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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这个文件构成了山西煤层气（天然气）利用项目移民安置政策框架。山西省

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承贷主体，同意本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遵循世

行环境、社会安全政策和 OP4.12《非自愿移民》政策。 

2012 年 11 月，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并构架的山西煤层气

（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通过世界银行鉴别，进入项目准备阶段。按照世行要求，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帮助下，编制

了项目移民安置计划。移民安置计划是按照 6 个子项目建设内容、影响区域和影

响实物量基本确定的情况编制的。2013 年 7 月底，世界银行专家对这些报告进

行了预评估。鉴于各个子项目准备工作尚未结束，项目区域、建设内容和影响情

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还存在，尤其是 4 个城镇燃气管网项目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

大，为此，按照世行要求，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编制了项目移

民安置政策框架。如果项目发生了变化，其移民安置执行此框架确定的政策，之

后按照政策框架重新编制移民安置计划。 

2.项目概况 

山西地处中国中部，黄河中游，太行山之西。东与河北省相邻；西南隔黄

河与陕西省、河南省相望；北跨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全省总面积 15.6 万平方

公里。 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为 3610.83万人，生产总值为 12112.8亿元，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5327美元，全省财政总收入 2650.4亿元。 

煤炭是山西最重要的矿产，已探明储量为 2700亿吨，占全国煤炭探明储量

的 30%。山西与煤伴生的煤层气资源也极为丰富，初步预测埋深在 2000 米以浅

的煤层气资源量超过 10万亿 m3，约为全国煤层气资源量的 1/3。 

作为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畸高，面临着艰巨的节

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山西丰富的煤层气资源和过境天然气资源为其清

洁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10 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气化

山西”的发展战略，其目标是依托山西丰富的煤层气、焦炉煤气、煤制天然气和

过境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实现全省 119 个县区全覆盖，大幅度提高优化城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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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生活利用清洁能源的比例。 

2012 年，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拟用世行贷款建设山西煤

层气（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2013 年 6 月 8 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晋发改外资发 2013（1121号）《关于世行贷款山西煤层气综合利用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同意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利用世行贷款建设山西煤层气（天

然气）综合利用项目。 

世行贷款山西煤层气（天然气）利用项目共包括 6 个子项目，其中 2 个子

项目为热电联产项目，4 个子项目为城镇燃气管网项目。6 个子项目共有 3 个建

设单位，分别是国新能源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和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清徐县凯

通天然气有限公司。6 个子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和建设规模具体情况见表 2-1。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利用项目总投资为 15.8 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世行贷款

1 亿美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40%。2 个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 13.9 亿元，4 个城镇

燃气管网项目总投资 1.9亿元，其余资金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项目建设期为 2

年。 

 

表 2-1    世行贷款山西煤层气（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建设规模 

昔阳县热电联产项目 
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套 120MW级煤层气 

联合循环供热机组 保德县热电联产项目 

长治县城镇燃气管网项目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 

集输有限公司 

年供气量 8972.71万 m
3
 

襄垣县城镇燃气管网项目 年供气量 6295.02万 m
3
 

屯留县城镇燃气管网项目 年供气量 8483.62万 m
3
 

清徐县城镇燃气管网项目 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年供气量 662.47万 m
3
 

 

6 个子项目建设中，需要永久征收和临时占用部分农用地，其中 2 个热电

联产项目需要征收 200余亩农地，临时占用 500余亩土地，4个城镇燃气项目需

要临时占用 2000余亩农地。在土地征占过程中，约有 1200余户居民受到影响。

其中永久征地影响家庭约为 80户。目前初步确定，不涉及房屋拆迁和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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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安置的目标、定义及主要原则 

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中，借款人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项目造成的负

