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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议程 

国际劳工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

所有人公正过渡方面的作用 

 
文件的目的 

文件介绍国际劳工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所有人公正过渡方面的作用。理

事会第 329 届会议(2017 年 3 月)曾讨论全球气候变化行动，文件载有自上次讨论以

后关于该主题的新知识和最新动态。文件还介绍成员国和全球政策论坛使用劳工

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的情

况。文件最后报告劳工局为支持执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而采取的行

动，重点是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同时展望劳工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

相关国际进程中的潜在作用，包括通过新的“以气候行动促就业倡议”。请理事

会注意所提供的信息，并就劳工局进一步行动提供指导(见决定草案：第 48段)。 

 
相关的战略目标：全部。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目标 3：旨在实现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以及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转型。 

政策影响：有。就体面劳动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政策成果开展工作。 

法律影响：无。 

财政影响：有。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有。 

作者单位：企业司(ENTERPRISES)。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29/P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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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气候变化与体面劳动 

1. 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并对经济增长、就业、健康和生计产生重大

影响。如果气候影响不加控制，将破坏基础设施，扰乱商业活动，并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摧毁就业和生计。另一方面，向低碳、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过渡可以成为

创造就业、提升技能、实现社会正义和消除贫困的强大驱动力，从而实现具有气候

抗御力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创造就业的潜力会抵

削失业的风险。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成果能够为所有人带来体面工作和公正过渡，不

让任何人掉队，但是，这要求劳动世界行动各方持续参与，并制定和实施创造就业、

发展和提升技能、可持续企业发展、社会保护、工作权利和社会对话方面的具体政

策。 

2. 总干事的“绿色倡议”提出了一项战略，即通过开展新的研究、加强政策咨询、开

展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的能力建设和战略伙伴关系，从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的角度加

大劳工组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之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

动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也与包括关于体面劳动和经济增长的目

标 8 在内的大多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

百年宣言》认识到气候和环境变化是劳动世界根本性变革的驱动因素之一。它强调

向有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劳动世界的未来公正过渡是劳工组织工作

的重中之重。 

3. 在此基础上，由劳工组织牵头的“以气候行动促就业倡议”为劳工组织今后加快努

力提供了框架。 

气候影响：体面劳动面临的风险 

4. 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风险包括经济和就业损失、人类健康和福祉受到负面影响、劳

动生产率下降和强迫劳务移民。这些风险和其他风险的相互作用对体面劳动和社会

正义构成重大挑战。在许多情况下，气候影响会对非正规和体面劳动不足部门的就

业造成进一步破坏。 

5. 过去两年中，劳工局研究了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劳动世界构成的风险。《2020 年全球

风险报告》 1 发现，就未来十年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前五大风险是气候变化和相关

 

1 世界经济论坛，《2020 年全球风险报告》，2019 年。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_Report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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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劳工局在 2018年和 2019年进行的研究和分析 2 使劳工组织成为了解劳动

力市场风险与环境之间联系的全球公认的知识中心。 

6. 如今，12亿个工作岗位(全球劳动力的 40%)因环境退化而面临风险。 3 对最弱势的工

人的影响尤为严重。低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村工人、穷人、土

著和部落人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受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退化的影响最

大。 

7. 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最明显地体现在气候变化和环境灾害对身体的影响上。劳工组织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人类活动造成或加剧的各种与环境有

关的灾害，估计造成每年损失 2,300 万职业生命年。 4 

8. 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气温上升也将使热应激(身体在不遭受生理损伤的情况下无法承

受的高温)更加普遍。这种过热气温会增加工人的职业风险和脆弱性，并可能导致中

暑，最终甚至死亡。 

9. 根据全球气温上升 1.5摄氏度的保守预测，结合当前劳动力趋势，如果当前的变暖模

式持续下去，到 2030 年，全球将因热应激损失总工作时间的 2.2%，这相当于损失

8,0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的生产力。1995年因工作中的热应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为

