的社区？  

 影响评价部分，描述就其支持或缺少三大

项目活动情况选择进行协商的社区。 

 

 借款人/客户的社区参与文件（比如交流战

略、协商计划、《公共协商和披露计

划》、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等）。 

2. 有意义的协商 

协商持续至整个项目计划过程，确保： (a) 受影响原住民

参与：(i)识别潜在影响和风险； (ii) 评估这些影响和风险对

原住民生活的影响；(iii) 为缓解措施、开发利益和机会共

享及实施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b) 在计划和评估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新的影响和风险也得到磋商。  

 

 
 

 讨论的证据，显示原住民参与过协商和参

与过程的设计和实施。 

受影响社区是否参与了该过程？   借款人/客户的原住民社区参与时间表和记

录。  

有意义的协商的有关问题 

a. 在项目准备的早期阶段开始协商，并持续项目整个周
期； 

  

在项目计划过程中必须尽早与原住民社区进行协商： (i)给

出时间解释关于三个项目活动的项目信息，并提出和讨论

意见和建议；(ii) 让协商对三大项目活动的设计选择产生积

极影响；(iii) 让协商对三大项目活动的缓解措施的选择和

设计，开发利益和机会的分享，以及项目实施产生积极影

响。 

 
  

 

 借款人/客户记录与认可的社区代表、主要

知情人和有关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

的代表所做的讨论，包括对提出的问题和

表达的意见的总结。 

在项目计划过程中信息是否得到尽早分享？   借款人/客户记录与认可的原住民社区代

表、主要知情人和有关原住民群体的代表

所做的讨论。 

b. 以受影响原住民易于理解和明白的方式，及时、充分
披露相关信息 

  

借款人/客户及时向受项目影响的原住民披露项目的

信息，目的，性质和规模，拟定项目活动的持续时

间，预期风险，直接影响和开发利益等。披露应采用

易于理解和有意义的方式进行。 

  
 

 

 借款人/客户准备披露和协商的材料。  

 

项目活动信息是否进行了适当分享?  借款人/客户记录与认可的原住民社区代

表、主要知情人和有关原住民群体的代表

所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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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亚行对参与过程的审查 

过程审查 验证方法举例 

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协商项目运作和潜在负面影响和

风险，要基于充分的相关项目信息披露，并采用具有

包容性、文化适当性的交流方法，配合社区的语言需

求和决策，让原住民社区成员充分了解项目对他们生

活的影响。   

 

 

信息是否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进行分享？  

 

 借款人/客户记录与认可的原住民社区代

表、主要知情人和有关原住民群体的代表

所做的讨论。 

c. 协商在无恐吓和胁迫的气氛下进行 

从受项目负面影响的原住民社区收集的证据，证明借

款人/客户或其代表未胁迫、恐吓或不当鼓动受影响

原住民来支持需要获得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活动。 

  

 

协商是否在无胁迫情况下进行？  

 

 借款人/客户记录与有关原住民群体（如妇

女和少数民族）的代表所做的讨论。 

d. 过程具有性别包容性和回应性，并符合弱势群体的需
求；这个过程能够把受影响原住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所有有关观点纳入有关决策，如项目设计，缓解措施，
开发利益和机会共享，以及实施问题。 

  

证据显示：(i) 在做关于三个项目活动的决策时，所

有相关观点均已予以考虑；(ii) 个人或集体，特别是

受项目负面影响的弱势群体（比如妇女、残障人士、

极度贫困者）已参与有效协商，并进行知情参与；

(iii) 规避潜在影响和风险，让各方满意；  (iv) 利益共

享计划被纳入《原住民计划》和其他计划中。 

 

 
 
 
 
 
 
 
 
 

 利益相关方分析是社会影响评价或社会经

济基线数据的一部分。 

  借款人/客户对原住民社区参与的记录，

包括对与弱势原住民群体的代表所做讨论

的记录。 

 借款人/客户记录所采取的避免或减小对弱

势原住民群体的风险和不利影响的措施，

以回应在协商过程中收到的反馈。 

所有有关观点——特别是弱势原住民群体的观点——
是否已被纳入关于三个项目活动的项目决策？  

 