面社会影响，包括土地征收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政策手册 OP4.12 中关于

非自愿移民的规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目标和原则方面的指导，适用于项目产生

的与土地征收和安置相关的影响。 

应采取各种合理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征收土地并减小所有与安置相关的负

面影响。如果征收土地和相应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安置政策框架的目的是使所有

受影响人群（移民的定义请见下文）都能以重置成本（重置成本的定义请见下文）

获得财产和其它赔偿，通过相应的援助和恢复措施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机会以提高

或至少恢复其收入和生活水平。 

“移民”是指那些因为上述活动，（1）使其生活水平受到不利影响；（2）或

任何房屋的所有权、权力或利益，土地（包括宅基地、农田和牧场）或其它动产

或不动产被临时或长久地征收或占用；（3）或其生产资本受到临时或长久的影响；

（4）或其经营、职业、工作或居住场所或习惯受到不利影响；以及“移民”定

义中所包括的所有需要搬迁的人。 

     “重置成本”的定义如下：对于农业用地，是指被影响土地附近具有相等

生产潜力或用途的土地在项目之前或移民之前的市场价值，以二者之较高价值计

算，加上为达到被影响土地标准的征地费用和一切注册及转让税费。对于城区内

的土地，是指具有相等规模和用途，具有类似或改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且位于

被影响土地附近的土地在移民之前的市场价值，加上一切注册及转让税费。对于

房屋及其它建筑，是指建造一个地域和质量类似或胜于被影响建筑的替换建筑，

或修理部分受到影响的建筑所需材料的市场成本，加上将建筑材料运输到施工现

场所需的成本、人工成本及承包商费用和注册转让税费。在确定重置成本过程中，

财产的折旧和材料的残值不予考虑，也不从被影响财产的估价中扣除来源于项目

收益价值。如果本国法律不能满足全额重置成本的补偿标准，将以其他措施补充

本国法律规定的补偿，从而达到重置成本的标准。此种追加援助有别于世界银行

业务政策 OP4.12 第 6 段中的其他款项下规定的移民安置措施。 

     “土地征收”是指由于实施项目，一人非自愿地失去土地的所有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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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或接近机会。土地征收可导致一系列相关影响，包括失去住宅或其他固定资产

（围墙、井、坟墓或其他土地上附带的建筑物或改善设施）。  

“安置”是指向受影响人员提供充足机遇，以恢复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

的过程。资产补偿通常不足以实现完全恢复。  

“截止日期”是一分界日期，在此之前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确立受影响人口有

资格得到补偿或其他援助。截止日期在移民安置计划中确定，通常与受影响人口

的普查日期或造成拆迁的具体土建工程的公示日期一致。在截止日期之后进入项

目区域的人没有资格获得补偿或其他援助。 

世界银行业务政策 OP4.12 为移民安置计划和实施制定了主要的指导原则，

其中与此移民安置政策框架相关的原则如下： 

（1） 在任何情况下，设计项目及安置计划时，应从提高移民发展的机会考

虑，并使移民在项目活动的开展、服务及相关设施的新建过程中充分受益。 

（2）所有移民有权获得受损失财产的赔偿，或以等价的援助形式代替赔偿；

对损失的财产缺乏法律权利的人，也不会被排除在获得赔偿权力的人员之外。 

（3）安置计划中赔偿率的制定源于向所有损失财产的集体或个人的赔偿，

决不允许根据折旧或其它理由对赔偿金额打折扣或减少赔偿金额。 

（4）当征收耕地时，应通过共有土地重新分配优先依土安置。如果移民耕

地收入仅占其收入的小部分，只要失地移民愿意，可采取现金补偿或提供就业。 

（5）由于土地征收而置换的住房或宅基地，或商业经营场所、农业生产场

所，应至少和损失的场所有相当的使用价值。 

（6）应尽量缩短安置过渡期，在居民受影响之前就应支付相关的财产赔偿，

以便建造新的住房，移动或重置固定资产，在实际安置开始之前，实施一些减缓

搬迁影响的措施。应对未能获置换房屋的移民给予一定的过渡期支援，直到获得

置换的房屋。 

（7）制定移民安置计划的过程中，应和移民磋商，接受他们的请求及建议。

移民安置计划应以易于被移民所理解的方式向移民公布。 

（8）安置后应保持或提供好于原有的社区服务水平和可获取的资源。 

（9）借款人负责提供与土地征收及安置相关的所有费用。在安置和恢复过

程中充分满足财、物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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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移民安置计划应包括适宜的机构安排，以保证及时有效地设计、规划

和实施移民安置和恢复措施。 

（11）适当安排有效的内部、外部监测机制，监测移民安置措施的实施。 

（12）制定必要的移民申诉途径，向移民提供申诉程序的内容。 

3.移民安置法律与政策框架 

移民安置政策框架的基本目的是确保移民安置计划及实施符合世界银行业

务政策 OP4.12。同时，对于本项目中的任何土地征收、临时占用和移民安置活

动，将遵守一系列国家和山西省法规、政策。具体法规政策框架详见表 3-1 所示。 

 

表 3-1  项目移民安置法规政策框架 

层级 法规、政策文件 生效时间 

国家

与中

央部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987年 1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号） 1998年 12月 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05年 6月 17日 

《土地复垦条例》 2011年 3月 5日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资源部令第 11号） 
2002年 7月 1日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2004年 10月 21日 

《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

[2004]238号） 
2004年 11月 3日 

《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片区综合

地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114号） 
2005年 7月 23日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0号） 2002年 1月 1日 

山西

省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999年 9月 26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

通知》（晋政发[2009]38号） 
2009年 12月 10日 

《山西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

法》（晋政发[2005]182号） 
2005年 12月 1日 

《山西省征用、占用林地补偿费收取和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暂

行办法》 
2009年 1月 1日 

《山西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晋财综

〔2002〕155号）  
2002年 12月 27日 

世界

银行 

业务政策 OP4.12《非自愿移民》及其附件 2002年 1月 1日 

业务程序 BP4.12《非自愿移民》及其附件 2002年 1月 1日 

 