2,800 亿美元，预计到 2030 年将增加到 24,000 亿美元，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增

幅最大。 5 

10. 预计南亚和西非受气温上升的影响将最为严重，预计 2030 年将损失 5.3%和 4.8%的

工作时间，分别相当于约 4,300万个和 9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预计欧洲次区域所受

影响较小，预计损失不到 0.1%。然而，在欧洲和北美，异常强烈的热浪可能会对健

康、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6 

11. 热应激之外，接触空气污染，特别是如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细颗粒物，预计将使过

早死亡增加五倍，到 2060 年将占全球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到 2060 年，预计每

天还有 600 万工人因生病而误工。 7《1977 年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音和振动)建议

 

2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绿色就业》，2018 年；劳工组织，《在日益变

暖的星球上工作：热应激对劳动生产率和体面工作的影响》，2019 年；劳工组织，《绿色未

来的技能：基于 32 项国家研究的全球观点》，2019 年。 

3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4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第 23-24 页。 

5 劳工组织，《在日益变暖的星球上工作》。 

6 劳工组织，《在日益变暖的星球上工作》。 

7 经合组织，《2016 年户外空气污染的经济后果》。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86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191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191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22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2214.pdf
http://www.oecd.org/environment/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outdoor-air-pollution-9789264257474-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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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 156 号)认识到这一风险，并将工作环境与自然环境明确联系起来。影响工人

安全和健康并给企业和商业资产带来风险的其他环境危害包括海平面上升、荒漠化

和生产用地的丧失、极地冰川融化、野火、紫外线辐射、极端天气事件、病媒传播/

人畜共患疾病(可能导致流行病或全球性流行病)、慢性病和难以解决的健康状况。 

12. 自然灾害仍是造成人们被迫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其中大多数人居住在南半球。在

未来几十年中，气候变化预计将会导致更多严重灾害、丧失生计和社会混乱，流离

失所和移民也将更为普遍。 8 移民已经成为群体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应变手段。

虽然移民，特别是劳务移民，可以帮助群体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事件的影响，但不

受监管的流动使移民工人面临昂贵的招聘费用、强迫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剥削，还有

可能使本地工人流离失所，并对劳动力市场施加过度压力。 9 

气候行动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体面劳动的机遇和挑战 

13. 劳工局以前进行的研究和分析表明，全球向低碳和可持续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四大类

型的变化：(a)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b) 一些工作将被其他工作取代；(c) 一些工作将

消失；(d) 许多工作将会转变。然而，尚未能充分量化衡量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发生的

变化的特性与规模，以说明将产生的影响的区域分布状况。 

14. 劳工局为此将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的主题定为“绿色就业”，

以 2015 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目标为基础，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

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2℃以下。该报告显示，一方面，随着煤炭开采、资源开采

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规模缩小，这些行业可能会失去约 600 万个工作岗位。另一方

面，新创工作岗位会大大抵消这类工作岗位的减少。可持续交通、可再生能源系统

和节能建筑的发展，以及各行业的增效措施，估计将创造 2,4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估计创造就业和就业损失的净综合结果是，全世界新增约 1,800 万个工作岗位。 

15. 劳工局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各国之间的技能差距正在阻碍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10 

迫切需要在现有职业中为劳动力提供培训，或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以抓住新出

现的就业机会，确保劳动力市场的平稳过渡。应该更好地协调技能和环境政策，将

原本可能失去的工作转移到新兴产业，并加快向环境可持续性的过渡。 

16. “循环经济”模式(基于可持续的“商品再利用、再循环、再制造和修理”模式)替

代传统的“提取、制造、使用商品、丢弃商品”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可

 

8 减灾办，《2019 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9 劳工组织，《绿色倡议政策简报:公平有效的劳务移民治理在区域气候适应中的作用》，2017

