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346/INS/INF/3 

供参考 
 

理 事 会 
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日内瓦 

 

机构部分 INS 
  
日期：2022 年 10 月 14 日 
原文：英文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行动计划
(2017-2021 年)》的最终执行报告 

 
概要：本文件介绍了自向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提交中期报告以来，劳工局为执行劳工组织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行动
计划所开展的活动。 

作者单位：负责政策的副总干事办公室(DDG/P)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28/INS/5/1(Add.)、GB.337/INS/12/2、GB.337/INS/4、GB.341/INS/13/2、
GB.344/INS/18(Rev.1)、GB.346/INS/6 和 GB.346/POL/5。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44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142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248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177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9877.pdf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85942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73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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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1. 劳工组织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行动计划源自国际劳工大会第 105 届会议(2016 年)通过的关于全
球供应链体面劳动的决议和结论，以及随后理事会关于该决议的适当后续行动的讨论。根据理
事会的指导以及雇主组和工人组的联合指导意见，对拟议五年行动计划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7
年 8 月整合为一份最终文件。 

2. 劳工组织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将 2016 年决议的广泛议程适用于减少体面劳
动赤字，在供应链中为妇女和男子提供更多生产性和体面就业机会。它由五个行动领域构成： 

• 产出和传播知识； 

• 三方成员和企业能力建设； 

• 有效倡导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 

• 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 

• 伙伴关系和政策一致性。 

3. 这些行动领域围绕 30 项可交付成果和 95 项关键活动展开。 

4. 除了可交付成果之外，根据理事会要求，行动计划还包括三次会议，涉及决议中提到的议题：
出口加工区、跨境社会对话以及劳工组织现有标准是否适用于在全球供应链实现体面劳动。
2017 年 11 月举行了促进出口加工区工人体面劳动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保护的三方专家会
议，目的是确定可能采取的行动，促进出口加工区工人体面劳动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保护。
理事会在 2018 年 3 月第 332 次会议上核可了促进出口加工区工人体面劳动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
权利保护的结论，提出了几个建议后续行动领域，其实施情况见下文的报告。 

5. 2019 年 2 月举行了跨境社会对话三方专家会议，其结论得到了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的核可。会议分析了跨境社会对话倡议的当前经验、挑战和趋势，以及劳工组织在这
一领域的作用和附加值。下文介绍了后续行动。 

6. 2020 年 2 月，根据 2016 年决议第 25(c)段提出的问题，举行了在全球供应链实现体面劳动技术
会议。正如提交给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的报告所解释的，该次技术会议没有通过任何
结论。 

7. 2019 年 10 月，劳工局提供了一份中期报告，向理事会通报了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下半阶段计
划实施工作的前进道路。理事会请劳工局继续实施中期报告中概述的行动计划。 

8. 本文件的其余部分讨论了劳工局在行动计划的五个行动领域的相关活动，重点是中期报告以来
的主要活动，并提出了结论意见。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ifp_seed/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050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ifp_seed/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05081.pdf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departments-and-offices/governance/dialogue/WCMS_65136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dialogue/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0059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9755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17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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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和传播知识 

9. 这一行动领域的目标是确保劳工组织具备必要的知识和研究能力，通过基于实证的咨询，就全
球供应链向三方成员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制定实现体面劳动的有效政策和战略。根据理事会第
328 届会议(2016 年)作出的决定，并如劳工局中期报告所详述的，在行动计划的头两年将知识
和研究列为优先事项，劳工局开展了有关供应链干预措施的研究评估和独立综合评估，就劳工
组织在供应链工作中使用的研究方法绘制了图谱，成立了供应链研究工作组。  

10. 行动计划认识到需要获得关于供应链的更多更好的数据，特别是通过绘制供应链图谱的方式。
“零伤亡愿景基金”开展的研究扩展了劳工组织关于多个国家供应链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知识，
最近在两份关于全球服装业和农业供应链职业安全与卫生改进方面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的综合
报告中对这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总结。“零伤亡愿景基金”开展的工作包括研究新冠肺炎和气候
变化对这些产业中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影响。作为技术合作项目“以可持续供应链促进向前更
好地建设”的一部分，已完成渔业、纺织业和服装业、咖啡业和电子业的国别研究。劳工局一
份关于在家工作的研究报告讨论了服装、电子和家庭用品行业全球供应链在家工作的产业工人
的特殊情况，他们通常处于非正规经济中。该报告还审议了可能应对这些工人所面临的体面劳
动赤字的办法。“亚洲服装业供应链体面劳动”项目的数据分析评估了亚洲服装业的就业、工
资和生产力情况，强调了趋势、模式和向更美好劳动世界未来前进的道路。 