世行贷款山西煤层气（天然气）利用项目移民安置政策框架 

 7 

上述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构成了向受土地征收和临时占用影响的人提供补

偿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法律基础和政策框架。以下是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的关键规

定。 

（1）《土地管理法》的关键规定： 

第四十二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

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复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 

第四十七条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

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  

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

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

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

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

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

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

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的三十倍。  

（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关键规定 

第四条 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

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前款规定以外用途的土地的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有

两个以上的意向用地者的，也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3）《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关键规定 

 （十二）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

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要保证依法足额和及时支付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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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

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

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

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将征地费用足额列入概算。  

（十三）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

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

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

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

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

异地移民安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建立被征地农民的

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性意见。 

（4）《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 238 号文）的

关键规定  

（一）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制订。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省域

内各县（市）耕地的最低统一年产值标准，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制

订统一年产值标准可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农产品

价格、农用地等级等因素。  

（二）统一年产值倍数的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年产值倍数，

应按照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按

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

活水平，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 30 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

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

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经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当地人民

政府公布的最高补偿标准执行。  

（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有条件的地区，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可会同

有关部门制订省域内各县（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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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实行征地补偿。制订区片综合地价应考虑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

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水平等因素。  

（四）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

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

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

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5）《土地复垦条例》的关键规定 

第三条 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由生

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称土地复垦义务人）负责复垦。 

第十一条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按照土地复垦标准和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的规定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第十八条 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复垦，或者复垦验收中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应

当缴纳土地复垦费，由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代为组织复垦。 

第十九条 土地复垦义务人对在生产建设活动中损毁的由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使用的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负责复垦外，还应当向遭受损失

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损失补偿费。损失补偿费由土地复垦义务人与遭受损失的单

位或者个人按照造成的实际损失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土地所在地人民

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调解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6）《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关键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有复垦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按照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标准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复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土地造成破坏的，除负责土地复垦外，还

应当向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土地损失补偿费和地面附着物损失补偿费。

土地损失补偿费标准，参照本办法征地补偿费的规定办理，地面附着物损失补偿

费由双方商定。 

（7）《山西省征用、占用林地补偿费收取和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暂行办法》

关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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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被依法批准征用、占用林地的单位（个人），必须缴纳林地补偿费、

林木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和安置补助费。  

第八条 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收取。

被征、占用的林地属于个人的，发还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地

上苗木属于个人的，发还林木补偿费；其余林地或费用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暂存，

待原权属单位用于造林的成本达到补偿费总额并验收合格后，全额发还原林地权

属单位。 

（8）《山西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的关

键规定 

第十一条 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

名义，侵占被征地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补偿费；不得违法划分老户、新户、女儿

户。 

第十二条 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

费 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其余 20%平均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

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 

土地被全部征用的，其土地补偿费以不低于 8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户，

剩余部分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第十三条 已确权确地到户的土地被部分征收或征用的，其土地补偿费以不

低于 8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户；其余 20%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未确权确地到户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不低于

80%的比例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余部分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第十七条 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补偿费属于集体资产，应纳入

公积公益金管理，用于发展生产、增加积累，集体福利、公益事业等方面，不得

用于发放干部报酬，不得用于支付招待费用等非生产性开支，不得用于清偿债务。 

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使用方案应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收支情况应当及时公布，并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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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民安置计划的准备及审批 

借款人负责准备及实施移民安置计划，承担与移民安置相关的所有经费。土

地征收及移民安置的很多方面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借款人将通过各个

子项目县级移民安置管理机构对项目活动进行必要的协调，以保证制定有效的移

民安置计划并实施。移民安置计划应与地区建设、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及环境保

护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当地经济和受影响移民发展的可持续性。考虑当地自然和

社会经济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移民安置计划，有效恢复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

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旦确定项目实施中不可避免征收土地，有必要进行非自愿移民，并确定了

