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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计划执行报告是劳工局对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三方成员负责的关键工具。

本报告辅之以在线的“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和交互式数字新闻(InfoStory)，提供

了有关劳工组织可用资源及其使用情况和可能带来的变化等方面的信息。三方成

员对报告的反馈意见将指导劳工局努力持续改进报告工作，不辜负其期望。 

本报告涵盖了 2019 年劳工组织成立 100 周年的历史性里程碑。2019 年 6 月，

国际劳工大会(劳工大会)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

重申了劳工组织 21 世纪使命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以及为所有人构建一个公平、包容

和有保障的劳动世界未来，实现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和体面劳动的必

要性。联合国大会随后通过了一项支持劳工组织《百年宣言》的决议，承认这些

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且应成为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的优先目标。 

《百年宣言》的内容是理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通过的《2020-21 两年期工作计

划》的基础，成为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继续支持各国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努力通过体面

劳动促进社会正义，同时深化对劳动世界变革驱动因素的分析研究，并在联合国

改革的背景下加强与多边系统其他机构的伙伴合作。劳工组织还按照其强大且公

认的使命，继续巩固其早期改革的成果，确保自身成为一个更有效力、更加高效

的组织。 

本报告和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显示了 135 个国家围绕《2018-19 两年期计划和

预算》中 10 项政策成果目标而取得 844 项具体成果的进展情况。各项活动继续以

三方机制、国际劳工标准和社会对话为基础，并认识到支持三方成员能力建设的

必要性。这些成果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进展情况反映在一些与体面劳动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演变中，包括

在职贫困率的降低和社会保护覆盖人口的增加。然而，其他指标则呈现出不同的

情景。未接受教育、培训、或无就业的年轻男性，尤其是女性的增加，以及人均

实际 GDP 年增长率的下降，都是令人担忧的迹象。它们表明了影响青年人的体面

劳动赤字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与劳动世界问题相关的全球不平等现象的普遍性。 

在迅速变化的劳动世界中，当前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社会政治冲突的增加，

加剧了体面劳动方面的挑战。这要求在高度竞争和极其严苛的环境中采取创新思

维和创新方法。 

盖·莱德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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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DWCP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EBMOs 雇主组织和企业成员组织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EPIC 同酬国际联盟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GDP 国内生产总值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ILC 国际劳工大会 

ILOSTAT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 

IOAC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 

IOE 国际雇主组织 

IOM 国际移民组织 

IPSAS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RIS 综合资源信息系统 

ITUC 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联) 

LMAC 非盟劳务移民咨询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HCHR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OSH 职业安全与卫生 

PAGE 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 

RBM 成果管理制 

RBSA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RBTC 经常预算技术合作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 

SCORE 维持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计划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STC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SMEs 中小型企业 

TVET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UN 联合国 

UNDAF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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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UNEG 联合国评价小组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UNSDG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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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计划执行报告是国际劳工组织对其理事会、国际劳工大会及其三方成员和发展伙伴

的主要问责手段。本报告描述了劳工组织在《2018-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中所做承

诺的履行情况，介绍了劳工组织使用被委托的资源所取得的成就，并强调了有待进

一步改进的领域。 

2. 本报告涵盖劳工组织成立 100 周年的庆典活动，期间围绕劳工组织的使命和政策议

程开展了强有力的动员工作，其高潮是 2019 年 6 月召开了国际劳工百年大会并通过

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 

3.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 

■ 第一部分总结了劳工组织两年期的工作。它描述了体面劳动的主要趋势，并介

绍了百年庆典活动的亮点及其将影响劳工组织未来几年工作的成果。本部分还

包括体面劳动如何助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确定了劳工组织两年期内规范工作

的主要里程碑，并介绍了 2018-19 两年期的预算和支出情况。 

■ 第二部分聚焦于两年期的工作成效，介绍了体面劳动成果以及劳工组织对政策

成果目标项下划拨预算的执行情况。还提供了有关《2018-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

中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和保障性成果目标的信息和分析。 

■ 第三部分介绍了从计划执行和评估工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益

于制订 2020-21 两年期计划，并将指导计划的执行工作。 

4. 计划执行报告是劳工组织所有部门和各地办事处通力协作的产物。信息量大，单份

文件无法加以汇总。因此，本报告只是更广泛问责和宣传工作的内容之一，其中包

括交互式的数字新闻(InfoStory)和新版的“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这

些平台发布按成果、区域和国家分列的详细信息，并提供一系列视频、故事和评语，

以彰显劳工组织的工作对人民生活和履行其社会正义使命的影响。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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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劳工组织 2018-19 两年期工作回顾 

5. 2018-19 两年期内包括劳工组织的百年庆典，因而对劳工组织颇具独特性。工作计划

继续将体面劳动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最前沿，重点是最大限度地抓住 100 年华诞带来

的机遇，为劳工组织下一个 100 年的发展奠定基础。 

体面劳动趋势 

6. 两年期内，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多边体系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以及劳动世界发生的

变化，给劳工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三方成员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挑

战。 

7. 尤其是在制造业，经济活动于 2018 年后三个季度显著放缓，2019 年仍然疲软。下表

包括与劳动相关的指标，以此可推断体面劳动的趋势。这些指标中，大多数也用于衡

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进展情况。 

2016-19 年体面劳动指标的主要趋势(百分比)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就业人口比 

(15岁及以上)，按性别分列 

57.7 57.6 57.6 57.4 

女性 44.8 44.8 44.8 44.6 

男性 70.6 70.5 70.5 70.3 

在职贫困率 

低于国际贫困线的就业人口比例(SDG指标 1.1.1) 

8.0 7.7 7.4 7.1 

女性 8.2 7.9 7.7 7.5 

男性 8.0 7.6 7.2 6.9 

就业人员人均实际 GDP 的年增长率 

(与 SDG指标 8.2.1 相关联) 

2.2 2.5 2.2 1.9 

失业率 

(SDG指标 8.5.2) 