11. 行业会议的背景文件也审议了供应链问题，例如汽车行业劳动世界未来或农村经济中水产养殖
业劳动世界未来。 

12. 劳工局继续增进关于供应链童工劳动问题的知识，特别是在原材料的生产和提取层面，包括可
可、栗子、钴、咖啡、棉花、黄金、榛子、棕榈油、甘蔗、茶叶、香草和小麦。继 8.7 联盟供应
链行动小组于 2019 年发布关于全球供应链童工劳动、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第一份全球估计后，
劳工局继续完善其关于选定行业供应链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发生率的统计分析方法。 

13. 在劳工组织之前的工作和“8.7 联盟”框架下开展的工作基础上，就全面供应链图谱绘制方法进
行试点的计划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干扰，因为许多实地工作不得不暂停。然而，自 2021 年第
四季度以来，劳工局开始在越南电子行业试行基于网络抽样的供应链图谱绘制的方法。这项技
术性很强的工作依赖于与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伙伴的密切合作，以及劳工组织内部为该国电子
行业三方成员提供支持的几个项目之间的协调。2023 年，劳工局将在越南推出全面的全行业图
谱绘制，并力求在其他地方也实施这一方法，以期建立统一的供应链图谱绘制方法，该方法将
调查一系列体面劳动赤字和机会，根据 2019 年 10 月关于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中期报告中描述的
前进道路，为采取基于需求、全方位和集体行动方法的供应链干预措施提供基础。与此同时，
劳工局的多数大规模供应链图谱绘制工作继续侧重特定专题优先事项，如职业安全与卫生、童
工劳动或强迫劳动，而不是全方位评估。 

14. 在贸易方面，劳工局关于贸易与体面劳动一体化的研究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一个关
于贸易协定劳工条款的中心。关于贸易和体面劳动的两卷报告将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出版，涵盖
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案例研究(第 1 卷)和促进贸易与体面劳动的宏观政策(第 2 卷)。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44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327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2176.pdf
https://vzf.ilo.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OSH_improvement-Garment-_04Web.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lab_admi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20570.pdf
https://vzf.ilo.org/knowledge-data/
https://live-vzf.pantheonsite.io/insights/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in-global-supply-chains-summary-of-key-findings-from-recent-research-conducted-by-vision-zero-fund/
https://live-vzf.pantheonsite.io/insights/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in-global-supply-chains-summary-of-key-findings-from-recent-research-conducted-by-vision-zero-fund/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projects/WCMS_76493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projects/WCMS_76493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5806.pdf
https://www.ilo.org/asia/projects/WCMS_68153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72614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81552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81552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DevelopmentCooperationDashboard/#b97j8xr
https://www.alliance87.org/action-groups/#supply-chains
https://www.alliance87.org/action-groups/#supply-chains
https://www.alliance87.org/news/child-labour-and-human-trafficking-remain-important-concerns-in-global-supply-chains/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projects/trade-decent-work/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LP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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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鉴于供应链经常受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大规模健康、经济和就业危机的冲击，劳工局还调查了新
冠肺炎和供应链之间的互动。在整个疫情和复苏阶段，劳工组织的新冠肺炎监测报告和专门的
新冠肺炎门户网站汇集了面向三方成员的丰富知识和指南，其中经常包括供应链视角，特别是
针对具体行业的问题。在全球层面，劳工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发布了重要研究和政策简报，
包括《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和消费者需求：就业如何因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和《新冠肺炎和全
球供应链：就业危机如何跨境传播》。 

16. 以区域为重点的简报审视了供应链对重要经济部门的影响。即将开展的比较研究涉及以下方面
的研究成果：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在各种价值链活动与不同工人就业份额的关联方面的差异、
后向和前向价值链参与的作用以及不同类别工人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其他即将开展的工作将审
视各种国家和国际对策以及吸取的经验教训。 

17. “更好的工作”计划继续收集疫情期间工人和企业层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被隔离或暂时
或永久失业的服装工人的状况。关于服装生产国如何应对疫情的这一实证与其他知识产品一起
得到广泛传播。  

