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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章 
 
2020 年 6 月 22 日 
 
采矿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 
 
性别平等显然是采矿业面临的一个挑战。在采矿公司和受采矿影响的社区，与男性相比，女性

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公司存在性别偏见的政策和做法，例如歧视女性候选人的招聘程序，或将

女性排除在外的土地补偿条例，这些都是显性的不平等现象 1  。然而，更隐蔽的无视性别差
异的现象，即忽视或忽略基于性别差异的现实问题，则往往更难以识别和解决。例如，仅在正

式的社区组织中进行评估咨询，如果女性在这些群体中的代表人数不足，则可能会在无意中忽

略了女性的观点和她们所关注的问题。 
 

矿业公司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抵制这些潜在的偏见，避免无意中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

这需要公司从管理到工作条件，到社区参与和投资活动，各个层面都采取系统性的行动，。 

 

公司在这些问题上是否采取了足够的行动？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负责任采矿指数 

2020》报告（以下简称 RMI 2020）显示，各矿业公司在解决性别平等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

距。报告对 38家大型矿业公司在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EESG）问题上的政策和实践进

行了循证评估，将性别作为一个横向问题，涉及公司行动的许多不同方面。各公司与性别相关

的总体表现非常薄弱，反映了在受采矿影响的社区及其治理机构、领导层和员工队伍中解决性

别问题的行动非常有限（见图 1）。 

 
本研究报告提供了几个例子来呈现矿业公司在性别相关方面的努力。 
 

减少性别不平等：尊重人权 
 

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简称《指导原则》），公司有义务尊重人权，采取行动识别、评估和处理与其自身或

活动相关的人权风险，并对其造成或加剧的任何负面人权影响提供补救措施。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zh/rmi-report-2020/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zh/rmi-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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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为各国和企业提供了如何将性别视角纳入执行《指导原则》

的指南。指南列出了企业为实现每项原则可以采取的行动。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成员苏

里亚·德瓦教授（Surya Deva）在评论 RMI 2020报告时表示， 
 

RMI 2020报告中与性别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矿业公司未能充分应对采矿对妇女和女

童的不同和不成比例的影响。《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性别平等指引》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

通过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行动来防止和解决对妇女和女童的不利影响。" 
 
 

 
 
公司在高层行动高调，但在矿区层面对女性工人的保护甚少 
 

矿业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性别行动也许是越来越多的改善董事会的性别平衡，以及加强高级管理

层性别多样性的方案。各公司经常引用这些方案作为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实现性别

平等（目标 5）做出贡献的证据。RMI 2020报告显示，大多数公司至少在跟踪和报告董事会

和高级管理层的女性比例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一些公司为这些级别的女性代表设定了目标

（见图 2）。这些行动令人鼓舞，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性别平衡的领导层会带来更强劲的

ESG表现。 

 

“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Business/BookletGenderDimensionsGuidingPrinciples.pdf


 
 
 

 
 
 
尾矿管理 :  Responsible Mining Foundation 
采矿与水资源: 采矿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  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 
 3 

然而，鲜少有证据表明，公司解决了对女性矿工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即提供与性别相符的个

人防护设备（PPE）。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问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缺乏适合女性工人使

用的、有效的、安全的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个人防护装备，给在矿区工作的女性带来了风

险。如图 3所示，这一问题的得分明显低于董事会层面的性别多样性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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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生产国政府可以对提供与性别相符的个人防护设备产生积极影响。一些政府已经在采取行

动使其标准化。例如，南非的《采矿健康与安全法》和南非矿产资源部的指导方针要求各公司

制定关于为女性矿工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的强制性业务守则。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这

些措施将收效甚微。南非全国矿工联盟女性结构主席丽迪雅·南科潘妮（Lydia Nkopane）对此

表示： 
 

尽管有《采矿健康与安全法》，但南非的大多数矿区仍然没有系统地提供与性别相符

的个人防护设备。矿业公司和立法者常常存在误解。极端高温和粉尘对女性的身体有极大的危

害和伤害，但当女性工人要求确保提供足够保护的贴身防护衣物时，却遭到男性同事和管理人

员的欺凌和嘲笑。" 
 