5.7 5.6 5.4 5.4 

女性 5.9 5.8 5.6 5.6 

男性 5.5 5.4 5.3 5.3 

青年 (15-24岁) 13.8 13.7 13.5 13.6 

未接受教育、培训或无就业的青年(15-24 岁)比例 

(SDG指标 8.6.1) 

21.6 21.7 21.9 22.2 

女性 30.8 30.8 30.8 31.1 

男性 12.0 13.2 13.5 13.8 

担任管理职务的妇女比例 

(SDG指标 5.5.2) 

27.4 27.6 27.8 27.9 

社会保护底线/制度覆盖的人口比例 

(SDG指标 1.3.1) 

45.2 – – 49.1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计，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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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球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从 2017 年的 5.6%降至 2018 年和 2019 年的 5.4%。这相

当于全球约有 1.88 亿失业人口。青年失业率始终高于成人失业率，2019 年为 13.6%，

相当于全世界约有 6,800万青年男女失业。令人担忧的是，五分之一的年轻人没有就

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其中 30%以上是妇女。 

9. 处于劳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从 2017 年的 7.7%降至 2019 年的 7.1%。然而，

超过 6.3 亿工人 — 大部分在低收入国家 — 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摆脱贫困。自

谋职业和非正规就业依然普遍存在。就业人员的人均实际 GDP 年增长率从 2017 年

的 2.5%降到 2019 年的 1.9%。许多国家在扩大社保覆盖面方面继续取得进展；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球社保覆盖率提高了约 4 个百分点。然而，要实现 SDG 目标

1.3，就必须付出进一步的努力，因为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仍未受到保护。 

10. 两年期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动荡都在加剧。抗议、示威和罢工成倍增加，以

此表达对社会、经济或政治形势的不满。所涉问题反映了不平等现象的普遍性及其

严重的后果，亦凸显了劳工组织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之使命的持续相关性。 

11. 劳工组织在题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而立刻行动起来》的报告中证实，尽管

取得了一些孤立的成就，但在世界许多地方，实现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以及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进展正在放缓。因此，迫切需要根据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体面劳动议程》加快根本性变革。 

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庆典：庆祝过去成就，

创建更加光明的劳动世界未来 

12. 劳工组织 2019 年百年庆典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思其辉煌过去和历史成就。最重要的

是，它还创造了一个机会来展望未来并评估劳工组织在劳动世界中的角色。在技术创

新、人口结构转变、全球化以及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驱动下，劳动世界正发生快速变革。 

13. 2015 年发起了“劳动世界的未来倡议”，为构建国际劳工组织价值观框架下的劳动

世界未来提供分析基础。该倡议包括 2016年和 2017年举行的 110多场关于劳动世界

未来的国家和超国家三方对话。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于 2018 年成立，由瑞典

首相和南非共和国总统担任其主席，由学术界、政府和社会伙伴的知名人士组成。

全球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激发了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其他人员之间的进

一步辩论，并最终为有关《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协商工

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 

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发布的题为《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的报告概述了基

于对人的能力、劳动机构以及体面和可持续劳动的投资、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议程的愿

景。它包括对政府、社会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具体建议，目的在于提高职业生活质量、

扩大所有人的选择范围、缩小性别差距和扭转全球不平等。该报告以一系列研究论文和国家

对话为基础，为洞察劳动世界的未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2685.pdf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6241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62461.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uture-of-work/publications/research-paper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uture-of-work/publications/WCMS_59150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uture-of-work/publications/WCMS_59150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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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9 年 6 月，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会聚了 6,300 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 162 名部

长、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领导人及其他高级来宾。34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

合国秘书长在大会上致辞。其结果是有力地重申了劳工组织的创始愿景及其社会正

义使命，见证了对劳工组织及其工作的广泛政治支持。除了《百年宣言》，劳工大

会还通过了第二份历史性文件：2019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 

15. 2019 年，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了 600 多场庆祝劳工组织成立 100 周年的活

动，其中许多活动由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牵头，包括批准公约、宣传和提高认识运动、

专题会议和论坛以及文体活动。提高外界对劳工组织作用认识的全球性举措包括： 

■ 2019 年 1 月 22 日启动“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庆典年”活动； 

■ 2019 年 4 月 11 日的 24 小时“全球巡演”，通过不间断的网络直播将国际劳工

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和三方成员串联起来，彰显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多样

性，并展现其全球影响力； 

■ “ILO100”全球宣传运动 — “让国际劳工组织走近人民”，利用简洁有力的

信息和图像与公众联系；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开放日”活动，吸引了近

1,600 名到访者，包括来自当地学校的 700 名学生； 

■ 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全球社会保护周”活动，期间 500

多名参与者聚集一堂，讨论社会保护的社会和经济回报问题。 

16. 百年庆典的最后一项重大活动是于 2019 年 12 月召开的第 14 届非洲区域会议。三方

成员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推进社会正义：塑造非洲劳动世界的未来》的《阿

比让宣言》，该宣言与《百年宣言》保持一致，为该地区确定了优先领域。 

17. 百年庆典活动成功地提高了劳工组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强化了对劳工组织的社

会正义使命和《体面劳动议程》的支持。它还使劳工组织能够在关于劳动世界的未

来全球政策辩论中发挥引领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宣言》： 

构建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的路线图 

18. 《百年宣言》呼吁采取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式，将工人权利和全民的需

求、愿望和权利置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核心位置。 

19. 《百年宣言》是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在政治和行动上对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体面劳动

挑战做出的回应。它是所有成员国在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基础上塑造劳动世界未来

的路线图和集结号。它还为国际社会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联合国秘书长将《百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8/reports/texts-adopted/WCMS_71167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713445/lang--en/index.htm
https://socialprotectionweek.org/
https://www.ilo.org/global/meetings-and-events/regional-meetings/africa/arm-1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8/reports/texts-adopted/WCMS_71167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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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宣言》描述为我们看待发展范式的一次转变，亦为全世界人民打开更光明未来之