18. 2021 年，劳工局在劳工组织网页上创建了供应链专题门户网站。该专题门户网站是一个中央资
源中心，重点介绍劳工组织的研究和主要出版物，并提供相关的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大会信息。
它提供了劳工组织项目和服务的链接，以及可通过劳工组织图书馆查阅的供应链方面内容的链
接。另外，根据关于跨境社会对话的结论，劳工局启动了跨境社会对话一站式知识门户网站的
开发。该门户网站将汇编有关为政府以及雇主和工人代表参与跨境社会对话创造机会的公共和
私营进程和举措的信息，还将提供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协议的数据库。预计将于 2023 年初启用。 

 能力建设 

19. 在行动计划的后半部分，提高三方成员的能力仍然是实施活动的主要重点。本节涵盖中期报告
以来的活动。为了更清楚地将这一行动领域与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区分开来，本节主要涵盖为
三方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发的工具、指导和培训。 

20. 《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多国企业宣言》)为与供应链相关的大量培训和
工具提供了框架。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资源来自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亚洲(中国)开展的两个促进
负责任工商业行为的项目。 

21. 劳工局与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都灵中心)合作，提供了三个标准的年度课程：(1)面向三方成
员的关于《多国企业宣言》及其业务工具的课程，帮助他们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和负责任的
工商业行为方面采用《多国企业宣言》的原则；(2)关于人权尽职调查的劳工层面的课程，主要
是协助公司根据《多国企业宣言》进行尽职调查，同时也协助政府和社会伙伴支持公司进行尽
职调查；(3)面向投资促进机构的关于吸引有助于体面劳动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事项的外
国直接投资的课程。(另见下文关于出口加工区的讨论。)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064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936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936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58626.pdf
https://betterwork.org/better-work-and-covid-19/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upply-chains-preview/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Publications/WCMS_57989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mericas/programas-y-proyectos/WCMS_73590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rojects/WCMS_703335/lang--z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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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都灵中心关于社会对话和劳动关系的年度电子化研修班包含若干模块，旨在培训劳工组织三方
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国家和跨境社会对话，以促进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人权尽职
调查和供应链中的良好劳动关系。 

23. 2019 年，劳工局推出了一个针对中小企业的培训模块，以增进中小企业对以下方面的了解：作
为负责任工商业行为关键概念源头的国际框架、私营行为守则的内容以及社会合规性审计所涵
盖的不同领域，并就企业能够采取哪些步骤来更好地尊重国际原则以及遵守国家法律和公司守
则提供指导。培训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表明尊重工人的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能够成为具有竞争力
的工商业战略的一部分。 

24. 劳工组织还与都灵中心协作，并与国际雇主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其他一些组织合作，开发
了一个关于企业如何为实现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作出贡献的大型在线开放课程。
来自 114 个国家的 1,200 多名参与者报名参加了 2021 年秋季的首次大型在线开放课程。该课程
使参与者清楚地了解企业如何为体面劳动议程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介绍了作为
对话和行动框架的《多国企业宣言》，提高了关于政策一致性对实现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重要
性的认识，促进了对能够鼓励企业为人人享有体面劳动作出贡献的措施和倡议的“巧妙组合”
的理解。 

25. 劳工组织面向工商业的国际劳工标准服务台(劳工组织服务台)是一个一站式平台，就如何使企业
经营更为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并建立良好劳动关系向企业和工人提供服务。它提供相关工具和资
源、培训机会及劳工组织工商业网络的链接，并回答与工商业遵守国际劳工标准原则有关的问
题。劳工组织服务台提供关于国际劳工标准和国家劳动法之间关系以及国家批准劳工标准情况
的信息。服务台的经验被纳入劳工组织的其他培训材料。 

26. 在亚洲，劳工组织为大学生和未来工商业领袖主办了关于全球供应链中负责任工商业行为和体
面劳动的研讨会；帮助协调了菲律宾椰子、菠萝和香蕉行业体面劳动三方对话；共同组织了
“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进国际劳工标准和对社会负责的劳工实践的讲习班；为越南电子行业举
办了工资和工时研讨会。对政府成员的能力建设包括供应链战略性劳动监察的指导，开展了针
对出口加工区监察的特定活动，例如在菲律宾。 

27. 在拉丁美洲开展的工作包括：为智利劳动监察员提供虚拟培训，重点是供应链的工作中基本原
则和权利，特别是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智利酿酒业试点培训计划(西语)；哥斯达黎加检察官指
南。 