被征收土地的数量和移民影响，此时，应开始准备并向世界银行提交相应的移民

安置报告文件，如移民安置计划、简要移民安置计划或移民安置尽职调查报告等。

只有这些报告文件得到世界银行的审查通过后，项目办和项目实施单位方可启动

实施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和移民安置活动。 

移民安置计划应根据恢复生计和生活水平可能需要的时间，合理估算出过渡

期，并确保移民在此过渡期内获得帮助。借款人通过人口普查来确定并列举子项

目中需要被征收土地和被搬迁的人员，决定哪些人员有资格接收帮助，并防止无

此资格的人员涌入；通过社会经济调查来确定受影响地区中负面影响的范围和程

度。人口普查必须覆盖所有受直接影响的人群，社会经济调查可以采取抽样。人

口普查和社会经济调查需要同时还是分别进行取决于制定完整的移民安置计划

还是简要移民安置计划（简要安置计划请参见世行业务政策 4.12，附件 A）。当

受影响人数超过 200人，须制定完整的移民安置计划。如果对整个移民群体的影

响较轻，或影响人数不足 200人，可以制定一份简要的移民安置计划。如果受影

响的人不需要搬迁，且生产资料的损失不足 10%，则视为“影响较轻”。 

如果需制定移民安置计划，需要按照此移民安置政策框架中的政策原则、计

划及实施安排来制定。移民安置计划应以准确的人口普查及社会经济调查结果为

基础来制定，并制定缓解各类因移民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措施（例如，财产赔偿、

过渡期援助、经济恢复援助）。为了确保必要的移民安置措施落实以前不会发生

搬迁或限制使用资源、资产的情况，移民活动的实施需要和项目投资环节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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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基于负面影响的各种类型，移民安置计划特别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导致征收土地的活动描述； 

（2）潜在负面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3）社会经济调查和人口普查基线结果； 

（4）与土地征收和移民安置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回顾； 

（5）对于受影响的所有类别的具体财产赔偿标准（或可选择的其它办法）； 

（6）采取任何必要的其它安置措施以向移民提供恢复经济的机会； 

（7）赔偿及其它援助合格标准； 

（8）重置安排，必要时应包括过渡期援助措施； 

（9）必要时，选择并准备安置地点； 

（10）恢复或重置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 

（11）组织机构安排，以便实施； 

（12）协商及信息公开安排； 

（13）安置实施时间表； 

（14）成本和预算； 

（15）监测评估安排； 

（16）申诉处理程序； 

（17）汇总权益表。 

如果需制定简要移民安置计划，也应按照此移民安置政策框架中的政策原

则、计划及实施安排来制定。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移民人口普查和受影响财产评估； 

（2）描述要提供的补偿和其他安置援助（措施）； 

（3）合格的补偿标准； 

（4）协商及信息公开安排； 

（5）为实施而做出的组织机构安排； 

（6）时间表和预算； 

（7）监测评估安排； 

（8）申诉处理程序； 

按照本框架准备的任何移民安置计划需要由世行审核并同意，方能够签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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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搬迁的土建合同。 

5.移民补偿与安置权利 

虽然目前确定本项目不涉及房屋拆迁和人口迁移，但是一旦项目发生变化，

出现此类情况，则适用此政策框架确定的补偿安置权利。 

所有受影响移民有资格得到补偿和/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具体细节与他们所

受影响的性质有关。 

一般而言，有资格获得补偿的人将包括受到以下方式影响的人口：  

土地因项目被永久征收：这包括 A）受影响村庄的拥有正式土地使用权的

村民，以及 B）那些非受影响村村民但在耕种租赁那里的土地。A 类人员有权得

到重置成本补偿。B 类人员有权得到作物和建筑物损失补偿。 

失去房屋、其他建筑物和固定资产，包括树木和未收割的作物：房屋和其

他资产（无论他们是否在截止日期之前持有土地使用权或建筑物许可）的所有人。  

与临时影响有关的损失：这包括土地的临时损失，与迁移有关的过渡性成本，

或项目建设期间对业务的干扰。  

移民安置计划的目的是保证移民有充分机会重置损失的财产，改善生活水

平，或者至少恢复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此目标，有必要确认移民（资

格），保证所有移民有资格接受移民安置计划中的帮助。特别地，受影响移民将

有权得到以下类型的补偿和安置措施，具体见表 5-1。 

 

表 5-1  各类受影响移民获得补偿和安置的权利 

影响类型 受影响人群类别 补偿类型 安置政策 

永久性土

地征收 

受影响村的拥有

正式土地使用权

的村民 

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和耕种

作物的青苗补偿费 

村内土地调整或现金

补偿，技能培训，就业

促进与扶持 

暂时租用土地耕

种的个人 
耕种的青苗补偿费 

协助寻找其他农地租

用 

房屋拆迁

和重建 

农村集体土地上

受影响建筑物的

所有者 

新的住宅用地，受影响建筑物的完

全重置价的现金补偿费，搬迁补助

费，临时过渡安置费 

规模和通达性方面可

接受的新的住宅用地

地块 

国有土地上受影

响建筑物的所有

者 

以市场评估价为基础，对房屋进现

金补偿；同时提供安置房供被征收

人选择；搬迁补助费，过渡安置费 

规模、区位和质量相

当，且为被征收人所接

受的安置房或足够购

买此种房屋的补偿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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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类型 受影响人群类别 补偿类型 安置政策 