门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20. 《百年宣言》呼吁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1) 增加对人民能力的投资，让每个人都能

利用好劳动世界未来创造的机会；(2) 增加对劳动机构的投资，确保对所有工人进行

充分保护；(3) 增加对体面和可持续劳动的投资，创造更多体面工作。 

21. 它重申了国际劳工标准、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的关键作用。它

还鼓励劳工组织在多边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并保持研究、统计和知识管理工作的

最高标准。 

22. 《百年宣言》塑造了理事会 2019年 11月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 2020-21 两年期工作

计划》。该计划既为立即展开行动确定了有针对性的策略，也为将《百年宣言》的

雄心转为行动的更长远进程奠定了基础。 

23.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欧洲联盟理事会等其他国际组织已给予《百年宣言》强力支

持，均呼吁立即予以落实。 

 
联合国大会欢迎通过《百年宣言》，并鼓励加以落实。它要求“……联合国各基

金、方案、专门机构和金融机构继续将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的目标纳

入其政策的主流，并考虑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中包含《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政策内容，以酌情并根据国家优先事项，为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的工作提供参考借鉴”。联大还鼓励其成员国“……考虑在国家一级采用《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所载的原则，努力加强政策一致性，以此促进充

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资料来源：联合国大会，201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联合国大会决议

A/RES/73/342(纽约)。 

 

体面劳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24. 《百年宣言》重申了体面劳动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年议程》)中的

核心作用以及此项目标对整个联合国的重要性。 

25. 2018-19两年期内，联合国在实施秘书长关于重新定位其发展系统和改善《2030年议

程》执行情况的战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包括宣布成立新一代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修订驻地协调员职能和问责机制(从 2019 年 1 月开始)。它还导致推出新指南(于

2019 年 6 月发布)，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定位为联合国在各国的主要规划工

具，体现了联合国所有实体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集体性支持。 

26. 劳工组织在其理事会的指导下，积极推动这些进程。劳工组织仍然是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集团的核心小组成员，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战略融资、企业创新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四个成果小组的成员之一。劳工组织外地办

事处还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积极参与设计和出台改革措施。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2024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20247/lang--en/index.htm
https://undocs.org/zh/A/73/L.117
https://undocs.org/zh/A/RES/73/342
https://undg.org/about/undg-global/
https://undg.org/about/undg-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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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9年 7月，劳工组织正式表示支持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联)要求

获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的请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 8 – 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2019 年，劳工组织为专项审查与人民赋权、包容性和平等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情况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项审查工作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支持下，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

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实施。 

劳工组织在题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而立刻行动起来》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加

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刻不容缓。为此需要制定一项全面和综合的政策议程，其中要考虑

到目标 8 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动态关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愿景，也迫切

需要对多边策略做出更大承诺，这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共同努力，制订、资助和实施支持此

项目标的创新政策。 

 
28.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尤其通过其都灵国际培训中心(都灵中心)加大了能力建设力度，

使三方成员能够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进程。在开展此项工作的同时，还采

取了行动加强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在各地区驻地协调员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为此，于 2019 年 9 月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织召开了一次区域会议，与联合国

发展协调办公室的代表及该地区的驻地协调员交流了知识和信息，特别是关于劳动

世界的未来的知识和信息。 

29. 劳工组织还加强了与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建立的多利益攸关方联盟领导层的接

触。其中包括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联盟 8.7(联盟 8.7)；同酬国际联盟(EPIC)；

2030 年全民社会保护倡议；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PAGE)；全球体面劳动与包容性

增长协议和联合国青年体面劳动全球倡议。 

30. 此外，劳工组织努力加强与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

中国和南非)以及其他区域机构、多边论坛、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的政策和业务伙伴

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体面劳动。金砖国家劳工和就业部长在 2018 年发表的一份

联合宣言中强调，他们致力于社会对话，以应对劳动世界未来的挑战。劳工组织积

极参加了分别在阿根廷(2018年)和日本(2019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劳工和就业部长会

议以及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就非正规就业、技能、性别差距、老龄化、数字平台

和劳动世界的未来等问题提供了技术投入，从而为会议成果文件做出了贡献。 

 
“为了创造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我们寻求确保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经济

增长，社会包容，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以及体面劳动的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我们认识到，行

动和与社会伙伴的合作是确保劳动世界未来建立在对人口结构转变的适当应对、性别平等方

面的进一步进展以及新工作形式的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的关键所在。我们还将继续履行我们应

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挑战的承诺。” 

资料来源：《创造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二十国集团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部长宣言”，2019 年

9月，日本松山。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25984/lang--en/index.htm
https://www.alliance87.org/
https://www.equalpayinternationalcoalition.org/
https://www.usp2030.org/gimi/USP2030.action
https://www.un-page.org/
http://www.theglobaldeal.com/
http://www.theglobaldeal.co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youth-employment/databases-platforms/global-initiative-decent-job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moscow/news/WCMS_63621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moscow/news/WCMS_636211/lang--en/index.htm
https://g20-meeting2019.mhlw.go.jp/labour/img/Ministerial_declaration_2019G20LEM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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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规范工作的新里程碑 

31. 劳工组织的规范性工作在2018-19年继续进行，《百年宣言》确认有需要建立一套清

晰、强大和最新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以应对劳动世界的变化，保护工人并考虑到

可持续企业的需求。两年期内，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举行了两次会议，并完成

了对 35 项文书的审查，其中涵盖职业安全与卫生、劳动监察、劳动统计和就业政策。 

32. 2019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号)是有史以来第一份打击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行

为的全球条约，也是自 2011 年以来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公约。第 190 号公约

及其所附建议书获得了全球的积极认可，这证明了其相关性和及时性。 

 
创建一个没有暴力和骚扰的劳动世界 

2019年 6月 21日，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 2019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号)及其所附的

