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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页 ：Dominic Chavez/ 世界银行。在马里巴马科郊外的卡提布谷村，工人们正在认真修剪西第贝农业技术公司的温室作物。

第 10 页 ：Arne Hoel/ 世界银行。毛里塔尼亚诺克少的传统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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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 国别成就 ：就业与经济转型
经济增长可以促进社会转型，增加人

们的收入并使之蓬勃发展。但仅靠增

长是不够的。为了减少贫困和确保共

同繁荣，需要一种能创造更多、更好

和包容性就业的增长。改善金融服务

获取，加强技能培训，支持私营部门

发展，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这

些措施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就业机会，

使最贫困国家摆脱贫困。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全

世界有超过 2 亿人没有工作，其中以

年轻人居多 ；另外还有 20 亿工作年

龄人口未加入劳动力大军，其中大多

为女性。要想提高就业率，充分吸收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就需要在

2030 年前创造约 6 亿个就业岗位。

这就要求大力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

经济转型意味着要改变工作的性质，

改变人们做什么、在哪里做以及如何

做。仅仅有一份工作还不够 ：关键是

要有一份生产率更高、工作条件良

好、有社会保障的工作。除了创造尽

可能多的正规就业以外，提高非正规

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也十分重要。 

世界银行开展的“就业诊断”清楚地

表明，经济转型程度决定了新就业机

会的广泛程度以及这些就业带来的生

产率和收入增长水平。

IDA 在支持有助于创造就业和增加收

入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方面有良好的历

史记录。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了解 IDA 在支

持各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1 方面的努

力 ；那里你也可以了解 IDA 的更多国

别成就，包括我们在性别、气候变化、

治理与机构建设、应对脆弱、冲突与

暴力形势等诸多领域的工作。

1 本册中提到的国家都是目前有资格获得 IDA 支持的国

家。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ida.worldbank.
org/about/borrowing-countries

用数字说话

IDA 主要成就  

 14 万 
公里道路得到建设、修复或 

升级（2011-2018 年）

939,034 

人从孟加拉国的一个生计改善 

项目中受益（2015-2018 年）

http://ida.worldbank.org/about/borrowing-countries
http://ida.worldbank.org/about/borrowing-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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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2013-18 年，一个旨在培养就业技能、提高职业 

技术学校毕业生收入的项目使 39,867 人受益。

阿富汗

2003-17 年，“国家团结计划”及其

包括 IDA 在内的 31 个伙伴机构与各地

社区发展委员会合作，确定并实施了

122,430 项小规模建设开发活动。

该计划为技能工人和无技能工人提供

了总计 6600 万个工作日就业，推动

阿富汗各地通过秘密投票民主选举成

立了 45,751 个社区发展委员会。

2013-18 年，一个旨在培养就业技能、

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收入的项目

使 39,867 人受益。

2012-18,1 年，共建成 450 公里三级

公路和 1,840 米三级桥梁，另有 3,500

多公里三级公路得到维护。同期还修建

了 860 公里二级公路和 2,319 米二级

桥梁，道路沿线共创造了 270 万个就

业机会。2010-18 年，通过支持农村

企业为 81,880 人提供了可持续的就业

机会，其中妇女占受益人的 52%。受

项目支持的中小企业有 71% 表示企业

收入有所增加，其中 28% 为妇女所有。

2018 年，2040 万农村居民获得了全

季候公路，比 2013 年的 1360 万大幅

上升。拥有全季候公路的农村居民所

占比例从 58% 提高到 89%。

孟加拉国

2015-18 年， 一 个 生 计 改 善 项 目 使

939,094 人受益，其中 95% 为妇女。

在社区参与下完成了 3,095 个基础设

施子项目，使 471,671 人受益。98.5%

的社区决策是由妇女做出。

2011-18 年，34 家公司参与了经济区

开发，确定了 43 个建设经济区和科技

园的新址。私营投资总额达到 29 亿美

元，备选投资接近 170 亿美元。同一

时期创造了 2.1 万个优质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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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8 年，共有 144,615 名学生从