28. 2021 年，劳工局在非洲区域为来自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的 40 名参与者(政府、国家雇主
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社会对话机构)主办了为期三周的虚拟培训课程，题为“多国企业、发展和
体面劳动：《多国企业宣言》的方法”。2022 年举办了后续网络研讨会，帮助与会者在国家层
面活动中采取后续步骤。 

29. 2022 年 2 月，劳工组织和国际雇主组织以三种语言发布了根据《多国企业宣言》的规定联合开
发的企业自我评估工具。该工具帮助公司评估其当前政策和做法在多大程度上与《多国企业宣
言》的原则保持一致，并鼓励管理方在评估和找出改进领域的过程中与工人或其组织进行有意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e-academy-social-dialogue-and-industrial-relations#:%7E:text=This%20e%2D%20Academy%20on%20Social,in%20conjunction%20with%20the%20ILO.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72576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multi/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8639.pdf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business-helpdesk/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sia/events/WCMS_83950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manila/eventsandmeetings/WCMS_77639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manila/eventsandmeetings/WCMS_82115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sia/events/WCMS_82642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hanoi/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84257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0532.pdf
https://www.ilo.org/santiago/sala-de-prensa/WCMS_816500/lang--es/index.htm
https://www.ilo.org/santiago/sala-de-prensa/WCMS_795293/lang--es/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multi/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09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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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磋商。自我评估工具涵盖了《多国企业宣言》的所有领域，指导用户从劳工组织服务台获
取关于特定主题的其他资源。  

30. 劳工局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工作也有助于供应链成为体面劳动的切入点。作为一个加强政
府和社会伙伴能力，谈判和确定适当工资水平的项目的一部分，劳工组织制定了指标和方法，
结合经济因素，估计工人及其家庭的需求。该项目在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
西亚和越南开展了研究并提供能力建设，以确定适当的工资，包括供应链中的适当工资，特别
是在香蕉、咖啡和茶叶产业。 

31. 针对企业的专题信息包括专题简报，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合作编写的《改善整个供应链安全与
卫生并建立预防和保护文化的九种工商业实践》。其他针对企业的供应链资源包括劳工组织童
工平台提供的《关于预防、识别和解决童工劳动问题的供应商指南》。在 2022 年德班第五届全
球消除童工劳动大会上，为供应链专场会议安排了有关《多国企业宣言》指南的简介，以应对
童工劳动的根本原因。 

 有效倡导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 

32. 根据行动计划，有效倡导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被定义为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为推进供应链体
面劳动而开展的有效对话和行动，重点是存在严重体面劳动赤字的国家和产业。各项产出注重
围绕关键政策信息开展倡导和交流，特别是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公平招聘、职业安
全与卫生以及工作条件，包括促进批准和有效实施特定公约。该行动领域还包括应要求为有效
的国家和跨境社会对话提供支持。 

33. 正如《国际劳工组织确保供应链体面劳动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措施差距分析》所指出的，无论
供应链关系如何，已批准的公约、议定书和建议书都适用于工人。总的来说，劳工局在促进批
准和有效实施劳工标准方面的工作并不专门依赖行动计划。在许多情况下，劳工组织标准与供
应链方面工作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 

34. 在这一行动领域，行动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与劳工局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常规工作相关联，
或者与其他运动相交织。例如，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通过《关于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
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议》之前和之后，劳工局开启了推动批
准《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的工作。 

35. 行动计划纳入了一个具体可交付成果：促进批准和实施《1976 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
(第 144 号)、《1960 年(工业和国家一级)协商建议书》(第 113 号)和《1976 年(国际劳工组织活
动)三方协商建议书》(第 152 号)。这方面的主要途径是劳工局对《多国企业宣言》进行促进，
并在以下方面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根据第 144 号公约的指导，在开展三方社会对话后建立
国家联络点或类似进程。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wages/projects/WCMS_826265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eip/publications/WCMS_82148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eip/publications/WCMS_82148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221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multi/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43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dg_p/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2989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4870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48704.pdf


 GB.346/INS/INF/3 8 
 

36. 行动计划设想在劳工组织发展合作计划(如“公平招聘倡议”)中推广劳工组织《公平招聘总体原
则和业务准则》。在危地马拉、约旦、墨西哥、尼泊尔、突尼斯、菲律宾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开展了这方面工作，使三方成员和在供应链不同层次工作的移民从中受益。在这一计划中，劳
工组织侧重不同的产业和供应链，例如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侧重农业，在约旦和尼泊尔侧重服
装业。项目的一部分重点是扩大关于劳动监察部门在确保公平招聘方面作用的知识和倡导，包
括同行之间的知识共享。目前正在与都灵中心共同编写的培训材料中纳入了关于劳动监察和移
民工人招聘监测的技术简报。 