第 206号建议书。这些文书为终结劳动世界的暴力和骚扰行为搭建了一个总体框架。 

该项公约呼吁尊重、促进和实现所有男女拥有一个没有暴力和骚扰的工作场所的权利。

它为“暴力和骚扰”一词提供了第一个通用定义。该项公约和建议书设想通过一项综合行动

计划来加以施行，其中包括保护、预防、执行、补救、指导、培训和提高认识。该项公约将

在得到两个成员国的批准后 12个月生效。 

 
33. 2019 年，劳工组织发起了“百年批约运动”，邀请其 187 成员国的政府、雇主组织

和工人组织在百年庆典之年批准至少一项公约或议定书。虽然该运动没有实现其宏

伟目标，但 2019 年却登记了 70份批准书，相比 2018 年的 45份和 2017 年的 44 份有

了大幅增加。 

34. 重要的是，两年期内有 5个成员国批准了 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这项核心公约现在还仅需得到一个成员国的批准，就可成为第一个得到普

遍批准的国际劳工标准。另一项重大成就是，两年期内有 11个成员国批准了 1976年

《(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 号)，与前 7 年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数量持

平。 

预算和支出重点 

35. 劳工组织 2018-19两年期预算总额为 12.705亿美元，其中 62%为分摊会费(经常预算)，

38%为自愿捐款估计数。两年期实际支出总额为 12.777 亿美元，这是由于自愿捐款

而导致的支出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源从何而来？ 

36. 劳工组织计划执行工作的资金来自成员国对其经常预算的会费摊款以及捐助方的自

愿捐款。劳工大会在批准两年期预算时确定会费摊款数额(2018-19 年为 7.841 亿美

元)。既定做法是将劳工组织成员国的摊款比率与联合国的摊款比率统一起来。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344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359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campaigns/centenary-ratification/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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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自愿捐款通过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提供给发展合作项目或作为未指定用途的资金。这

些捐款来自发展伙伴，包括政府、多边组织和私人机构。劳工组织的自愿捐款中，

亦有一部分来自请求劳工组织援助的成员国的国内资源，这些资源通过直接信托基

金来提供，或作为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协定的一部分。 

38. 2018-19 两年期新批准的自愿捐款达到 7.91 亿美元，比 2016-17 两年期增加 29%。前

20名捐助方占自愿捐款总额的 97%。2018-19两年期内，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的 8个捐

助者提供的未指定用途的捐款总额为 2,740万美元，比 2016-17 两年期下降了 6%。 1 

图 1. 2018-19 两年期预算外资金的前 20 名捐款者(美元) 

 

 

1 关于保障性成果目标 C 的章节介绍了有关国际劳工组织发展合作战略和资源的更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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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19 两年期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的捐款者(美元) 

 

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源投向何处？用于什么？ 

39. 2018-19两年期内，劳工组织支出了 9.833亿美元用来实现其计划中包含的 10项政策

成果目标(不包括支持服务)，其中，4.911 亿美元来自经常预算；4.696 亿美元，自愿

捐款；2,260 万美元，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自愿捐款支出占政策成果目标总支出的

50.1%。总体而言，经常预算支出符合两年期初设定的预算(交付率 99.1%)，不同政

策成果目标之间略有差异。自愿捐款支出的最大份额用于成果目标 1(占 32.9%)，而

最小份额用于成果目标 6(占 0.8%)。政策成果目标 1、2、5和 9的自愿捐款支出超过

了两年期初确定的估计数。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支出份额最大的是成果目标 1(占

36.3%)，而其支出份额最小的则是成果目标 8(占 3.1%)。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用于成果

目标 2 的支出份额从 2016-17 年的 4.2%增至 8.9%。第二部分和附录 I 载有按政策成

果目标分列的劳工组织 2018-19 两年期支出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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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总支出(以百万美元计) 

 

40. 67%的支出用于各地区实现政策成果目标，而其余 33%的支出则专门用于全球性知

识和能力开发以及政策和规范咨询活动。 

图 4. 按区域分列的总支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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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经常预算中有 3,850万美元用于技术合作，以支持实现政策成果目标、开展体面工作

宣传工作以及通过都灵中心及南南和三角合作进行机构能力建设。成果目标 10 获得

了经常预算技术合作(RBTC)的最大份额(30%)。 

图 5.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经常预算技术合作支出的分配情况(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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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成效 

42. 报告的本部分概述了劳工组织在2018-19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中规定的目标和承诺方面

所取得的成效。该分析基于对 10 项政策成果目标、4 项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和 3 项

保障性成果目标下取得成就的定量和定性评估。附录 I按政策结果目标和资金来源提

供了劳工组织 2018-19 两年期支出的补充信息，附录 II 包括有关保障性成果目标的

详细情况。 

体面劳动成果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体面劳动成果概览 

43. 2018-19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帮助 135 个国家和地区围绕 10 项政策成果目标，实现

了 844 项体面劳动成果，而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中设定了 850 个目标，即实现率达到

99.3%。 

 
体面劳动成果 

劳工组织通过其 50 多个外地办事处及日内瓦总部网络，为世界各地的三方成员提供服

务。服务的直接目的是发展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机构能力，并改善体面劳动的规范

和政策环境。 

《2018-19两年期计划和预算》包括 10项政策成果目标和 36项指标，用于衡量劳工组织在

国家层面工作的直接效果，并带有具体的成功标准。因此，体面劳动成果是，在国际劳工组

织的支持下，两年期内某个特定国家的能力、立法或政策发生变化，符合相应指标的成功标

准。 

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包括按国家和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两年期内取得体面

劳动成果的详尽信息。 

 
44. 每项体面劳动成果都是根据一个成果目标来报告的，而每个成果目标都包括对劳动

世界当代挑战的综合应对措施。因此，每项成果通常包含构成《体面工作议程》的

四大战略目标维度——就业、社会保护、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以及工作中基本原则

和权利。两年期内取得的一些体面劳动成果共同助力实现不同成果目标，因此原本

可在多个成果目标下加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按政策成果目标报告取得的成

果，而根据相应的指标衡量，在该成果目标上的进展最为显著。这导致在农村经济

正规化和体面劳动等政策领域报告的成果少于预期，而这些政策领域贯穿于大多数

其他政策成果目标。 

45. 所有政策成果目标领域的成果分布情况显示，按照国际劳工标准成果目标 2、可持

续企业成果目标 4、农村经济中体面劳动成果目标 5以及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

型成果目标 6，进展低于目标。但另一方面，在所有其他政策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实际上都达到或超过了为两年期设定的目标。随后有关特定成果目标的章节对其成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GB.338/PFA/1 