年。 

10 劳工组织，《绿色未来的技能》，2019 年。 

https://gar.undr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19-05/full_gar_report.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gj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14303.pdf
https://www.ilo.org/skills/pubs/WCMS_73221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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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生产系统和相关就业的重大转变。2018 年的报告《绿色就业》估计，到 2030

年，循环经济将净创造 700 万到 800 万个新就业岗位。 

17. 应对气候变化或追求循环经济的政策将主要创造和重新分配中等技能职业的就业。

据估计，作为绿色转型的一部分，中等技能工作岗位的增长可能会部分抵消全球趋

势，即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取代中等技能职业。中等技能职业的男性工人最需要培

训和提高技能水平，以使他们能够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变化中有

一个重要的性别层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影响。似乎即使在绿色经济中也可能继续存

在当前的职业性别因有观念。除非采取性别敏感性具体措施来促进女性参与新兴的

绿色职业，否则妇女将只能获得所创造就业岗位的一小部分。 11 

18. 进一步研究 12 确定了土著人民特有的关键特征，他们是最贫穷的人，最容易受到气

候变化的影响。土著人民对气候变化毫无防御能力且极易受其影响，迫使他们在境

内流离失所和移民。性别不平等是土著妇女遭受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更因气候变

化而加剧。最后，许多土著群体仍然被排斥在决策进程之外，往往缺乏认可和制度

支持。这种排斥限制了他们获得补救的机会，增加了他们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损害了他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因此威胁到在保障他们权利方面业已取

得的进步。 

公正过渡框架的必要性 

19.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是根据大多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缔约方

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制定的。根据《巴黎协定》， 13 国家自主贡献每五年提交给联

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下一轮(新的或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应不晚于 2020 年提交。 

20. 《巴黎协定》指出，“必须根据国家确定的发展优先事项，实现劳动力的公正过渡，

创造体面工作和高质量工作。” 14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增加体

面劳动的机会，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并确保人人享有社会保护。气候变化谈判

各方将这一挑战视为“应对措施改进论坛”讨论的一部分，该论坛研究气候变化政

策可能对就业等问题产生的影响。 

21. 就劳工组织而言，《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

针》代表了行动框架。《指导方针》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政策，各国可以利用这些政

 

11 劳工组织，《绿色未来的技能》，2019 年。 

12 劳工组织，《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号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走向包容、可持续和公正的

未来》，2020 年。 

13 联合国，《巴黎协定》，2015 年。 

14 联合国，《巴黎协定》，序言部分第 10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560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5607.pdf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what-is-the-par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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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来履行其气候变化承诺，同时制定宏观经济和增长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行业

和部门政策、企业政策以及关于技能开发、权利、社会保护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政

策。《指导方针》强调政策一致性以及有效的社会对话和三方参与的重要性。 

II. 劳工局的行动 

22. 劳工局的行动以《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为指导，并旨在全球和

国家一级对其加以落实。根据总干事的“绿色倡议”，劳工局的工作侧重于四大领

域：(i) 促进对绿色转型给劳动世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和理解；(ii) 在所有部门

制定劳动世界的应对政策，以确保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和社会正义；(iii) 参与相关的

全球进程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iv) 支持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发展。 

提高对气候变化对就业影响的认识和理解 

23. 劳工组织发布了几份研究报告，阐明了以下几个方面正在显现的新问题：气候变化

对全球就业的影响、绿色未来所需技能以及热应激对工作场所的影响。 15 本报告第

一部分介绍了这种研究和分析的主要成果，以及对劳工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公正

过渡方面需要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此外，一份开创性的报告显示，在实施公正过

渡的过程中，如何通过适当的法律标准、社会保护机制、技能发展举措和社会态度

转变来确保残疾包容性。16 

24. 2018 年阿根廷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劳工组织编写了一份关于《适应气