 《原住民计划》或其他行动计划的草案。  

 借款人/客户记录受各种影响的原住民群体

的不同观点（反对和支持）及对这些观点

的反应。 

 

3. 知情参与  

借款人/客户组织的反复协商的证据，使借款人/客户

在具体决策中纳入受影响原住民社区对有关三大项

目活动的事务的观点，包括缓解措施、利益共享或

项目设计变动。 

  
 

 

 借款人/客户的原住民社区参与时间表和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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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亚行对参与过程的审查 

过程审查 验证方法举例 

协商是否促使受影响原住民有效参与？   借款人/客户记录所采取的避免或减小对受

影响原住民社区的风险和不利影响的措

施，以回应在协商过程中收到的社区反

馈。 

 记录所提出的利益，并将其纳入项目计

划 。 

 《原住民计划》或其他行动计划的草案。 

当注意到有严重分歧时：  

4. 诚信协商 

记录借款人/客户诚信协商过程： (i) 在双方商定的时

间和地点进行，(ii) 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iii) 探讨主

要问题，(iv) 采用相互接受的协商程序， (v) 给出充

分的决策时间。 

 

 借款人/客户宣布遵循诚信协商程序。 

 公开陈述争议问题。 

 借款人/客户记录原住民社区参与诚信协

商。 

 与参与协商者进行一对一面谈。  

5. 向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反馈  

 

记录借款人/客户就有关三个项目活动与受影响原住

民社区进行协商的结果：(i) 显示受影响原住民社区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何适用于项目设计、缓解措施

和（或）开发利益和机会共享；或   (ii) 解释这些意

见和建议未被采纳的原因。 

 

 

 借款人/客户记录原住民社区参与情况。 

 借款人/客户记录所采取的避免或减小对受

影响原住民社区的风险和不利影响的措

施。 

 与认可的原住民社区代表、主要知情人和

有关原住民群体的代表所做的讨论。 

 

向受影响原住民社区所做的关于协商结果的反馈是
否有效而清楚？ 

  

 修订原住民计划或其他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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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3：亚行对参与结果的审查 

结果审查 验证方法举例 

1. 正式表达支持或反对 

通过现有的、正式的、制度的和（或）民主的程序，集体

表达对三个项目活动的支持或反对。 

 

同意《原住民计划》条款或措施 

  
 

支持或反对的正式表达有哪些？  

 

 总结协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与选举出的当地政府、村委会或长老委员

会等进行会谈的记录。 

 与其他原住民社区机构进行会谈的记录。 

 正式全民公决的结果。 

 当地和社区选举赢得民意授权，获胜方在

宣言和运动宣传中明确表明对项目活动的

某种意见。 

 

2. 非正式表达支持或反对 

通过与非正式机构或例行机构，非选举出来的原住民社区

领袖或长老，以及受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其他非正式代表进

行有关项目活动的讨论或协商，集体表达对三个项目活动

的支持或反对。 

 

支持或反对的非正式表达有哪些？  

 

 总结在协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书面协议、协议备忘录、意向书、联合原

则声明等。 

 借款人/客户拥有的有关受项目影响原住民

社区开展的支持或反对项目的公众活动、

游行或其他活动的记录、照片、媒体报

道、个人信件或第三方记述等，而且受项

目影响的原住民对这些活动的参与程度相

对较高，或者受影响原住民社区整体参

与，或者受项目活动特别影响的某些群体

参与。  

 

3. 诚信协商证据 

在诚信协商过程中，集体表达对涉及三个项目活动的项目

的支持或反对。 

  
 

诚信协商过程的结果是什么？  

 

 与参与协商者进行一对一面谈。 

 与受影响原住民家庭或群体达成协议。 

 书面协议、协议备忘录、意向书、联合原

则声明、《社区开发计划》（或《原住民

计划》）、利益共享协议或其他记录诚意

协商结果的文件。 

 原住民接受的条件（缓解措施或利益）优

于原来提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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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亚行项目周期中的原住民事务 