 

GB338-PFA_1_[PROGR-191219-1]-Ch.docx  13 

因进行了分析。一些差异可能归因于成果框架的设计、实现能力或影响计划执行的

外部意外因素。接下来的有关特定成果目标的章节更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图 6.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目标和成果 

 

46. 体面劳动成果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表明，阿拉伯国家、欧洲和中亚所取得的成果达

到或超过了为2018-19年设定的目标。美洲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成果逼近目

标，而非洲的进展却低于目标。无论如何，偏离既定目标的幅度都在 10%以内，但

欧洲和中亚除外，其幅度超出目标 47%。 

47. 阿拉伯国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这直接归结于劳工组织2016-17两年期发展合作规模

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 2018-19 两年期支出的增加(较上个两年期增加两倍)。欧洲和

中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发展合作支出增加了 50％以上。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及太

平洋等其他三个地区，发展合作支出与 2016-17 年相比持平或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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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按区域分列的目标和成果 

 

48. 两年期内，有几个国家在劳工组织的四大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劳工组织帮助

21 个成员国和地区围绕若干成果目标，取得了至少 12 项体面劳动成果：非洲，8 个；

亚洲和太平洋，8 个；美洲，2 个；阿拉伯国家，2 个；欧洲和中亚，1个。 

49. 在诸如哥伦比亚、约旦、突尼斯、土耳其和越南等许多国家，取得如此成效主要归

功于庞大而多样的发展合作项目。但在阿根廷、喀麦隆、印度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抓住进步机会而战略性地利用有限资源，这是取得大量成果

的原因所在。 

 
越南为取得体面劳动成果而开展战略规划和资源统筹 

劳工组织继续与越南的三方成员合作执行《2017-21 年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围绕三个优

先领域展开：(i) 促进体面就业和为可持续企业营造有利环境；(ii) 扩大社会保护并减少不可接

受形式的工作；(iii) 建立一个遵守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行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治理体系。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实施了 24 个发展合作项目，总支出超过 1,700 万美元。这些干预措施与

劳工组织经常预算和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的资源以及体面劳动工作队专家的技术支持相结合，

为取得重要成果做出了贡献。两年期内的主要发展伙伴是爱尔兰、日本、卢森堡、挪威、俄

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和瑞士政府以及欧盟。 

2019 年对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独立中期审查报告显示，在所有优先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

展。两年期内取得的体面劳动成果贯穿于劳工组织 10 项政策成果目标中的 8 项，其中包括工

资政策、集体谈判、童工劳动、强迫劳动、劳务移民以及在推行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旗

舰计划背景下的工作场所合作。最重要的是，越南于 2019年 6月批准了 1949年《组织权利和

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并于 11 月通过了一项与国际劳工标准更接轨的经修订的劳动

法，因为它开启了企业结社自由的可能性，并向无书面合同的工人提供了法律保护。在取得

这些成果的过程中，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政府机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以此来影响政策

设计工作并落实旨在确保体面劳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柱)的社会和劳动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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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预算外资源和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资源， 

扩大在喀麦隆的政策和规范咨询服务 

2018-19 两年期内，喀麦隆政府在《体面劳动议程》的所有四个战略目标方面中都取得了

重大进展。在喀麦隆共和国 2014-17 年三方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延长至 2019 年)的框架下，劳工

组织在以下方面向该国政府和社会伙伴提供了协助： 

■ 加强劳动监察部门； 

■ 扩大社会保护制度的覆盖面，并将其扩大到非正规经济； 

■ 保护家政工人的权利； 

■ 在公共采购中纳入就业考量； 

■ 评估营商环境； 

■ 为农业企业中的可持续企业提供技能。 

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使三方成员能够制订国家绿色就业计划；建立监测经济单位正规化

的制度；加强工会针对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意见采取后续行动的能力。 

国际劳工组织在喀麦隆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综合施策，即利用非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资助的与就业密集型计划和创业有关的发展合作项目的投入和资源。此

外，劳工组织实施了由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资助的社会保护干预措施，并投入了经常预算资

源，在技能开发和正规化等领域提供技术和规范咨询服务。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50. 2018-19 两年期成果框架明确反映了每项政策成果目标对与劳工组织比较优势领域密

切相关的数量不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在国家层

面实施成果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两年期内取得的体面劳动

成果反映了劳工组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 

51. 总体而言，劳工组织的大多数成果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即促进持久、包

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重点放在三个

主要目标上： 

(1) 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人，特别是女性移民和没有稳定

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目标 8.8)； 

(2) 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疾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做到

同工同酬(目标 8.5)；以及 

(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精神、创造力和

创新；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通过获取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目标 8.3)。 

52. 两年期内取得的成果亦极大地促进了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目标 8.7)、青年就业

和技能开发(目标 8.6)以及生产力(目标 8.2)。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program/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5609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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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8-19 两年期体面劳动成果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的体面劳动成果实例 

■ 目标 8.8：关于劳工权利和安全与有保障的工作环境。在加拿大、荷兰和英国政府的支持

下，劳工组织协助孟加拉国政府为劳动监察机构建立了一个管理信息系统。2019 年上半

年，该系统协助 23 个地区(包括大多数成衣工厂所在的地区)开展了 1,000 多次有关工作条

件的检查。 

■ 目标 8.3：关于创造体面劳动、创业和正规化。2019 年，劳工组织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协