100 所理工学院毕业。

2016-18 年，聘请了 3,500 名教师，

5 万名非公办教师获得资格认证，180

万名学生受益，其中 828,000 名是

女生。

2018 年，市场机会的增加使 100 万

小农户受益（其中 33% 是妇女），而

2015 年这一数字是 397,600 人。从

2015 到 2018 年， 有 165,683 名 农

民采用了提高生产率的农业新技术。

贝宁

2014-18 年，19,790 名没有工作的青

年获得了就业技能培训并且 / 或者得

到了就业机会，其中 51.4% 是女性。

2,991 名青年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

14,342 名青年圆满完成了小企业经营 

和生活技能培训，1,069 名工匠接受

了技能提升培训。

布基纳法索

2013-18 年，52,737 名已不在校学习

的青少年获得了临时就业和技能培训

机会。40.2% 接受培训的青少年在培

训完成一年后实现就业或自己创业。

提供了 220 万个工作日就业，修复了

63.4 公里农村道路和 51.9% 的城市道

路。37,812 名青少年获得了重体力劳

动就业。

中非共和国

2016-18 年，100,830 天的临时工作

使 37,000 人受益，其中妇女占 27%。

通过这些工程修建了 57 个新涵洞， 

 

对 25 个现有涵洞和 12 座桥梁进行了

修缮，还修建了 63 公里公路两边的

排水沟。

科摩罗

2015-18 年，4,217 人受益于“工作

换现金”、“工作换食品”和公共工程

项目，其中 68% 受益人是妇女。

孟加拉国

2010-18 年，共有 144,615 名 

学生从 100 所理工学院毕业，完

成职业技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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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8 年，一个安全网项目创造了

641,456 个工作日的就业，向 69 个

贫困社区提供社会安全网和营养服务，

对 106 名卫生工作者进行了婴幼儿喂

养技能培训。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5-18 年，数学和科学课程大纲的

修 订 使 110,217 名 学 生 受 益。5,851

名教师获得了夏季在岗强化培训，

15,987 套教学手册被发放给中学数学

和科学教师。

对戈马国际机场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它

在 2017 年吸引乘客 302,548 人，高

于 2014 年的 140,000 人。

刚果共和国

2013-18 年，328 名 青 少 年 获 得 了

在校技能培训，692 名青少年参加

了改善就业和创业技能的学徒项目。 

479 名小微企业家参加了一个技能培

训试点。

科特迪瓦

2018 年，53,489 名青少年受益于

就业技能培训项目，高于 2014 年的

25,422 人。62% 在培训结束后六个

月之内实现就业或自己创业。

2018 年有 10,433 名青少年参加了

临时学徒项目，92% 完成培训，高

于 2016 年的 76%。52% 在培训结束

后六个月之内实现就业或自己创业。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5-18 年，数学和科学课程大纲的修订使 110,217 名学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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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959 人 接 受 培 训， 高 于

2015 年的 11,248 人。

2015-18 年，提供了 250 万个工作日

的公共工程体力劳动，2018 年修复

了 3,491 公里公路，高于 2014 年的

2,537 公里。

埃塞俄比亚

2012-18 年，15,525 名妇女成功完成

了职业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平均年

收入提高 28%。

2016-18 年，一个安全网项目创造了

220 万个工作日的就业，使 448,885

人受益。这一时期还有 35,000 人获

得了就业指导。

2018 年，2,554 名学员获得了软技

能培训，70% 以上被博勒莱米（Bole 

Lemi-I）工业园雇用。

一个妇女创业项目提高了由女企业家

拥有或部分拥有的小微企业的收入以

及它们提供的就业。2018 年它们的年

平均收入为 3,398 美元，高于 2012

年的 2,414 美元。每周为小微企业的

工作时长从 2012 年的 179 小时提高

到 2018 年的 295 小时。

加纳

2010-18 年， 共 向 167,235 名 工 人

提供了 1360 万个工作日就业，其中

65% 的工人是妇女。

2011-16 年，通过一个技能和技术项

目使企业投资增长 135%，104,832

人受益。

几内亚

2013-18 年，438,501 人受益于一个

安全网项目。这期间，51,318 人获得

了 170 万个工作日的就业。

2017-18 年，新招募了 207 名医务工

作者，对 925 名医务工作者进行了培

训。同期有 21,537 人受益于营养、育

儿和儿童早教服务。

肯尼亚

2018 年，路灯、人行道、卫生设施和

消防站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使 300

万内罗毕居民受益。

2016-18 年，1,041 名青少年获得了

创业赠款，2,600 人获得生活技能培

训、技术培训、创业培训和实习机会。

同期还有 328 名工匠获得了工艺大师

认证。

肯尼亚

2016-2018 年，1,041 名青少年获得了创业赠款，2,600 人

获得生活技能培训、技术培训、创业培训和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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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肯尼亚基础设施市场动