37. 同样，行动计划还概述了在针对工商业的活动中对公平招聘问题的特定关注。为此，劳工组织
“改善劳务移民招聘框架全球行动”和“公平招聘”项目与“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全球工商业
网络”合作编写了一份关于公平招聘中尽职调查的工商业指南；其他项目也就同一主题开发了
针对具体国家的工具(西语)。劳工局出版了培训材料，以促进和指导工商业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
方理解并在其经营流程和业务中应用公平招聘原则。 

38. “童工劳动平台”、“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全球工商业网络”和“8.7 联盟”等倡议和平台是重
要的渠道，通过它们来倡导和提高对批准和有效实施国际劳工标准重要性的认识，并帮助阐明
标准实施与供应链体面劳动的关系。这些努力还帮助增加了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之间的互动，并帮助第五届全球消除童工劳动大会等活动打造议程和提高知名度，在大会上
有几场会议专门讨论了供应链问题。针对“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雇主组织和企业提交了 100
多项旨在处理众多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问题的承诺，占提交的所有承诺的三分之一。大会期间
通过的《德班行动呼吁》呼吁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供应链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现象。 

39. 《多国企业宣言》是一个促进社会对话的宝贵倡导和交流工具。除了促进国家三方社会对话之
外，它还有能力促进跨境社会对话，此类对话的形式为多国企业的母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
的对话以及多国企业与工人组织之间的对话。事实表明，它在《多国企业宣言》和《联合国工
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的企业尽职调查责任方面也具有相关性。 

 政策咨询与技术援助 

40. 本节介绍了通常通过供应链发展合作计划向特定三方成员、国家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政策咨询
和技术援助。 

41. 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劳工组织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国家联系
点组织了一次关于《多国企业宣言》及其业务工具的年度课程。该课程协助国家联系点处理公
司经营中与劳工有关的具体情况，包括在供应链和尽职调查要求方面。培训还通过推动国家联
系点与促进《多国企业宣言》国家联络点之间的交流来促成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对话。正如题
为“在经修订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通过五年后进行评估”的文件
(GB.346/POL/5)中所指出的，劳工组织还推动了六个公司与工会对话程序。 

42.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埃塞俄比亚和突尼斯，“支持具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培训正被纳
入公共和私营中小型企业服务提供商的供应商发展计划，以改善生产率、工作条件以及与国际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air-recruitment/lang--en/index.htm
https://www.fairrecruitmenthub.org/events/peer-peer-knowledge-sharing-webinar-fair-recruitment-and-labour-inspection-0?language_content_entity=en
https://www.fairrecruitmenthub.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4/Brief%20-%20Labour%20inspection%20and%20monitoring%20of%20recruitment%20of%20migrant%20workers.pdf
https://www.fairrecruitmenthub.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4/Brief%20-%20Labour%20inspection%20and%20monitoring%20of%20recruitment%20of%20migrant%20workers.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migration/projects/reframe/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air-recruitment/projects/lang--en/index.htm
https://flbusiness.network/
https://flbusiness.network/
https://flbusiness.network/toolkit-fair-recruitment/story.html
https://www.ilo.org/americas/programas-y-proyectos/WCMS_842682/lang--es/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682748.pdf
https://childlabourplatform.org/wp-content/uploads/2021/12/ILO_CLP-MarshallsPledge_Video_1920x1080.mp4
https://www.5thchildlabourconf.org/en
https://endchildlabour2021.org/stakeholders/
https://www.5thchildlabourconf.org/en/news/what-durban-call-action#:%7E:text=The%20Durban%20Call%20to%20Action%20is%20a%20document%20that%20emphasizes,Labour%20on%2020%20May%202022.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E9%87%8D%E5%A4%A7%E8%AE%AE%E9%A2%98/%E8%81%94%E5%90%88%E5%9B%BD%E6%8C%87%E5%AF%BC%E5%8E%9F%E5%88%99/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E9%87%8D%E5%A4%A7%E8%AE%AE%E9%A2%98/%E8%81%94%E5%90%88%E5%9B%BD%E6%8C%87%E5%AF%BC%E5%8E%9F%E5%88%99/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85859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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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联系。在埃塞俄比亚，这是作为“我的工作：埃塞俄比亚推进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工业
化计划”的一部分开展的，该计划是一项最初为服装业和纺织品业提供支持的劳工组织一体行
动计划。 