助科特迪瓦三方成员设计了一项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的国家战略。该战略涵盖

监管/法规、生产力、代表权/制、社会对话、工作条件和社会保护等领域。尤其是，它旨

在通过技能开发、组织建设和职业安全与卫生来评估向正规化过渡的妇女的生产潜力。 

■ 目标 8.5：关于所有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并拥有体面工作。在缅甸，劳工组织与社区

组织开展合作，并与新孟邦党进行协商，帮助在叶城受冲突影响的 13 个村庄实施就业密

集型投资计划。该计划为孟邦的青年男女创造了相当于 3,000 个体面劳动日的工作岗位，

并培训了 100名青年担任社区领袖和创办自己的企业，其中 50%以上是妇女。在设计所有

这些活动时都考虑到了国际劳工组织 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

书》(第 205号)，并遵循了基于不让任何人掉队、对冲突保持敏感性的方针。 

■ 目标 8.7：关于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的支持下，劳工组织发起了一项干预行动，目的是为了提高认识并发展机构能力，预防

和处理童工劳动案件。这导致执行了一项童工退出、康复和重返社会的国家计划，其中

包括培训劳动监察员和 500名学校校长，以确保尽早查明童工劳动案件。 

■ 目标 8.6：关于青年就业。在劳工组织的技术支持下，北马其顿政府于 2018年和 2019年期

间依照欧盟的模式，在三个城市试行了“青年保障”计划。该保障计划规定，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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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务保证 29 岁以下的青年人在离开正规教育或失业后的四个月内，获得高质量的就

业、进修、学徒或见习机会。劳动和社会政策部负责监督“青年保障”实施计划。 

■ 目标 8.2：关于经济生产力。自 2018 年 1 月起，玻利维亚私营雇主联合会(CEPB)开始提供

劳工组织的"支持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计划，作为其对企业服务的一部分。

在 2018年和 2019年期间，SCORE计划在拉巴斯、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和波托西的 78家企

业中得以实施，惠及约 17,000名工人。 

 
53. 两年期的很大一部分体面劳动成果特别是通过推动国际劳工标准作为保证法治的手

段(目标 16.3)，以及通过有效雇主和工人组织的机构发展与社会对话机制(目标 16.6)，

促进了关于和平、正义和强大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对关于消除贫穷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1 所做的贡献主要来自劳工组织在社会保护体系，包括社会保护底线(目标

1.3)方面的工作上所取得的成果。 

54. 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0，两年期内取得的成果主要促进了安全、正常

和负责任的劳务移民和流动(目标 10.7)以及工资和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目标 10.4)。

劳工组织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成果集中在有关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妇女的歧视(目标 5.1)

和提高妇女有效参与和进入领导层的机会(目标 5.5)方面的进展。促进关于优质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成果主要与就业、体面劳动和创业的技能开发有关(目标 4.4)，

促进关于健康和福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的成果侧重于减少因危险化学品和污染而

致病致亡的职业安全和卫生措施(目标 3.9)以及扩大健康保障覆盖面(目标 3.8)。一些

体面劳动成果也体现了对关于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的贡献，特别是在促进

体面劳动作为可持续发展手段的政策和机制一致性方面。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成果 

成果目标 1：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创造更多更

好的就业岗位及改善青年就业前景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30个成员国设计或启动了新的国家就业政策，或制定了其实施计划和协调机制。

国别报告显示，在莫桑比克，由劳工组织支持的国家就业政策创造了 457,667个

就业机会。 

■ 27 个成员国制定了青年就业战略，或将青年作为目标群体纳入国家就业政策或

可持续发展计划。青年就业已纳入《阿塞拜疆共和国 2019-30 年就业战略》的

主流，重点是技能开发、职业指导和青年创业。劳工组织举办了全球青年就业

论坛(2019 年 8 月，阿布贾)，并支持各国采取措施，帮助年轻人进入或重新进

入劳动力市场。 

■ 34 个成员国在技能开发方面取得了体面劳动成果，例如制定和实施了技术和职

业教育与培训(TVET)战略，以提高对技能的预期并使培训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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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需求。在其中 7 个国家，劳工组织支持实施技能开发计划，重点聚焦特

定行业，针对弱势妇女和青年，特别是农村经济中的弱势妇女和青年。 

■ 22 个成员国制定了就业战略，包括旨在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别平等和其他形式

非歧视性的就业密集型投资计划。在 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

劳动建议书》(第 205号)的指引下，劳工组织“以就业促进和平与复原力”计划

在一些处于脆弱、冲突或自然灾害局势中的国家得以启动或扩大。在约旦，由

劳工组织支持的一项就业密集型基础设施计划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

间，为 4,000 多名约旦人和叙利亚难民创造了短期工作机会。 

■ 16 个成员国出台了政策和计划，特别是通过有效落实法定最低工资或集体协议

措施来改善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机构和工作条件。两年期内签订的新集体协

议使印度尼西亚约 50,000 名工人和塞内加尔 40,000 名保安受益。危地马拉在

1970年《确定最低工资公约》(第 131号)和 1970年《确定最低工资建议书》(第

135 号)的指导下，于 2019 年制定了三方国家工资政策。 

■ 21 个成员国通过了法律和政策框架，以提高就业服务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

有效性和包容性。 

 
职业培训给马达加斯加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摆脱团伙犯罪的出路 

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劳动部于 2019 年 8 月启动了一项计划，以加强马达加斯加北部港

口城市迭戈-苏亚雷斯面临风险的青年男女的技能开发和就业能力。该计划使年轻人能够学习

一门手艺，告别犯罪生活，从而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观看视频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工资和性别薪酬差距成为关注焦点 

劳工组织继续努力建立全球工资知识库。据劳工组织《2018/19 年全球工资报告》称，

2017 年全球工资增长有所下降，这种恶化情况持续到 2018 年。该报告还包括一个新颖、创新

的和更精准的性别工资差距计算方法，并强调指出，平均而言，妇女的薪酬仍然比男性低约

20%。该报告的经验证据表明，如男女教育水平的差异等传统的解释在解析性别薪酬差距方

面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报告提出了缩小薪酬差距的政策行动建议，包括解决对妇女工作低估