候变化对就业影响的特别报告：二十国集团气候可持续性工作组的投入文件》。特

别是，报告审议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通过绿色工程创造就业，并

保护工人和收入。此外，它还提出了配套性扶持政策，包括与企业相关的措施，以

最大限度地发挥向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转型的积极就业效应。 

25. 能源部门的转型一直是大多数关于公正过渡的研究和分析的焦点。然而，更好地理

解农业和粮食系统、生物多样性、旅游和运输部门等其他部门的变革也很重要。需

要劳工局进一步开展研究和分析，以充分了解具体经济部门变革的性质和规模，从

而更好地指导劳工组织的行动。 

 

15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绿色未来的技能》，2019 年。 

16 劳工组织，《向低碳经济公正过渡过程中的残疾人》政策简报，2019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70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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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上可持续

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执行情况 

26. 劳工局继续与所有成员国合作，为支持各国执行上述国际劳工组织指导方针而提供

政策咨询，然而重点放在最易受环境变化影响和面临体面劳动赤字的国家。例如，

在加纳，劳工组织正在与国家气候变化工作组(一个包括社会伙伴在内的多利益攸关

方团体)合作，将劳工政策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的更新工作。 17 此外，

劳工组织与就业和劳动关系部及社会伙伴合作，正在支持制定符合《加纳国家就业

政策》的绿色就业战略。 

27. 在津巴布韦，《绿色企业计划》始于 2018 年，通过三管齐下的方法促进可持续企业

发展文化： 

(i) 通过扩大获得绿色工作技能的机会，开发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新市场； 

(ii) 通过创建年度企业创新挑战和企业发展计划，发展青年男女拥有的绿色和以增

长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以及 

(iii) 通过实现企业绿色化和加强工作场所的合作，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 

28.  每年，通过“绿色企业创新挑战”，该计划确定了 75个增长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

接受金融和绿色企业发展支持。 

29. 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作为劳工组织“提高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有效参与制定社会和

劳工政策的能力” 18 项目的一部分，劳工局通过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局，支持劳

工组织三方成员有效参与气候变化和公正过渡领域的工作。 

30. 2018 年 7 月，西班牙政府和劳工组织签订了一项战略协议，通过西班牙的“战略能

源和气候框架”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自那时以来，劳

工组织一直与西班牙密切合作，推进该国的公正过渡战略，并汲取可能对其他国家

有益的经验教训。 

31. 劳工局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秘书长于 2019 年 9 月召开的气候行动峰会。 19 劳工组织与

西班牙和秘鲁(“社会和政治驱动因素”的共同牵头国家)合作，在实现首脑会议关

于公正过渡的成果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结果，46 个国家承诺根据劳工组织《关于

 

17 “劳工组织和环境保护局增强加纳建模专家的能力”，加纳新闻社，2019 年 3 月 15 日。 

18 劳工组织关于“提高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有效参与制定社会和劳工政策的能力(斐济、基里

巴斯、萨摩亚和瓦努阿图)的项目。 

19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社会和政治驱动因素”。 

https://www.newsghana.com.gh/ilo-and-epa-empower-ghanaian-modelling-experts/
https://www.ilo.org/suva/projects/WCMS_687334/lang--en/index.htm


GB.338/POL/1 

 

GB338-POL_1_[ENTER-200116-1]-Ch.docx  7 

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制定关于公正过渡的国家计划。 20 为了将这以人为本的议程

转化为具体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劳工组织总干事、部长们、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

记和国际雇主组织秘书长在 2019 年 12 月于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第二

十五届缔约方会议)上发起了“以气候行动促就业倡议”。 21 这项要求劳工组织牵头

的倡议将加大劳工局对成员国的行动和支持力度，同时确保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成

为生态过渡的核心要素。 

32. 劳工局已加紧努力，为发展合作项目调动与气候相关的资金。除了努力使劳工组织

被认证为绿色气候基金项目的执行实体之外，劳工局还与已经被认证为该基金的实

体(如区域开发银行、联合国机构和国家实体)合作，以制定气候变化和体面劳动项

目。 

支持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的倡议 

33.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正在世界各地参与政策辩论，并制定政策和战略，以在气候变化