1. 原住民是许多亚行援助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原住民事务应放在整个项目周期中考

虑。本附录就如何把原住民保障纳入亚行项目周期向亚行项目官员或团队负责人提供指导。本附

录介绍在项目计划阶段和实施阶段所采取的步骤。此外，表 1 总结了在亚行项目周期中的原住民

计划和实施阶段亚行项目组的主要任务和职责。本附录还在识别和分类项目对原住民的影响方面

提供一些指导。 

  

（一）项目计划阶段 

2. 在许多情况下，自项目周期的最初阶段，原住民问题就是项目设计的组成部分。在项目识

别后和项目投资被亚行董事会批准前，许多措施必须在项目周期中完成。原住民计划阶段的主要

步骤简要讨论如下。在每个阶段，亚行项目官员和（或）团队负责人都将负责一系列工作。他们

必须在项目准备阶段完成这些工作任务。 

 

3. 在项目计划阶段的初期，亚行支持的项目应尽早进行初步贫困和社会评估（IPSA）。该

评估主要决定在项目设计阶段需要解决的贫困范围和社会问题。它有助于确定拟建项目的所有方

面和项目顾问的职权范围，包括与原住民相关方面。初步贫困和社会评估报告应在此阶段进行制

定。 

 

1.  步骤一： 项目识别、初期贫困和社会分析和原住民分类  

 

4. 最初审查需尽早识别对原住民群体的潜在影响。在可行情况下审查工作应在项目意向阶段

进行，并在项目准备技术援助、项目准备实情调查或尽职调查前完成。按照审查结果对项目进行

初步原住民影响分类，依据原住民影响的严重程度分为 A 类、B 类或 C 类。此外还有一种 FI（金

融中介）类。在此阶段需要准备初步贫困和社会评估报告。 

 

5. 审查和分类工作由业务部门启动，然后由首席合规官确认。审查和分类应基于现有数据，

旨在指导确定方法和资源需求，解决项目过程中的原住民问题。分类是个持续的过程，并随着收

集更多信息和工程进展，以及在原住民分类经首席合规官批准后，可以随时进行更改。若在项目

准备的早期阶段有任何疑问，则需要准备一份原住民计划文件。 

 

6. 项目识别期间的主要任务和结果包括原住民影响的分类，即 A、B、C 或 FI 类。对于 A 或

B 类项目，在项目准备技术援助阶段，需要进一步分配资源和与原住民协商，评估影响和《原住

民计划》的准备工作。但是，对于在原住民居住区所开展的项目，必须递交尽职调查报告。预计

不会对原住民产生负面影响的 FI 类项目将按 C 类项目对待（即金融中介无需任何特殊保障要

求）。但是，随着项目进展，要对分类进行审查。若其划分为 A 或 B 类，则原住民影响要根据项

目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进行处理。 

 

2.  步骤二：项目准备技术援助和《减贫和社会战略摘要》  

 

7. 在大部分情况下，亚行雇用的顾问团队会进行项目准备技术援助和（或）可行性研究。顾

问将负责协助借款人或客户遵照技术援助规定的职权范围，制定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主

要解决社会影响评价中发现的对原住民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开展尽职调查以识别在项目准备

早期所产生的任何过去的影响；以及检查协商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原住民计划》草案中包括尽

职调查的结果。可行性调查旨在帮助分析项目的技术、财务、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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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这个阶段，一项重要的与原住民有关的工作是准备一份《原住民计划》和（或）原住民

计划框架。1 解决的问题概括在《减贫和社会战略摘要》（SPRSS）中。影响调查和分析在这个

阶段不一定是最终结果，但是，在管理层或员工审查会议前准备的《原住民计划》草案和（或）

《原住民计划框架》草案需要展现每个部分均以一种符合亚行原住民保障政策要求的方式得到解

决。尽职调查本身不是一个保障要求，而是业务上的需要，以确保在项目申请亚行援助前符合亚

行保障要求。 

  