的问题，促进男女更公平地分担家庭责任，以及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消除陈规陋习和歧视。 

 
目标与成效 

55. 在成果目标 1下取得的体面劳动成果超过了 6项成果目标指标中 3项为两年期设定的

目标。在实行技能开发政策和加强技术职业培训机构(指标 1.3)以及制定作为全面就

业框架内容的就业政策(指标 1.1)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果。 

56. 与上个两年期一样，与这一成果目标相对应的大多数体面劳动成果(40%)都是在非洲

实现的，这主要是因为对劳工组织支持就业政策、青年就业计划和职业技术教育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EsOHF-_eyY&feature=youtu.be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795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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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服务的需求保持稳定。欧洲和中亚取得的成果也超过了目标，特别是在诸如劳

动力市场机构、工作条件、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领域。 

57. 然而，在一些工作领域，成果略低于目标。关于促进就业政策的指标 1.4，美洲、欧

洲和中亚取得的成果较少，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这甚至造成了一种财政紧

缩优先的政治环境。关于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机构和工作条件的指标 1.5，劳工组

织在为非洲提供技术咨询，特别是工资政策咨询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埃塞俄比

亚和南非取得了成果。然而，关于几个国家推行最低工资计划的预期后果的政治讨

论证明要比预想的更困难，这解释了相对于为两年期设定的目标而言所取得的成果

水平较低的原因。 

图 9. 成果目标 1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58. 2018-19 两年期，劳工组织在这项成果目标上的支出达 2.674 亿美元，其中 39%来自

其经常预算，61%来自发展伙伴特别是德国政府和欧洲联盟的自愿捐款。支出比设

定的战略预算高出 14.7%。这主要是由于预算外项目交付额增加，以及在中非共和

国、海地、缅甸和索马里等国战略性地利用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来支持实施就业创造

措施，以此作为危机后重建战略的一部分。劳工组织的“以就业促进和平和复原力”

旗舰计划在劳工局调动资源实现这项成果目标的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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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102.2 104.8 

预算外发展合作 131.0 154.4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8.2 

合计 233.2 267.4 

 
 

伙伴关系见成果：尼日利亚青年的体面劳动 

劳工组织在联合国“全球青年体面劳动倡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促进了非洲的政策咨

询工作并推动了国家一级的行动。2018 年 11 月，尼日利亚成为“青年体面劳动倡议”的伙

伴，并承诺将《尼日利亚青年就业行动计划》作为政府对该倡议的贡献。为回应这一承诺，

劳工组织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强化了对该国的技术咨询服务，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深入

研究工作，以支持《尼日利亚青年就业行动计划》，在确保尼日利亚青年参与其实施和评估

活动的同时，开展三方和多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工作。 

 

成果目标 2：国际劳工标准的批准与实施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70个成员国登记了 115份新的批准书，其中有 31份对基本公约的批准书，包括

21 份对《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 2014 年议定书》的批准书；18 份对治理公约的

批准书，包括 1份对《1947年劳动监察公约 1995年议定书》的批准书；以及 66

份对技术公约的批准书。 

■ 鉴于两年期内登记的新批准书情况，到 2019 年底，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劳动公约》(第 182 号)成为获得最广泛批准的基本公约(186 个成员国)，还仅需一

个成员国批准就能成为第一项得到普遍批准的劳工组织公约。1976 年《(国际劳

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号)成为得到最广泛批准的治理公约(150个成员国)。 

■ 劳工组织发动了“百年批约运动”，邀请所有 187 个成员国在 2019 年批准至少

一项国际劳工公约。1 月至 12 月，有 70 个成员国批准了公约，这是自 2006 年

以来批约最多的一年，在 6 月国际劳工大会期间达到了高峰。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纳米比亚、卢旺达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些国家在两年期内批准了至少四

项公约。 

■ 54 个成员国已采取行动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针对监督机构提出的问题采

取行动。这包括在 8 个成员国建立或加强预防和解决国家层面冲突的三方机制，

以及在 5 个成员国的国内法院适用国际劳工标准。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满意地注

意到，尤其是由于在劳工组织支持下进行了法律改革，13 个成员国在实施已批

准的公约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 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12 个成员国为起草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做出了回应，26 个成员国按时提交了有关已批准公约的所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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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8 和 2019 年登记的批准书数量，按月份分列 

 

 
卡塔尔“卡法拉”制度即将终结 

2018 年初，卡塔尔政府和劳工组织开始执行一项技术合作计划，支持该国努力完成多项

重大劳动改革和提高对移民工人权利的保护。行动领域包括工资、劳动监察和职业安全与卫

生、增强工人的发言权、消除强迫劳动和建立就业合同模式以取代“卡法拉”制度，作为对

理事会关于对卡塔尔政府的第 26 条控诉的决定和对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多次询问的

后续行动。 

卡塔尔在 2019 年 10 月提交给劳工组织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中描述了其他成果，其中包括卡

塔尔国大臣会议宣布赞成于 2020 年施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改革。新的改革允许以前需

要雇主出具无异议证明才能换工作的移民工人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该计划还推动起草了

2018年第 13号法律和 2019年大臣级决定，从而共同废除了除军事人员以外的所有工人的出境

许可要求。因此，移民工人将有权在其合同期内暂时或永久离开该国。这些改革，加上诸如

制定适用于所有工人的非歧视性最低工资标准等其他改革，构成了维护卡塔尔移民工人权利

的重要措施。 

更多阅读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权威和有效的监督 

2018-19 两年期执行的监督程序的重点包括，2018 年 7 月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以审查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有关最低工资确定机制、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以及三方协商

的公约的遵守情况。调查委员会完成了对指控的彻底审查，包括在日内瓦举行了听证会和对

该国进行了一次实地访问，并由劳工组织总干事于 2019年 9月 27日将其报告送交该国政府。

监督还包括与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洪都拉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和