的情况下推进社会正义和促进体面劳动。劳工局向三方成员提供实质性贡献、技术

咨询和组织支持。 

34. 2019年 10月，劳工组织成员在圣地亚哥召开了一次三方区域论坛，主题是“公正过

渡、绿色就业和气候行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验交流”，由智利政府、劳工组织

和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组织举办。来自 15 个国家的政府、雇主组织、

工人组织以及国际和学术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目的是确定必要措施，促进该区

域的公正过渡和创造绿色就业。论坛的结论指出，通过体面劳动议程解决气候变化

问题具有紧迫性。与会者支持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视为促进公正过渡的有

益框架，并指出需要加强国家一级的执行机制。 

35. 在非洲，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在阿比让举行的第 14 届非洲区域会议通过的《阿

比让宣言》确定，推动增长以实现绿色经济和公正过渡是促进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发

展和增长，并实现人人享有充分的生产性、自由选择的就业及体面劳动的重要途

径。 22 此外，在南部非洲，来自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和南非的劳工和环境

部、市政当局、企业和劳工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基层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代表于 10 月

7 日至 11 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一次为期一周的会议，主题是“促进南部非洲向低

 

20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工作与健康是在气候行动峰会上启动的新倡议的关键要素，

以确保向绿色经济过渡期间的人民福祉”。 

21 劳工组织，“联合国秘书长和劳工组织总干事发起的以气候行动促就业倡议”。 

22 劳工组织，《阿比让宣言：推进社会正义：塑造非洲劳动世界的未来》，2019 年。 

https://www.un.org/en/climatechange/assets/pdf/release_social_political_drivers.pdf
https://www.un.org/en/climatechange/assets/pdf/release_social_political_drivers.pdf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3227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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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和具有气候抗御力的经济体的公正过渡”。与会者探讨了实现向可持续、气候抗

御力强和公正的未来过渡的途径。 

36. 2018年 11月 13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十个成员国通过了《东盟促进绿色就业，

促进东盟共同体公平和包容性增长宣言》， 23 劳工组织一直支持这一进程。《东盟

宣言》表明，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正在采取行动，并请求劳工组织提供实质性

援助，以推进实现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抱负。2019 年 6 月，在召开劳工组织百年会议

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劳工部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在向绿色经济过渡过程中，

确保体面、可持续和包容性劳动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重要性。24 

37. 2019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绿色协议》，旨在到 2050 年使欧洲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气候中和的大陆。它被视为一项新的增长战略，旨在到 2050 年将欧盟转

变为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一个现代化、资源高效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没有温室

气体净排放，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重要的是，它为实现公正和社会公平的过

渡铺平了道路，没有落下任何个人或地区。劳工组织与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进行

了几次政策对话，就如何在生态转型中推进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交换意见。 25 

劳工组织官员和三方成员的能力建设 

38. 许多国家在评估气候变化政策对本国就业的影响方面面临挑战。为了填补这方面的

缺口，劳工组织与比勒陀利亚大学、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世界银行、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德国开发署合作，建立了一个关于

衡量和模拟气候变化对就业影响的培训中心。 26 培训中心的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六个非洲国家(加纳、毛里求斯、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

和津巴布韦)的政府代表、社会伙伴和研究人员。该培训中心由比勒陀利亚大学主办，

旨在利用劳工组织制定的方法，在使用模型和其他定量评估工具衡量气候变化和可

持续发展政策的社会和就业影响方面提供机构能力发展。27 

39. 在东加勒比国家，从 2017 年自然灾害中汲取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是，劳工组织三方

成员没有必要的工具来执行或积极参与灾后需求评估，以将体面劳动纳入国家恢复

 

23 2018 年《东盟共同体促进绿色就业以促进公平和包容性增长宣言》。 

24 东盟劳工部长在 2019 年第 108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发表的有关绿色倡议的联合声明。 