43. 劳工组织在 15 个以上的国家大力援助三方成员，加强其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能力，将供
应链作为推进体面劳动的切入点，包括在“加快行动消除非洲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现象”、
“联盟之间”、“清洁棉花”和“消除钴矿业童工劳动”等项目中。例如，“加快行动消除非
洲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现象”项目致力于将茶叶和咖啡供应链底层的工人组织起来，以此作为
减少童工的一种手段，将资金包容性扩大到棉花和黄金供应链的上游工人，并制定了提高荷兰
咖啡零售商认识的战略。在乌兹别克斯坦，劳工组织第三方监测为在 2021 年棉花收获期间消除
系统性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作出了贡献。在马来西亚，作为“以可持续供应链促进向前更好地
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劳工组织和马来西亚橡胶理事会出版了一份马来西亚雇主实用指南，介
绍如何应对、预防和消除橡胶行业强迫劳动。 

44. 在促进“拉贾斯坦邦可持续和弹性天然石材业”项目下制定了一项全邦范围内的战略，以提高
该行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洪都拉斯的咖啡供应链中，一个项目与三方成员合作设计了一项
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国家战略，同时，“零伤亡愿景基金”与三方成员开展了合作，在
洪都拉斯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咖啡供应链中改善职业安全与卫生。在哥伦比亚，劳工组织支
持建立一个专门针对咖啡供应链的对话空间，促进该行业的体面劳动和生产力的发展。“零伤
亡愿景基金”也正在实施一个项目，以改善墨西哥番茄和辣椒供应链的职业安全与卫生。该项
目还应对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热应力对工人安全与卫生的影响。 

45. 在纳米比亚，劳工局帮助纳米比亚海洋和渔业研究所为劳动监察员举办了关于基本安全和其他
问题的培训，帮助监察员为在渔船上监察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劳动条件做好准备；举办了讲习
班，提高三方成员对《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的认识；帮助建立了一个战略合规工
作组。 

46. 新冠疫情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运输工人在供应链运营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公共卫生和边境管制
当局及其他方面为防止病毒传播而采取的措施给运输工人的体面劳动带来了长期严重挑战。对
旅行、在外国港口获得岸上医疗服务以及其他行动的限制违反了已批准经修订的劳工组织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的义务。劳工局与三方成员以及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广泛接触，
提请全球关注这些违反该公约的行为，并确保充分遵守该公约。劳工局继续通过一个联合行动
小组开展保护供应链中运输工人的工作。 

47. 疫情帮助推动了新的援助努力以及现有供应链方面重要计划的变化。例如，在疫情期间，“更
好的工作”计划调整了其企业一级的服务，以满足三方成员不断变化的需求，包括对职业安全
与卫生的更高关注。劳工组织的若干计划利用新技术调整了交付机制，包括利用虚拟技术对数
千家企业进行虚拟培训，并培训三方成员，以扩大所覆盖企业的范围。 

48. 疫情提高了对多项社会保护制度不足之处的认识。在与企业和工人协会的密切合作下，并在就
设计和实施方式进行三方协商后，劳工局开始实施针对孟加拉国和柬埔寨服装业的工人和工厂
的应对新冠疫情的收入保障计划。 

https://www.ilo.org/africa/technical-cooperation/WCMS_68754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technical-cooperation/WCMS_68754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technical-cooperation/accel-africa/lang--en/index.htm#:%7E:text=Egypt%20is%20one%20of%20the,children's%20lives%20throughout%20the%20country.
https://www.ilo.org/ipec/projects/global/WCMS_460495/lang--fr/index.htm
https://www.ilo.org/ipec/projects/global/clearcotton/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docs/WCMS_82674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6680.pdf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projects/WCMS_76493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projects/WCMS_76493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53094.pdf
https://www.ilo.org/newdelhi/whatwedo/projects/WCMS_74880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mericas/programas-y-proyectos/WCMS_75432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countries-covered/namibia/WCMS_80183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3167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3167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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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关系和政策一致性 

49. 劳工局在一段时期内优先关注多边体系政策一致性，但国家层面的一致性同样重要。尽管劳工
组织缺乏一项关于供应链的全面战略，这有时妨碍了其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但劳工局一直在
出现适当机会时积极参与，最近在强制性人权尽职调查方面的监管趋势为劳工局提供了一些促
进政策一致性的机会。与此同时，与私营部门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开展的合作帮助劳工组织扩大
了在供应链中的影响力。 