9. 在有些情况下，项目准备技术援助阶段可以跳过，比如，由政府机构或私营部门赞助商进

行的可行性调研项目。 

 

10. 与项目准备技术援助有关的主要任务和结果是制定《减贫和社会战略摘要》和《原住民计

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这项工作是在与受影响原住民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和对社会影响进行

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原住民计划》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在制定《原住民计划》过程中与受影

响原住民进行过有意义的协商。特别是，有些项目2 必须进一步记录与受影响原住民社区进行协

商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受影响原住民参与的过程和结果，以确定他们是否提供了广泛社区支持。 若

需要，法律认定对受项目影响的土地、领土和祖传领地的习惯权利的行动计划亦应被列入《原住

民计划》。 

 

3.  步骤三：贷款实情调查 

 

11. 对《原住民计划》草案（若有的话）的详细审查要在贷款实情调查工作中进行。亚行团队

和借款人或客户的工作人员访问项目区域，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原住民、原住民代表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组织）进行协商。在需要的情况下，讨论项目的各个方面，弥

补数据空缺。要特别关注舒缓负面影响和加强正面影响的措施，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若需要，

进行修改和加强。亚行团队与借款人或客户在总结会上审查社会影响评价的结果和分析，缓解措

施，以及制度和实施问题，并确定管理层或员工项目审查会议所需要的进一步行动。对于需要征

得广泛社区支持的项目，亚行团队还需确定广泛社区支持是否存在。 

4.  步骤四：管理层审查会议或员工审查会议 

 

12. 管理层审查会议是 A 类原住民项目中最关键的环节。亚行项目组需要从环境和保障处获得

一份由首席合规官所签署的保障政策合规备忘录。在举行会议前所需完成的一系列活动列在框 1

中。另外，原住民计划活动应反映在《行长报告与建议》所附的设计和监测框架中。员工审查会

议考虑 B 类影响项目的原住民活动。 

  

专题 1：对管理层审查会议和员工审查会议的要求 

 一份令人满意的原住民计划文件必须准备好以供评估，该文件需根据可行性研究或更成熟的设计而

制定。这必须反映在《行长报告与建议》中，并在管理层审查会议前提供给区域和可持续发展局环

境和保障处。 

 原住民计划和（或）框架的草案必须符合《保障政策声明》的所有要求，而且必须由借款人/客户认

                                                           
1 对于行业贷款项目、多批次融资贷款机制、紧急援助项目或项目贷款等（其子项目或项

目组成部分在董事会批准贷款后进行准备），需要制定《原住民规划框架》。  
2 当项目活动包括以下内容时： (1)对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商业开发；(2)要求原

住民从传统土地或世袭土地上迁移；(3)对原住民在用的世袭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进行商

业开发，而这种开发可能会影响原住民的生计或影响界定原住民身份和所属的文化用途、

礼仪用途或精神用途。《保障政策声明》之保障要求 3: 30－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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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并在亚行网站上公布（若不需要进行进一步评估的话）。 

 原住民计划文件的相关信息必须由借款人或客户向受影响原住民披露。 

 原住民计划和（或）框架的草案必须说明在实施前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计划行动，并说明在实施过程

中所需要的具体行动。 

 一份与融资来源方——亚行或借款人抑或其两者——确认的预算必须准备好。 

 

5.  步骤五：项目评估 (若需要) 

 

13. 在评估期间验证《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借款人或客户需要在评估前向亚

行递交一份令人满意的《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最好附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若需要，评估团会进一步改进《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并列出未完成的活动作为

进一步处理的条件。若不需要评估团，则在管理层审查会议前，向亚行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原

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的草案供审批和在网站上公布，以此方式进行评估。 

 

6.  步骤六：贷款谈判和协议与项目批准 

 

14. 贷款协议包括涉及《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所述实施要求的具体合约，3 包