房屋租户 
与房屋的所有人协商解决租约解

除产生的损失补偿问题 

协助寻找其他房屋租

赁 

非住宅建

筑物的损

失 

被迫迁移的工商

业经营者及其员

工 

1）新的经营地块或基于重置成本

的现金补偿；2）针对经营性建筑

物损失的现金补偿；3）失去收入

（包括员工工资）的过渡性支持；

4）搬迁成本补助 

大小、区位和经营条件

方面均可接受的新的

经营地块 

附属物及

其他资产

的损失 

附属物及其他资

产的所有者 
基于重置成本的现金补偿  

基础设施

损失 

受影响设施的所

有者或负责机构 

将受影响设施恢复到原有状态和

功能或向相关部门提供用于恢复

的资金 

应及时恢复基础设施

和服务，以对当地社区

不造成影响 

各种类型

的直接损

失 

弱势群体，如贫困

人口、老年人、残

疾人，以妇女为户

主的家庭 

给予额外的扶持，保证他们的收入

水平和生活水平得以恢复或改善 
 

 

（1） 失去农地的受影响人口 

     ①补偿丧失农地的优先机制是提供有同等生产能力并使受影响人口满意的

替换土地。如果无法确定令人满意的替换土地，则可提供重置成本补偿。如果移

民并没有将获取土地作为优先考虑的方案，或提供的土地将对公园或保护区的可

持续性造成不利的影响，或者无法按照合理的价格获取足够的土地，除了土地和

其他财产损失的现金补偿外，还应另行提供以就业或自谋生计机会为主的安置方

案。如果缺乏充足的土地，应当按照世行的要求予以说明并写入文件。如果本项

目引起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将不低于山西省政府制定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分区域

的征地补偿标准详见表 5-2。 

    表 5-2  各有关县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征地补偿费   

县市、区

名称 

区域

编号 
区域名称 

统一年产值 

标准（元/亩） 

补偿倍数(倍) 补偿费用 

合计 
土地补 

偿倍数 

安置补 

助倍数 
（元/亩） 

昔阳县 

Ⅰ 西北土石山区 716 23 9 14 16468 

Ⅱ 中部丘陵山区 979 22 8 14 21538 

Ⅲ 县城规划区 1438 28 9 19 40264 

Ⅳ 东部丘陵区 831 23 9 14 19113 

全县统一年产值标准 856 22.8 / / 19305 

保德县 Ⅰ 北部工矿区 1112 23 8 15 2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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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县城规划区 1359 24 8 16 32616 

Ⅲ 中部工矿区 1121 24 8 16 26901 

Ⅳ 西部果园枣园区 1033 24 8 16 24792 

Ⅴ 东部丘陵农业区 974 24 8 16 23376 

Ⅵ 南部丘陵农业区 931 23 8 15 21482 

全县统一年产值标准 1024 23.5 / / 24111 

长治县 

Ⅰ 西北丘陵区 1104 21 9 12 23184 

Ⅱ 中北部平川区 1426 21 9 12 29946 

Ⅲ 东部丘陵山区 759 26 9 17 19734 

Ⅳ 城市规划区 1265 28 9 19 35420 

Ⅴ 南部山区 736 26 9 17 19136 

Ⅵ 东南丘陵山区 736 26 9 17 19136 

全县统一年产值标准 943 24 / / 22653 

襄垣县 

Ⅰ 北中部山地丘陵区 1063 23 7 16 24449 

Ⅱ 交通沿线工矿区 1193 25 8 17 29825 

Ⅲ 西南丘陵区 1090 23 7 16 25070 

Ⅳ 城市工矿发展区 1518 26 8 18 39468 

全县统一年产值标准 1110 23.5 / / 26126 

屯留县 

Ⅰ 西部山区 1127 22 8 14 24794 

Ⅱ 中部丘陵区 1142 23 8 15 26266 

Ⅲ 城市规划区 1318 28 8 20 36904 

Ⅳ 东部平川区 1323 27 8 19 35721 

全县统一年产值标准 1179 23.7 / / 27898 

清徐县 

Ⅰ 县城规划区 4100 25 8 17 102500 

Ⅱ 工矿发展区 1200 25 8 17 30000 

Ⅲ 小城镇建设区 810 25 8 17 20250 

Ⅳ 中南部平川区 1000 25 8 17 25000 

Ⅴ 北部山区 850 25 8 17 21250 

全县统一年产值标准 1078 25 8 17 26945 

  资料来源：《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晋政发

[2009]38 号） 

 

    ②受影响人口将以市价得到未收割作物的补偿，对于经济林木，以净现值补

偿，对于其他固定资产（附属建筑物、井、围墙、灌溉改造设施），以重置成本

补偿。  

③对于临时性的土地使用会支付补偿，占地补偿标准由项目建设单位和受影

响村协商确定，在目前确定的项目区域，旱地补偿标准为 1000—1500 元/亩；菜

地为 3000 元/亩；园地为 1000 元/亩；未利用地为 200—1000 元/亩；乡村土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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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00 元/亩。  