50. 若干多边论坛——尽管有时由于疫情而变更或推迟——为劳工局建立伙伴关系和促进政策一致性
提供了机会。这些论坛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年度联合国工商业与人
权论坛，以及区域工商业与人权论坛。这些以《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中心的论
坛是强调《指导原则》、国际劳工标准和作为劳工组织供应链干预措施框架的《多国企业宣言》
之间一致性的重要场所。 

51. 同样，劳工局定期参加经合组织促进尽职调查和负责任工商业行为的论坛，并为其做出贡献。
虽然 2020 年和 2021 年参加公共活动的机会减少，但劳工局继续参加经合组织主办的特定行业
负责任工商业行为和尽职调查年度全球论坛。劳工局还将向经合组织的同事提供专门知识，帮
助他们更新《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 

52. 与人权高专办、欧洲联盟和经合组织联合编写了《负责任的企业：国际文书的关键信息》，这
份小册子解释了与供应链有关的主要国际框架，除此之外，出于对政策一致性的共同兴趣，和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一起为三方成员制定了一份补充指导文件，即《国际劳工标准、联
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以及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之间的联系》。劳工组织与经合
组织伙伴关系的其他方面工作包括将于 2022 年底出版的《非正规性：寻求新的社会契约》报告
中关于非正规性和全球价值链的一章。在国家层面，有关负责任工商业行为的发展合作计划，
例如上文提到的那些计划，进一步加强了与人权高专办和经合组织的此类伙伴关系。 

53. 促进出口加工区工人体面劳动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保护三方专家会议的结论强调了与国际
组织的合作和协调。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合作特别富
有成效。劳工组织和贸发会议对政府管理区的劳工政策进行了评估，即加强出口加工区对关于
体面劳动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贡献：对 100 个区域的评估，该评估是 2019
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上启动的。其后，劳工组织和贸发会议扩大了伙伴关系，为“可持
续区”提供支持，将《多国企业宣言》作为让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参与出口加工区政策讨论的核
心工具。 

54. 同样，自 2016 年与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劳工组织在出口加工区方面建
立并扩大了这种关系。《多国企业宣言》是投资促进过程的基础，类似机构与贸发会议、世界
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和其他机构合作，就如何加强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方面影响(包括在出口加工
区)制定指南。  

55. 如上所述，对尽职调查日益增长的关注为推进行动计划发展三方成员能力的目标以及与包括多
国企业在内的私营部门接触创造了机会；为此，劳工局还与学术界开展了合作。例如，在劳工

https://www.oecd.org/corporate/forum-on-due-diligence-in-the-garment-and-footwear-sector.htm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mneguidelines/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76374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0026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0026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multi/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954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multi/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9544.pdf


 GB.346/INS/INF/3 11 
 

组织的支持下，巴黎政治研究所主办了两次国际社会对话会议(法语)，其中 2021 年的会议探讨
了跨境社会对话在尽职调查和公正过渡方面的作用。与学术界的其他合作包括一个关于法国
2017 年强制性尽职调查(法语为 devoir de vigilance)法律实施情况的会议和报告。 

56. 劳工局正在为黄金等某些行业的供应链行动方开发针对具体行业的尽职调查培训。劳工局还建
立了新的公私伙伴关系，在国家层面处理国内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工作条件问题。与费列罗公司
和欧洲巧克力、饼干、糖果协会的公私伙伴关系通过将私营部门的努力与土耳其现有和未来打
击童工劳动的国家计划联系起来，推动了处理童工劳动问题的合作方法。同样，“加快行动消
除非洲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现象”项目正在与国家健康保险基金、合作社和私营部门合作，将
全民医疗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可可业的农民，并将评估对童工劳动的影响。 

57. 劳工局继续通过“童工劳动平台”、“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全球工商业网络”、“8.7
联盟”和“同酬国际联盟”深化与私营部门(包括中小企业)及其他机构的合作。 

 结论意见 

58. 行动计划是劳工组织有关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的协调框架，旨在提供一个重点突出和有针对性
的“劳工组织一盘棋”方法。如前所述，行动计划中的可交付成果涵盖了劳工组织为三方成员
提供支持的大部分常规工作。虽然有些工作(例如促进某些国际劳工标准)在行动计划之外原本也
会开展，但行动计划提供了额外动力。此外，与供应链中体面劳动相关的问题具有跨领域性质，
这意味着劳工组织的许多政策部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要么明确参与了供应链方面的工作，要么
开展了对行动计划的目标加以补充的工作。 

