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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和政府往往声称创造就业机会是投资采矿业和大规模农业的重要利
益。 但是，这种好处有时会低于预期。仔细审视与这些投资相关的就业情况，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估计就业效果和优化就业结果面临的挑战。此外，它有助于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着力于将与自然资源投资相关的就业与经济可持续发
展联系起来。
评估或比较就业影响是复杂的：衡量直接（现场）、间接（在供应链中）和
诱导（由直接和间接雇员支出导致的）的就业创造没有统一标准。此外，在采矿
业和农业方面，区位和特定环境因素——例如当地经济的技术水平，商品/作物
或机械化/自动化水平1——会影响所有特定项目产生的潜在就业。这些因素与不
同的衡量方法（如投入产出模型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2）相结合，限制了对
采矿业和农业投资创造就业进行一般性概括，限制了发展可靠的就业影响相关数
字的努力3。
尽管特定行业或投资项目中的就业数据有时更容易获得，但这些数字也应谨
慎处理。行业或项目的就业数据并不总是指明是否涵盖间接和/或诱导就业。 公
共统计数据仅指直接就业，但是间接和诱导就业通常与政策更相关。未来就业效
应的估计更加不确定，可能会被政府或投资者夸大。自然资源投资的产业结构和
持续时间可能加剧这些困难。
此外，以正式就业机会为重点忽略了由自然资源投资创造的非正式部门就业
机会以及经常伴随而来的生计中断4。例如，采矿项目产生的额外需求通常会导
致当地粮食生产和服务部门的非正式就业增加。同时，采矿项目可能严重影响非

正式部门的生计，包括取代对就业至关重要的手工采矿工作，而且一般不会因大
规模采矿就业增加而抵消。同样，当大规模的农业投资取代小农农业生产或其他
生计活动时，投资产生的就业机会不可能完全抵消减少的就业数量，至少在短期
内是如此。对于一些项目，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就业成果，也包括就业方式替代
造成的就业下降，可能导致对投资的净就业影响的评估巨大改变。
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整个就业情况。对于那些认为投资将会创造大量当地就
业机会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审视谁从产生的就业中获益是很有用的。由于较高的
收入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能会使一小部分人口受益。消极的后果也会出现。
例如，由于投资者或分包商所要求的技能和当地居民所拥有的技能不匹配，当地
的失业可能会持续。移民可以促进当地经济，但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当地人和
新来者在工作和资源上的摩擦。投资还可能导致妇女参与劳动的结构性变化，例
如从生计农业的工作转变为服务业工作。
关键的政策教训是：自然资源投资的当地政府应该对此类投资的潜在就业创
造进行合理评估，不仅考虑创造的就业机会，还考虑它们的时机、质量和安全、
可能的受益者、对生计的影响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效应。
基于此类评估的政策应注重创造直接就业岗位（就业目标、吸引投资措施、
加强教育机会、包括职业培训），间接就业（本地内容要求、供应商发展项目、
将小农纳入业务安排作为当地采购形式的“承包种植计划”），和诱导工作（基础
设施的改善、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在项目整个过程中，就业政策应始终由社区
咨询和关于就业影响的计划来塑造，包括项目关闭或失败。
由于就业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政策解决方案也是如此。从资源投资中
优化就业的努力必须适应相关背景。政府对自然资源投资创造就业的相关的变量
彻底了解利于制定政策和评估潜在的投资。
（南开大学国经所陈江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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