临时用地将由施工单位恢复原状，否则缴纳的复垦保证金将用来恢复土地。

复垦保证金缴纳标准为：农用地 18 元/m
2，未利用地 7.5 元/m

2。所有人或使用人

无须承担恢复费用。 

（2） 丧失建筑物的受影响人口 

①丧失建筑物的受影响人口，要么是以实物进行补偿（通过替换同等大小

的、令被拆迁人口满意的建设用地和房屋），要么以重置成本进行现金补偿。同

时提供搬迁协助。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将在邻近区域提供同等条件

的宅基地用于房屋重建，并按照完全重置价标准进行现金补偿；或者直接提供安

置房供被拆迁人选择，并结算房屋差价；对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将由被征

收人协商选择具备资质的房地产评估公司对房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在此基础上

协商确定补偿金额和安置方式，征收人应同时提供安置房供被征收人选择，安置

房与被征收房屋按照市场价值互结差价。 

②如果土地被部分征收之后，剩余的住宅土地不足以重建或恢复相同大小或

价值的其他构造的房屋，则应被拆迁人口的要求，将以重置成本征收整块建设用

地和建筑物。  

③对于固定资产，补偿将以重置成本价支付。  

④租赁房屋居住的租户将与房屋的所有人协商解决租约解除产生的损失补

偿问题，并将能够获得由借款人提供的寻找其他住处的帮助和搬迁支出的资助。 

（3）失去生意的受影响人口 

失去生意的相关补偿包括： 

①提供相同大小和客户可及性、令被迁移的经营者满意的替代经营地块； 

②失去经营性建筑物的现金补偿； 

③在过渡期间失去收入（包括员工工资）的过渡性支持；  

④搬迁成本。  

（4）弱势群体 

项目涉及的弱势人群，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以妇女当家的家庭，应在普查

中予以识别确认。 

针对所有受影响的人员的补偿与安置条款均适用于此类人群。此外，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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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也将享受到额外的协助，以保证项目的实施使得他们的收入和生活得以恢复

或者改善。  

（5）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移民问题尤其复杂，移民活动可能对他们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延续

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借款方要探寻所有可行的项目设计方案，以避免这

些群体的实际迁移。如果迁移无法避免，应为这些群体制定出以土安置的战略，

这一战略要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并符合所影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 

（6）基础设施和服务  

对于受影响的社区，免费恢复或更换基础设施（如水资源、道路、污水系统

或供电）和社区服务（如学校、诊所或社区中心）。如果确定了新的安置地点，

免费向被迁移安置人员提供与当地标准一致的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根据移民的

选择建立与新环境相适应的社区组织模式。要尽可能保存移民以及安置社区现有

的社会和文化体制，尊重移民关于是否愿意迁至现有社区和人群中的意见。 

6.实施程序  

移民安置计划应包括所有详细的活动实施日程表。赔偿支付及其它恢复措

施（以现金或其它方式）等必要的安置活动，应至少在土地被征收前一个月完成。

如果土地征收前不能支付全部赔偿，或不能提供必要的援助措施，则应提供过渡

期补贴。同时，在项目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实施过程中，还应遵循以下基本法律

程序。 

（1）征收集体农用地的一般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具体建设项目需

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

的国有建设用地。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涉及农用地的，按照下列规定

办理： 

①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有关事

项进行审查，提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时，必须附具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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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拟订农用地

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用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涉及国有农用地的，不拟

订征用土地方案），经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

府批准；其中，补充耕地方案由批准农用地转用方案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农用地转

用方案时一并批准；供地方案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征用土地方案时

一并批准（涉及国有农用地的，供地方案由批准农用地转用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农

用地转用方案时一并批准）。 

③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用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经批准后，由

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向建设单位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有偿使用国有土地

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

同；划拨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土地使用者核

发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 

④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申请土地登记。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涉及农民集体所有的未利用地的，只报批征

用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 

第二十五条 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

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

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

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 

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

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

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

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

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

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

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 

（2）临时占地的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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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划定占地的范围。项目实施机构与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受影响村村民委员

会领导共赴实地调查，确定临时用地的地点、四至范围、面积、土地类别等，并

协商确定占地补偿标准。 

②签订临时占地补偿协议。项目实施机构依照土地勘测定界报告结果与受影

响村的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占地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占地期限和占地补偿标

准。占地补偿协议由乡镇政府、村委会领导共同签字、盖章确认。 

③向县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项目实施机构向项目建设所在县国土局提出申

请。申请临时用地应提供下列资料：临时用地申请表、有资质的测绘单位绘制的

临时用地勘测定界图、申请人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临时用地补偿协议。临时用地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使用水利设施用地、林地的，需提供规划、水利、林业等