25 “向可持续未来的公正过渡：欧洲的下一步”，与欧洲议会的圆桌讨论，2018 年 2 月；

“向可持续未来的公正过渡：欧洲的下一步”，劳工组织政策简报。2017 年 11 月。 

26 劳工组织，“绿色工作评估机构网络在非洲建立了第一个培训中心”，2019 年 9 月。 

27 劳工组织，《性别问题信息和联网系统培训指南：如何衡量和模拟气候和可持续发展政策

的社会和就业结果》，2017 年。 

https://asean.org/storage/2018/11/Final-Draft-Kuala-Lumpur-Declaration-on-Promoting-Green-Jobs_FIN.pdf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Final-Adopted-ASEAN-Labour-Ministers-Joint-Statement-on-Green-Initiative....pdf
file://///ad.ilo.org/gva/NORM/V-RELCONF/PRODOC/Word/English/GB/gb338/A%20just%20transition%20to%20a%20sustainable%20future:%20Next%20steps%20for%20Europe.%20Roundtable%20discussion%20with%20the%20European%20Parliament,%20February%202018;%20A%20just%20transition%20to%20a%20sustainable%20future:%20Next%20steps%20for%20Europe.%20ILO%20Policy%20Brief.%20November%202017.
file://///ad.ilo.org/gva/NORM/V-RELCONF/PRODOC/Word/English/GB/gb338/A%20just%20transition%20to%20a%20sustainable%20future:%20Next%20steps%20for%20Europe.%20Roundtable%20discussion%20with%20the%20European%20Parliament,%20February%202018;%20A%20just%20transition%20to%20a%20sustainable%20future:%20Next%20steps%20for%20Europe.%20ILO%20Policy%20Brief.%20November%202017.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news/WCMS_72119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1393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139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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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主流。因此，在“哈维”、“伊尔玛”和“玛丽亚”飓风造成广泛破坏后，

很大程度上错过了采取以就业和生计为中心的恢复响应措施的机会。劳工组织实施

的危机后干预措施也证实，如果要充分实现复原力和就业目标，就迫切需要为加强

能力和机构改革提供支持。因此，2019年 12月，围绕通过公共就业计划建设复原力

的主题，与多米尼克、圭亚那、圣卢西亚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举行了一次

三方研讨会。 28 

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进程和战略伙伴关系 

40.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联合国观察员组织，劳工组织积极参与相关

的联合国气候进程。劳工组织官员对谈判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包括通过正式提交文

件，推动综合考虑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气候应对措施的性别层面以及土著和部落

人民的权利。此外，劳工组织官员参与了关于国家适应计划的谈判；《气候变化影

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特别是支持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发展；以及

提及劳工组织标准重要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于 2018 年 12 月由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

届会议通过，并作为工作组五年计划的一部分予以落实。劳工局正在通过 2019 年签

署的谅解备忘录深化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合作。 

41. 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第二十四届缔约方会议期间，劳工局与缔约方会议主席合作，

在气候谈判者审议《气候变化问题巴黎协定执行规则手册》时，推动将体面劳动和

公正过渡的考虑纳入其中。在这方面，波兰作为第二十四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国，提

出了《团结和公正过渡西里西亚宣言》，该宣言注意到劳工组织《关于公正过渡的

指导方针》的重要性。29 

42. 最近，劳工组织在智利担任主席的 2019 年 12 月马德里第二十五届缔约方会议上发

挥了积极作用。劳工组织官员为谈判做出了贡献，侧重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层面，

并主办了一系列高级别会外活动，来自政府、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发

言者参加了这些活动，包括“以气候行动促就业倡议”的启动活动。30 

43. 在联合国系统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建立了伙伴关系，以促进提高

气候变化谈判者对将劳工和社会层面纳入气候应对措施的方式方法的认识。根据联

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的授权，劳工组织在编写联合国各机构向会员国发出

的联合呼吁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呼吁书突出强调体面劳动、人人享有公正过

 