员了 9830 万美元私人资本。财政部

达成了与新的公私伙伴合作（PPP）

法相关的法规。2017-18 年，PPP 委

员会批准了 22 个可行性研究。

吉尔吉斯共和国

2014-18 年，496 个私营兽医共获得

了 7,885 天培训。70% 农户对这些兽

医的服务质量表示满意。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14-18 年，175 家中小企业受益于

1070 万美元商业银行融资。通过本项

目的能力建设子项目，中小企业促进

局 75 名工作人员接受了旨在改善中

小企业融资的公共政策培训。

利比里亚

2015-18 年，7,224 人受益于安全网

项目 ；3,612 名农村青年完成了生活

技能培训 ；项目提供了 105,360 个工

作日的公共工程劳动。同期，来自蒙

茨拉多县 10 个城市社区的 786 名青

年接受了创业培训，并在创业赠款支

持下自己创业或是扩大了家庭企业。

马达加斯加

2014-18 年，创造了 23,554 个就业

岗位，新登记企业 15,005 家，城市

年度财政收入增加 57 亿美元。

2013-18 年，920 万人受益于一个基

础设施项目。该项目提供了 310 万工

作日就业。这期间共完成了 984 个“工

作换现金”子项目，101,237 名农村

居民通了全季候公路。

2018 年项目区创造了 30,851 个正

规 就 业 机 会， 大 大 高 于 2014 年 的

4,346 个。其中旅游业为 4,043 个，

而 2014 年只有 690 个 ；农业企业占

7,715 个，2014 年是 1,089 个 ；2018

年新登记企业为 18,018 个，大大高于

2014 年的 3,259 个。

马里

2014-18 年，22,718 名已离开学校的青少年参加了一个

技能培训项目，654 人在一个创业项目下编写了商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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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

2013-18 年，10,550 名学生受益于一

个技能培训项目，其中 30% 是女生。

2015-18 年，985,635 人 受 益 于

2015 年洪灾后创立的公共工程项目。

这期间还有 129,455 人受益于现金转

移项目，123,003 人参加了生计发展

培训，208,753 人在 2015 年洪灾后

恢复了农业生计。

2013-18 年，5,634 名农村青年接受

了技工培训，78% 学员通过了年度评

估，86% 学员成功毕业。

马里

2014-18 年，718 名已离开学校的青

少年参加了一个技能培训项目，4,858

人参加学徒计划，654 人在一个创业

项目下编写了商业计划。

2014-18 年，一个技能培养项目对

34,230 名 15-35 岁青少年进行了培

训，其中 32% 是女性。

2013-17 年，10,000 个家庭得到了创

收活动支持，如农产品加工、畜牧业

生产和商业园艺业等。受益人还通过

一个全国医疗保险计划获得了免费医

疗服务。

毛里塔尼亚

2015-18 年，29,853 个家庭（197,030

人）受益于一个现金转移项目，其

中 88% 受 益 人 是 妇 女。 这 期 间 有

102,300 个家庭在全国登记系统里登

记，改善了他们获得针对贫困脆弱人

口的现金转移的机会。

2016-18 年，动员了 4980 万美元私

人投资以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鲜鱼出口从 2016 年的 936 吨提高到

2018 年的 7,086 吨。

摩尔多瓦

2014-17 年，对出口导向企业的平均

贷款增长 34%。通过一个信贷额度提

供了 88 笔贷款，266 家中小企业受

益于商业开发服务。

采用欧盟的种子、化肥和植物保护产

品目录使投入品质量改善，成本降低，

成品竞争力提高。向 108 家直接和间

接出口商提供了 2100 多万美元的信

贷额度，从而创造了 420 个就业岗位，

增加了出口。

莫桑比克

2014-18 年，生态旅游行业创造了

1,728 个就业岗位，使 68,875 人受

益， 其 中 34% 是 妇 女。 同 一 时 期，

200 万公顷土地被纳入生物多样性

保护，450 万美元生态旅游收入返回

社区。一些保护区的执法巡逻次数从

2014 年 的 5,523 次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11,642 次。

2013-18 年，一项临时收入支持使

96,105 个赤贫家庭受益。2017-18 年，

18,477 人受益于直接现金转移。2018

年，80% 参加公共工程劳动的人在一

个月内就收收到工资。5,043 名城市

居民和 57,994 名农村居民受益于一

个公共工程项目。

缅甸

2012-18 年，利用赠款支持修建了

21,249 个农村基础设施。387,272 人

参加了项目规划、财务管理和采购培

训并将其所学技能付诸应用。

尼泊尔

2017 年，73,392 名青少年参加了短

期培训，高于 2014 年的 8,390 人。

2017 年 71,486 人 完 成 培 训， 高 于

2014 年的 7,864 人。70% 的毕业生

获得了至少六个月就业，比 2014 年

的 68% 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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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8 年，60,400 户（259,720