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证明文件；使用耕地的，需提供由具备资质的土地整理设计

单位编制的土地复垦方案。 

7.移民安置资金预算及安排 

借款人负责承担所有与征收土地及安置相关的责任。按照本移民安置政策

框架制定的任何安置计划需要包含成本和预算。所有因占用土地而遭受负面影响

的人群均有权获得赔偿及适当的安置，无论这些人群是否在移民安置计划阶段被

确定；也无论充足的缓解资金是否已到位。因此，移民安置计划应设立不可预见

费，一般占安置总费用的 10%以上，用于支付不可预见的安置费用。 

移民安置计划中的赔偿率为计算移民补偿费提供了基础。按照完全重置价

向所有损失财产的集体或个人给予全额赔偿，决不允许任何原因的赔偿折扣。移

民安置计划应描述赔偿金从借款人到受影响人手中的程序。作为原则性要求，资

金流通应尽可能地直接地支付给受影响人口，在此过程中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协

调、仲裁等中间程序和环节。 

8.协商和信息披露 

在移民安置政策制定、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都要十分重视移民参与和协商，

利用社会经济调查、社会影响评估调查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地宣传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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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安置政策，向各种类型的受影响人口征求意见。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

协调和沟通，当地政府、受影响村集体和受影响人口已经充分理解了项目的潜在

影响、安置政策和收入恢复计划。 

受影响者的参与或与受影响者协商是移民安置活动的起点，通过协商能帮

助项目顺利实施，是达到安置和恢复目的的基本手段。移民安置计划必须描述与

移民就安置计划进行协商所采取的措施，向移民及其社区或接纳他们的安置社区

提供及时、相关的信息，鼓励移民和安置区居民共同参与计划的制定，并向他们

提供参与规划、实施和监测移民安置的机会。在新的移民安置地点或安置社区，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便改善、恢复或保持移民和安置社区原有的

设施利用程度和服务水平。通过为这些群体建立相应的、便利的申诉机制，以改

善和提高其工资和收入状况。为确保充分考虑受影响人的意见和选择，应在项目

设计和缓解措施确定之前进行咨询。通过外部监测（见下文）使公众参与贯穿于

安置计划实施过程的始终。 

项目移民安置办公室及地方各级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可以采取下列程序和方

式鼓励受影响人口参与和协商： 

（1）宣传移民信息 

为确保受影响地区的移民和当地政府充分了解移民安置计划详情，以及各子

项目的补偿和移民安置计划，项目移民安置办公室还应将经世行审查通过的各项

移民安置信息整理汇总后在受影响地区张榜公布或通过广播、电视或网络媒体予

以发布，并制作成信息册发放到每个移民手中，移民安置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

所有受损失的财产；补偿标准；补偿金额和安置政策；移民的权益；意见反馈及

申诉渠道等。 

（2）召开公众咨询会议 

根据项目征地拆迁的实际情况，项目安置办公室不定期组织受影响人口召开

咨询会议。每次会议均应邀请弱势群体的代表尤其是妇女参加，并由外部独立监

测机构进行监测。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宣传项目建设内容、进度和

移民政策。 

（3）召开听证会 

（4）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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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办公室同样应向项目地区移民、公众公开移民安置计划的草案和最终版

本，并在移民方便通达的地方发放。移民安置计划公开的一般地点，可以在公共

图书馆、受影响村委会村民活动室、政府公众信息网站等，其语言应易于理解。

移民安置计划草案应在报送世行审批前一个月公布，世行认可后再公开最终版

本。 

2013 年 9 月 2 日，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移民安置计划发布

在了公司网站上，并同时放置在 6 个子项目设置在当地的办公室和相关乡镇移民

安置办公室。各子项目办随后还在项目所在县的报纸上发布关于移民安置计划放

置地点与发布网站地址的公告，让项目影响区公众广泛知情，便于查阅并积极反

馈意见、建议。项目移民安置计划通过世行审查后，也将发布到世行网站上。 

9.申诉处理程序 

确保受影响者生产生活的恢复和改善提高，是移民安置工作的主要目的。因

此移民安置工作在与移民磋商后进行，多数情况下不会引起申诉。然而，在项目

的实施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出现各种问题。为了使问题出现时能得到及时有效

的解决，以保障项目移民安置的顺利进行，并确保移民在有关土地征收和安置等

方面有申诉的途径，本项目将制定以下相关申诉程序： 

阶段 1：如果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或实施感到不满，可以向村移民安置小组

或项目办征地补偿与移民安置工作部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诉。如果是口头申诉，则

要由村里作出处理并书面记录。村委会应在 2 周内解决。 

    阶段 2：移民若对阶段 1 的处理决定不满意，可以向相关镇移民安置办公室

提出申诉，移民安置办公室应在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3：移民若对阶段 2 的处理决定仍不满意，可以向各子项目所在县移

民安置协调小组提出申诉，要求行政仲裁，行政仲裁机构应在十日内作出仲裁决

定。 

阶段４：移民若对行政仲裁机构的仲裁决定仍不满意，可以根据民事诉讼

法，向民事法庭起诉。 

上述申诉方式，应该以受影响移民能够理解的途径公布，使移民充分了解自

己所具有的申诉的权利。相关单位对于移民提出的抱怨不满问题应进行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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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充分征求受影响移民意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安置计划规定的各项原则