28 劳工组织培训 — 通过公共就业计划建设复原力，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 

29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团结和公正过渡西里西亚宣言》，2018 年。 

30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第二十五届缔约方会议)”。 

https://www.ilo.org/caribbean/events-and-meetings/WCMS_724973/lang--en/index.htm
https://cop24.gov.pl/fileadmin/user_upload/Solidarity_and_Just_Transition_Silesia_Declaration_2_.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areas-of-work/climate-change/WCMS_73116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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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和社会保护制度是气候应对措施的重要方面。 31 此外，劳工组织为制定《设计和

有效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方法的自愿准则》做出了贡

献，该准则于 2018 年 11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获得通过。 

努力实现碳中性 

44. 2007 年，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中和战略，承诺联合国系统

将减排倡议和购买联合国认可的碳信用以抵消不可避免的排放相结合，到 2020 年实

现气候中和。2018 年，联合国秘书长表达了他对联合国系统 202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

决心。 

45. 自 2008 年以来，劳工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合作，每年报告其总部和外

地办事处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环境署在其年度《绿动联合国报告》中汇编并公布

联合国系统的排放情况。2018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排放量(包括公务差旅和设施

的排放量)总计为 14,178.29 吨二氧化碳当量，比 2015 年减少 12%。就排放源而言，

仅航空旅行就占劳工组织全球排放量的 60%，设施占 29%，其他旅行占 11%。  

46. 劳工局实施了一些措施来减少其碳足迹，包括在其翻修过程中提高劳工组织总部大

楼的能效，将环境可持续性标准纳入劳工组织所属房地的翻修建筑计划，以及在驻

外办事处实施节能措施。2016 年，劳工局通过引入劳工组织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和建

立环境可持续性委员会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本两年期，劳工局将采取更多

措施，减少劳工组织的碳足迹，并确定全劳工组织航空旅行排放量减少 5%、总部设

施排放量减少 5%的目标。 

47. 尽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努力减少碳足迹，但劳工组织设施和运营仍会产生不可

避免的排放。为了使劳工组织能够根据联合国气候中和战略，在 2020 年前实现气候

中和目标，劳工局建议购买碳信用来冲抵其排放。2019 年，联合国系统报告的碳足

迹估计有 95% 32 被联合国秘书处、开发署、环境署和世界银行集团等实体抵消。几

个联合国实体采用的冲抵其剩余排放量的共同渠道是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购买“适应基金核证的减排信用”。由于适应基金为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适应项目提供资金，它具有与劳工组织价值观和联合国承诺

相一致的坚实的社会基础。按照目前的碳信用价格，2020 年冲抵国际劳工组织碳足

迹的成本会低于 20,000 美元。建议理事会考虑授权劳工局冲抵未来产生的碳排放，

以此实现碳中性。 

 

31 联合国秘书长，“通讯员须知：联合国系统对秘书长气候行动峰会的联合呼吁”，2019 年

5 月 9 日。 

32 环境署，《2019 年绿动联合国报告》。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19-05-09/note-correspondents-joint-appeal-the-un-system-the-secretary-general%E2%80%99s-climate-action-summi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greening-blue-repor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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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48. 理事会注意到劳工局在文件 GB.338/POL/1 中提供的信息和最新情况，并要

求总干事： 

(a) 促进进一步讨论、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对劳动世界的影响； 

(b) 包括通过“以气候行动促就业倡议”推动实施《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上

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侧重协助政府、工人组织

和雇主组织通过社会对话制定政策，以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承诺； 

(c) 促进劳工组织和相关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解决气候变化和相关的主要

环境问题，如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以期推进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和

实现公正过渡； 

(d) 根据联合国到 2020 年实现碳中性的目标，启动必要措施，以期在劳工组

织实现碳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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