括：缓解措施和有益措施，信息披露和协商要求，申诉过程，监测和报告。这对于确保借款人

（或客户）、承包商和监督顾问遵循《保障政策声明》的要求是必要的。《原住民计划》和（或）

《原住民计划框架》中的条款还必须全面反映在《项目管理手册》中。成套合同也需要与《原住

民计划》要求相一致。 

 

（二）项目实施阶段 

7.  步骤七：贷款启动 

 

15. 在贷款启动前，亚行项目团体要准备《项目管理手册》 4  并与借款人或客户讨论。项目组

确保《项目管理手册》中载有有关《原住民计划》实施的全面指导。对于 A 类原住民项目，《项

目管理手册》应列有在实施前重新评估原住民计划的安排。 

 

8.  步骤八：实施 

 

16. 在 A 类原住民项目监督中，业务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在《原住民计划》实施前审查准备

措施的进展和持续进行的原住民协商和参与工作的进展。当具体的工程和技术设计在董事会批准

贷款以进行招标和（或）签订施工合同后而完成时，结合修订的资料最后确定《原住民计划》可

能是必要的。《原住民计划》的最后确定过程涉及在向亚行提交修订的《原住民计划》以供批准

前向受影响的原住民披露该修订的《原住民计划》。修订的《原住民计划》中含有根据持续协商

获取的新信息，比如：额外的缓解措施或有益措施，更具体的实施时间安排，预算和制度要求。 

 

9.  步骤九：监测和报告 

 

                                                           
3 《原住民计划框架》中所述的要求只是准则。《原住民计划》中有实施要求。 
4在亚行简化的业务流程中，《项目管理手册》在贷款实情调查过程中准备（《业务手册》 

D11/OP 部分，第 11－12 段）。 



  附录 14 134 

17. 对于所有 A 类和 B 类项目，借款人或客户需要向亚行提交半年监测报告。对于《原住民

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高度敏感和复杂项目，需提交季度监测报告。监测报告介绍《原住民计划》

活动的进展、合规问题以及预料外影响和矫正行动。 

 

10.  步骤十：项目完工报告 

 

18. 为确保正确记录原住民措施的实际落实情况，业务部门要在贷款项目完成后准备项目完工

报告。该报告审查落实情况，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评级，并针对有待完成的工作提出借款人或客

户所需要的行动建议。对项目完工报告的概括性指导包括： 

  

(i) 项目的原住民问题简介； 

(ii) 《原住民计划》和原住民贷款协议落实情况评估； 

(iii) 借款人或客户的表现情况评定； 

(iv) 监测报告摘要。 

 

（三）项目周期中主要任务概要 

19. 表 1 概括了亚行项目组在亚行项目周期内原住民计划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和职责。 

  
 

表 1 : 项目周期——项目组的任务 

项目周期 任务和职责 

计划阶段 

步骤一： 

项目识别 

 

 告知借款人或客户《保障政策声明》的要求。  

 完成原住民分类，并提交给环境和保障处供审查和批准。 

 若对原住民的影响（正面或负面）可能非常严重，要在项目准备技术援助过程中提供充

足的资源和人员，包括明确职权范围。 

 若需要，帮助借款人或客户加强计划和实施原住民保障要求的能力。 

步骤二： 

项目准备技术援助 

 

 与借款人或客户以及项目准备技术援助原住民事务规划师进行磋商，确定《原住民计

划》参数。 

 监督社会影响评价、协商和参与的过程和项目准备技术援助顾问对广泛社区支持的确定

（若需要）。 

 准备减贫和社会战略概要，起草《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 

 把社会保障信息列入《行长报告与建议》。 

步骤三： 

贷款实情调查 

 

 与借款人或客户的工作人员和（或）原住民顾问一起访问项目区域。 

 讨论各方面的原住民影响，包括：缓解措施和有利措施，协商和参与过程，受影响原住

民的广泛社区支持等等。 

 审查社会影响评价，确定有无纰漏。 

 确定广泛社区支持已经获取（若需要），而且获得支持的过程正当。 

 编写《项目管理手册》，确保主要原住民计划活动和实施安排列入其中。 

 审查《原住民计划》实施所需要的机构安排和预算。 

 在总结会议上重点提出需要引起借款人或客户注意的原住民问题。 

步骤四： 

管理层审查会议 / 员

工审查会议 

 