人）的住房使用抗震建房方法进行了

重建。同期有 9,319 名工匠接受了多

种灾害抗灾建筑技术培训，29 名政府

官员获得了灾害风险管理培训。

尼日尔

2011-18 年，创造了 310 万个工作日

临时就业，其中 110 万个属于妇女。

2011-17 年，平均每年修复 233 个社

区基础设施。

2013-18 年，一个技能培养项目使

9,211 名青少年受益，其中 31% 是女性。

2013-18 年，3,006 名已离开学校的

青少年参加了双元制学徒项目。680

名青少年完成了市场需求较大技能

的培训，1,647 名参加了创业培训，

3,500名技校毕业生与潜在雇主对接。

2016-18 年，52% 获得职业培训的青

少年找到工作或自雇就业。

尼日利亚

2013-18 年，58,961 名青少年通过参

加公共工程项目获得现金补助，其中

40% 为女性。同期还有 25,000 名妇

女接受了生活技能培训，1,000 名妇 

 

女完成了实习项目，3,000 名妇女参

加了职业和创业技能培训。

巴基斯坦

2018 年旁遮普省的一个技能培养项

目向 38,226 名学生提供了市场需 

 

要 的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比 2014 年 的

18,522 人有所增加。

2014-18 年，15 个学校提供 15 个用

计算机开展的培训课程，726 名学生

毕业。

毛里塔尼亚

2016-18 年，动员了 4980 万美元私人投资以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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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1-18 年，莫尔兹比港 18,497 名

青年完成了就业培训和实习活动，开

立了银行账户，并完成了 814,273 个

工作日的劳动。425,388 个工作日是

由青少年工作队完成，341,911 个工

作日是在岗培训。2,852 名青少年完

成了在岗培训，其中 83% 受益人报告

说他们进入劳动市场的知识、技能和

信心都有所增加。

卢旺达

2012-18 年，通过一个公路项目修复

了 270 公里道路，创造了 4,145 个就

业机会 ；另外对 164 公里农村道路进

行了维护，创造了 502 个就业机会。

共有 374,000 人从该项目受益。

塞内加尔

2013-18 年，4,590 名学生就读于经

过改进的科学技术专业课程，651 人

从短期技能培养课程毕业。

2016-18 年，2,151 个企业和企业家获

得了加快企业成长方面的培训，创造

了 220 个就业岗位。

2016-18 年，352 名青年受益于大达

喀尔地区城市间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2018 年，32 公里农村道路的修复工

程提供了 1,740 个月的就业。

所罗门群岛

2010-2018 年，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雇

用了脆弱社区的 13,000 人，提供了

785,851 个工作日就业。受雇人员中

52% 是妇女，60% 年龄在 16-29 岁。

很多失业人员平均每人得到 59 天工

作，共向他们支付工资逾 300 万美元。

参加者通过职业教育中心找到工作，

成为城市道路项目的监督员。

塔吉克斯坦

2018 年，1,900 名学生参加了针对

劳动市场需求开发的短期课程，其中

1,040 人是女生。

2013-18 年，140 万人受益于一个灌

溉排水项目。项目提供了 994,988

个工作日就业，其中 239,461 个工作

日提供给妇女。

坦桑尼亚

2014-18 年，达累斯萨拉姆大都市区

110 万人获得了新基础设施或原有基

础设施得到修复，包括 55 公里全季

候公路和 16 公里主排水渠。

2018 年，520 万人受益于一个瞄准

式社会安全网项目，而 2013 年只有

5000 人。2013-18 年，89% 家庭通

过公共工程收到了现金补助，这些工

程提供了 3700 万个工作日就业。

多哥

受益于农业供应链发展的人数从 2017

年 的 125,313 人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147,235 人。通过一项匹配赠款安排，

2018 年有 420 个商业农场得到支持，

而 2016 年只有 170 个。

2012-17 年，315,246 名 贫 困 社 区

居民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有所改善 ；

12,754 人受益于“工作换现金”、“工

作换食品”和公共工程项目。同期有

39,831 名学生在新建或修缮后的学校

上学。

乌干达

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登记财产所

需时间从 52 天下降到 42 天。登记新

企业所需时间从 33 天下降到 24 天。

也门

2016-18 年，为接受短期就业支持的

300,639 人提供了 680 万个工作日

就业，受益人中 47% 是青少年。向最

脆弱人口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其中

28% 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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