和标准，客观、公正的提出处理意见。 

10.监测评估安排 

移民监测评估的依据包括： 

（1）国家有关移民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2）世界银行有关业务导则； 

（3）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法律性文件，如世界银行和项目业主共同认可的移

民安置计划等。 

移民监测评估的原则包括： 

（1）周期性地调查、了解和评价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实施的情况； 

（2）准确地进行数据采集和资料分析，保证监测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3）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移民安置计划的实施情况； 

（4）及时地向项目业主和世界银行报告，使其能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并进

行科学决策。 

内部监测一般应包含如下内容：  

（1）组织机构  移民实施及其相关机构的设置与分工，移民机构中的人员

配备，移民机构的能力建设； 

（2）移民政策与补偿标准  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各类影响损失的补偿

标准实际执行情况。需特别说明是否按照移民安置计划中的标准执行，若有变化，

需说明原因；  

（3）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活动实施进度；  

（4）移民预算及其执行情况； 

（5）移民生产就业安置 农村移民的主要安置方式（土地调整安置、新土地

开发安置、企事业单位安置、自谋职业安置、养老保险安置等）、人数、店铺与

企业拆迁移民就业安置、脆弱群体（少数民族、妇女家庭、老人家庭、残疾人等）

的安置，临时占地的土地复垦，安置的效果等；  

（6）移民房屋重建与生活安置 农村移民安置的方式与安置去向，宅基地安

排与分配，房屋重建形式，宅基地“三通一平”工作，补偿资金的支付，公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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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水、电、路、商业网点等）的配套，搬迁等；城市移民的安置方式，安置点，

安置房建设，安置房选择与分配，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搬迁等，商业店铺房屋重

建与分配，企事业房屋重建与分配；  

（7）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店铺、城（集）镇和各类专项设施（水利、电力、

邮电、通讯、交通、管线等）的恢复重建； 

（8）抱怨、申诉、公众参与、协商、信息公开与外部监测  

（9）对世界银行检查团备忘录中有关问题的处理；  

（10）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外部监测评估将由独立于项目业主及移民实施机构的具有移民监测评估能

力的组织或机构承担。外部监测评估一般应包含如下内容：  

（1）移民机构 通过调查访谈，监测业主与移民实施机构的设置、分工与人

员配备情况，移民机构能力建设与培训活动；与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比较，评估其

适宜性；  

（2）移民政策与补偿标准  调查了解移民实施的主要政策，并与移民安置

行动计划比较，分析其变化情况，评估其适宜性。典型抽样核实各类移民损失（尤

其是永久征地、房屋拆迁等主要损失）的补偿标准实际执行情况，并与移民安置

行动计划对比，分析其变化情况，评估其适宜性；  

（3）移民实施进度  

（4）移民补偿资金与预算  

（5）移民生产就业安置 通过典型抽样调查和跟踪典型移民户监测，对移民

生产就业安置与收入恢复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6）移民房屋重建与生活安置 通过抽样调查，进行分析评估。 

（7）工商企事业单位恢复重建 通过文献阅读，典型抽样调查与跟踪监测，

了解企事业单位与店铺的拆迁与重建情况；与移民安置行动比较，评估其适宜性；  

（8）城（集）镇及专项设施恢复重建 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实地调查，掌握

城（集）镇迁建与恢复实施状况；与移民安置计划比较，评估其适宜性；  

（9）移民收入与生产生活水平恢复 通过征地拆迁之前的基底调查和之后的

抽样调查与跟踪监测调查，掌握典型移民户的收入来源、数量、结构、稳定性和

支出结构、数量，并进行移民搬迁前后经济收支水平的对比分析，评估收入恢复



世行贷款山西煤层气（天然气）利用项目移民安置政策框架 

 24 

等移民目标实现的程度。进行典型样本户、居住（房屋等）、交通、公共设施、

社区环境、文化娱乐、经济活动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评估移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恢

复目标实现的程度；  

（10）抱怨与申诉 通过查阅文件资料和现场典型户调查，监测移民抱怨和

申诉的渠道、程序，主要抱怨事项及处理情况；  

（11）公众参与、协商和信息公开 通过查阅文件资料和现场调查，监测移

民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协商活动及其效果，移民信息册的编制、印发与反馈，

移民信息公开活动及其效果；  

（12）落实处理世界银行检查团备忘录及上期移民监测评估报告中提出的问

题；  

（13）结论与建议 对移民实施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相应的结论。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跟踪，直到处理完毕。 

在移民搬迁期间，外部监测评估机构一般一年开展两次现场调查和监测评

估。在移民搬迁活动结束后，可以一年开展一次现场调查和监测评估，也可根据

移民安置工作的需要，适当增减调查和监测评估的次数，但需要经过世界银行同

意。外部监测评估工作一般需延续到移民安置目标的实现。通过外部监测评估工

作，对移民安置的全过程及移民生产生活水平恢复状况提出评估意见及建议。外

部监测报告须同时提交项目办公室和世界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