女性工人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保护女性工人免受基于性别的骚扰和暴力方面，各公司的表

现更为薄弱。虽然与行业相关的举措正在应对这些风险，但没有一家接受评估的公司能够表明

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系统性的行动（见图 4）2。 
 
 

 
 
公司没有评估自身业务对女性的影响 
 
在受采矿影响的社区采取知情办法支持性别平等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了解现状，包括公司业务对

女性的当前影响。对于任何致力于避免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矿业公司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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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的举措。采矿业务潜在的影响是广泛的，例如，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破坏，基于性别的

暴力风险增加，以及失去土地。然而，RMI 2020报告中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非常薄弱：几乎

没有证据表明公司有定期评估其业务对女性影响的制度（见图 5）3。 
 
无论公司是将性别影响评估作为单独的工作，还是作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或人权影响评估的

一部分，这些评估都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使公司能够预防或避免对女性的生活和生计产生负

面影响。 
 
 

 
 
无视性别差异的地方采购边缘化由女性管理的企业 
 
众所周知，与男性相比，女性受到采矿活动的影响更大。国际金融公司（IFC）、乐施会

（Oxfam）以及其他机构的报告显示，采矿公司的存在使得女性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地位面临

更大的风险 4。然而，即使是积极的社区参与和投资行动，如果不适当考虑性别问题，也可能

加剧女性的不利地位。这种无视性别差异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导致现有的对女性的歧视和边缘化

永久化，并有可能加剧。当女性因年龄、宗教、种族或经济资源等原因面临额外障碍时，情况

尤为如此 5。 
 
RMI 2020年报告的结果表明，许多矿业公司在发展地方采购时，实际上是无视性别差异的，

因此有可能对性别平等产生负面影响。如图 6所示，只有少数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将女性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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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方采购支持措施，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女性很可能被排除在外。公司可能没有看到付出额

外努力去接触当地由女性管理的企业的价值，或者他们可能发现很难找到满足其采购需求的企

业 6，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些公司都失去了改善其供应商多样性、促进性别平等和加强与当地

社区关系的宝贵机会。此外，正如国际金融公司所报告的那样，支持当地由女性领导的企业会

产生更广泛的社区稳定和经济发展效益 7。 
 
 

 
 
 
公司在性别平等方面应立即采取的措施 
 
矿业公司可以立即采取实际措施，系统地解决性别平等问题。例如，措施包括： 

 
• 制定全公司范围的性别平等政策，涵盖与公司治理和领导层、劳动力和工作条件以及

社区层面的影响和举措相关的性别问题。 
 

• 审查现有的政策、程序和制度，检查是否有任何无意识的性别偏见，并确保性别平等

问题得到充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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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劳动力中的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制定零容忍政策，并采取坚定的措施保护女性工

人免受这些风险，包括提供注重性别差异的培训。 

• 确保为女性工人提供与性别相符的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健康和卫生设施。 
 

• 建立制度，确保业务活动定期进行性别影响评估，并就这些评估的结果采取行动。 
 

• 跟踪和报告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例如员工的招聘、留用和代表性；地方就业和地方采

购；工人和当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工人的工资待遇。根据这些数据，制定必要

的战略，减少和消除性别不平等。 

 
最重要的可能是，公司首先咨询受影响社区和各级员工中的女性，了解影响她们的与采矿相关

的性别平等问题，以及她们希望采取的措施。在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公司可以系统地

将女性纳入对她们有重要意义的优先事项决策和业绩监测中。 
 
归根结底，只有让女性作为政策和方案的共同设计者、共同执行者和共同评价者参与进来，公

司才能确保其性别平等行动真正推动性别平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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