59. 在主管政策的副总干事办公室的支持下开展的协调工作(包括成立工作组)在强化跨司局协调方面
取得了成果，同时做出了若干努力，拟订协调的项目方案，这些方案仿效劳工组织一体行动计
划“我的工作”，采取综合方法并加强不同政策部门和旗舰计划之间沟通。例如，越南电子行
业的项目与越南“更好的工作”计划合作，将服装行业的咨询方法和选定工具加以调整，应用
于电子行业。在其他地方，这一势头被新冠疫情打乱，因为劳工局将其重点转移到为三方成员
应对新冠疫情及后来的复苏工作提供支持。 

60. 在全球供应链中实现体面劳动技术会议是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进入封锁状态前夕召开的，该次会
议未能达成结论，并且理事会也推迟到 2021 年 3 月才讨论这一问题，这都不利于推进旨在促进
供应链体面劳动的“劳工组织一盘棋”方法并进一步使其制度化。尽管如此，劳工组织一体行
动计划“我的工作”的独立中期评估(2022 年)证实该计划采取的方法使其能够同时应对众多挑
战，利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取得良好成效，同时指出利益攸关方赞赏通常由多项干预
措施组成的整体方法。评估发现的一个差距是缺乏一个包含总部所有部门和国家工作队在内的
正式全球协调结构，该结构能够将获取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传递到未来的劳工组织一体行动
计划。最后，评估建议应在整个劳工组织内利用并广泛分享来自“劳工组织一盘棋”方法的组
织学习。 

https://www.sciencespo.fr/ecole-management-innovation/fr/actualites/2emes-rdv-du-dialogue-social-international.html
https://www.ilo.org/paris/actualites/WCMS_732474/lang--fr/index.htm
https://www.ilo.org/ankara/news/WCMS_7616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nkara/news/WCMS_7616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nkara/areas-of-work/child-labour/WCMS_79063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hanoi/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newsitems/WCMS_841169/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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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21 年在五个国家和行业启动的“以可持续供应链促进更好地向前建设”计划在设计上借鉴了
劳工组织一体行动计划“我的工作”和“零伤亡愿景基金”的方法，非常紧密地体现了中期报
告中提出的研究和集体行动方法，因为它考虑到了特定行业的一系列体面劳动赤字和机会，召
集利益攸关方在各级进行社会对话，并协助他们制定推进体面劳动的共同战略。在全球供应链
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零伤亡愿景基金”持续提供坚实论据，说明迫切需要获得数据，以此
作为集体行动基础——如果有效运用劳工组织供应链图谱绘制方法，就可能开始产出所需数据。 

62. 将享有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的权利作为第五项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权利，这有可能重新
调整劳工组织供应链工作的政策和计划环境的重点。虽然现有的供应链伙伴关系倡议和平台强
调各项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相互关联性，但除了少数例外情况，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仍
然是捐助方的优先事项。对作为保障性权利的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的关注要少得
多。另一方面，部分由于疫情凸显了脆弱的社会保护制度是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因
素，劳工局有更多的空间来促进全民社会保护这一核心目标。 

63. 尽管劳工组织尚未采取一个一致的供应链工作方法，但关于为确保供应链体面劳动制订备选方
案三方工作组的会议和报告(GB.346/INS/6)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如果在理事会本届会议上得到
核可的话。尤其是在非规范性要素方面，供应链三方工作组提出的基本原则呼应了劳工局在
2019 年提出的“前进道路”的逻辑，即强调协调的研究议程和数据生成，关注供应链的所有层
级，承认集体行动的前途，支持协调一致的资源调动。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 2016 年以来多边体
系和劳动世界的更广泛变化，比行动计划更进一步，将贸易政策视为促进供应链体面劳动的工
具。实际上，劳工局供应链方面的工作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其贸易和体面劳动研究议程以
及更多的计划都重点关注结构性转型、贸易和产业战略。重要的是，这些基本原则还更加明确
地提出需要在监督体系、发展合作和研究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 

64. 在劳工组织考虑其推进供应链体面劳动的下一步工作时，劳工局欢迎理事会提供指导，以确保
业务资源和战略适合本组织的抱负，确保劳工组织各项供应链活动合力产出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的成果。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85942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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