 向环境和保障处提交《原住民计划》或《原住民计划框架》草案。 

 把原住民计划活动反映在《行长报告与建议》所附的设计和监测框架中。 

 对于 A 类项目，从区域和可持续发展局获取保障政策合规备忘录（SPCM），提交给管

理层审查会议。（业务部门向管理层报告所有项目的合规情况。） 

 列出所有未完成任务，例如《原住民计划》更新和实施前的其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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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项目周期——项目组的任务 

项目周期 任务和职责 

步骤五： 

评估（若需要） 

 

 与借款人或客户最终确定和商定《原住民计划》。 

 核实缓解措施（或有益措施）、预算以及协商和参与过程。 

 列出未完成的活动。 

 为原住民缓解措施和主要《原住民计划》过程提供保障。 

步骤六： 

贷款谈判 

 列出未完成的活动。 

 把《原住民计划》列入有关原住民管理的具体协议。 

实施阶段 

步骤七： 

贷款启动 

 

 审查《项目管理手册》。 

 准备实施和监测工作所有活动清单。 

 对于 A 类项目，在实施前再次评估原住民计划，并着重于持续协商，披露和参与，以及

机构安排和预算。 

步骤八：《原住民

计划》实施 

 

 审查《原住民计划》实施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 A 类项目。 

 监测所有的缓解措施和有利措施以及持续协商、披露和参与。 

 确保对受项目影响的土地、领土和祖传领地的习惯权利的法律认定已经完成或正在进

行。 

  在中期审查中全面审查 A 类项目《原住民计划》实施情况。 

 考虑改进实施工作（若需要），以符合《保障政策声明》要求。 

步骤九： 

监测和报告 

 经常性监测《原住民计划》实施情况。 

 审查监测报告。 

步骤十： 

项目完工报告 

 把《原住民计划》实施情况列入报告。 

 若需要，继续进行监督和监测。 

 进行实施后评估，特别是对 A 类项目，并记录获得的经验教训。 

 

（四）原住民识别和分类 

 

20. 亚行负责在早期对所有亚行支持的项目进行审查，以了解对原住民的影响和风险。《保障

政策声明》的要求适用于所有项目，无论受影响的人数是多少或者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亚

行目前的做法是根据项目可能的原住民影响程度把所有项目分成四类 （表 2）。5  

 

21. 当一个项目被分成多个子项目时，其原住民影响类别按照原住民影响最大的子项目确定。

亚行项目组利用原住民影响审查单对这种分类工作进行审查。 

                                                           
5亚行，2010。《保障政策声明》。《业务手册》，F1/OP 部分, 第 10、11 段。马尼拉。 



  附录 14 136 

表 2：原住民影响类别 

类别 特点 保障要求 

A 类 

（严重影响） 

 评估显示，影响程度  
a
 高，原住

民脆弱程度也高， 或者影响程度

低但原住民脆弱程度高，抑或原

住民脆弱程度低但影响程度高。   

 《原住民计划》，包括社会影响评价，与

严重性相当 

 可能需要在《原住民计划》之前制定《原

住民计划框架》 

B 类 

（非严重影响） 

 评估显示影响程度  
a
 和原住民脆

弱程度均有限。  

 《原住民计划》，包括社会影响评价，与

严重性相当 

 可能需要在《原住民计划》之前制定《原

住民计划框架》 

C 类 

（无影响） 
 预计对原住民无影响。 

 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可能需要一份尽职

调查报告） 

FI 类 

（金融中介） 

 可能对原住民有影响，具体情况

待定 。 
 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  

 

a
 影响程度涉及以下方面： (a) 使用和获取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习惯权；(b) 社会经济地位；(c) 文化和社会完整性；(d) 卫生、教育、生

计和社会保障情况；(e) 对本土知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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