缅甸等国进行的直接接触和高级别访问，以及应标准实施委员会的请求向厄立特里亚派出的

一个劳工组织技术咨询特派团。两年期内，各监督机构因得到劳工组织的支持而能够有效开

展工作，并继续讨论其工作方法。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3203.pdf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24052/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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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成效 

59. 在批准基本公约和治理公约(指标 2.1)和提交报告(指标 2.3)方面取得的体面劳动成果

达到或略微高于两年期设定的目标，而在加强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方面取得的成果

(指标 2.2)低于目标。亚太地区在批约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越南批准了 1949 年《组

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太平洋 4 个成员国批准了 1999 年《最恶劣

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 

图 11. 成果目标 2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60. 2018-19 两年期内，此成果目标项下的总支出为 8,770 万美元，其中 68%来自劳工组

织经常预算。 

61. 此成果目标项下的预算外发展合作支出比计划高出 57%。在用于促进实施和批准国

际劳工标准的预算外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通过直接信托基金进行自身改革的

国家。欧盟是两年期内的主要发展伙伴，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中使其贸易伙伴更好

地遵守国际劳工标准方面。在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捐款的支持下，危地马拉、乌克兰

和津巴布韦取得了若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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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56.8 59.2 

预算外发展合作 16.8 26.5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2.0 

合计 73.6 87.7 

 
 

伙伴关系见成效：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标准 — 亚洲和服装业行动计划 

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标准 — 亚洲和服装业行动计划”项目旨在

通过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参与性和实证性的最低工资确定、工资政策

和集体谈判制度，改善劳工标准的遵守情况。它还推广了有关保证企业遵守劳工标准的制

度，并发展了在全球服装供应链中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机构能力。2019 年对该项目

第二和第三阶段进行的最终独立评估表明，干预措施符合三方成员的需求，并取得了显著成

果，特别是在柬埔寨。评估建议劳工组织向所有国家提供后续支持，以促进最低工资和集体

谈判，以及制定中长期战略，以巩固和扩大在其他行业取得的成果。 

 

成果目标 3：建立和扩大社会保护底线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21个成员国制定了新的社会保护战略和政策，从而扩大了覆盖面并提高了福利。

例如，马拉维新的全民社会养老金计划现在覆盖 60 多万人，其中 60%是妇女。 

■ 27 个成员国报告说，通过完善监管框架或机构政策，它们在社会保护计划的治

理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中非共和国通过了公务员养老金计划。泰国社

会保障办公室设立了一个精算科来加强财务管理。贝宁、摩洛哥和俄罗斯联邦

等国批准了 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号)。阿曼社会保险公共

管理局根据劳工组织的建议强化了其投资结构。 

■ 24 个成员国加强了设计、管理和监测社会保护体系的机构能力和知识库。在塞内

加尔和多哥，在包括劳工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支持下开展的基于联合评估的国

家对话分别为国家社会保护评估工作和《2018-22年国家发展计划》提供了依据。 

 
在东帝汶建立全面的国家社会保护制度 

在葡萄牙政府的支持下，多年来劳工组织一直与东帝汶政府合作建立其社会保护制度。

劳工组织为《一般社会保障法》的通过提供了规范性和政策性建议，该法规定在 2016 年制订

该国第一个缴费计划。劳工组织还于 2018 年支持制定了国家社会保护战略，旨在加强非缴费

型社会保护计划，到 2030 年减少贫困和社会脆弱性。劳工组织通过基于评估的全国对话促进

了国家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从而使这一进程获益。与此同时，劳工组织为国家社会保障机构

(INSS)的建立提供支持，该机构作为新社保计划的管理方，于 2019 年 1 月开始运行，向 70,000

多名工人提供老年、死亡、残疾、产假和陪产假福利，覆盖 1,000多名雇主。这包括支持建立

三方董事会，以及制定关于社保机构的运行及其管理系统的规则。 

更多阅读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https://www.ilo.org/ievaldiscovery/#bcbm40w
https://www.ilo.org/jakarta/info/public/pr/WCMS_63103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jakarta/info/public/pr/WCMS_631033/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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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会保护周：在劳动世界的未来背景下的全民社会保护 

作为劳工组织百年庆典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举办了有关“在

劳动世界的未来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和全民社会保护”的“全球社会保护周”活

动。此次活动会聚了来自政府、社会伙伴、发展伙伴、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 500

多名参与者。据劳工组织的报告，讨论会强化了全球认识，即虽然社会保护是一项具有高社

会和经济回报的投资，但也强调，全球社保覆盖差距要求国际社会和各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承诺，每年需增加 5,270亿美元，相当于这些国家 GDP的 1.6%。 

 
目标和成效 

62. 两年期内取得的成果超过了为改善社会保护治理、财务管理和财政拨付(指标 3.2)而

设定的目标，特别是在非洲以及在所有区域加强社会保护制度的知识库和执行能力

(指标 3.3)方面。有关扩大覆盖面和增加福利的社会保护战略(指标 3.1)方面取得的成

果低于目标，尤其是在亚洲和太平洋以及欧洲和中亚。与两年期目标的差距主要是

一些国家决策过程的时间安排所致。 

63. 两年期的经验表明了各地区政府对社会保护治理与实施工作的重视程度。它还表明，

这些全民覆盖实施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发展承诺和《2030 年议程》的一个

关键组成部分，但也需要在适当考虑所涉经费问题的情况下达成政治共识。 

图 12. 成果目标 3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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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cialprotectionweek.org/#register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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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支出 

64. 2018-19 两年期内，在成果目标 3 项下的总支出为 5,720 万美元，其中 65%来自经常

预算。 

65. 2018-19 两年期内，此项成果目标的主要发展伙伴是德国、爱尔兰、大韩民国、卢森

堡、葡萄牙和泰国政府。此外，其他重要捐款来自直接信托基金、私营部门、联合

国多方捐助者联合方案、非洲开发银行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经常预算补

充账户为在柬埔寨、喀麦隆、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伊拉克、利比里亚、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和塔吉克斯坦取得成果做出了贡献。 

66. 虽然预算外支出比计划要低，但两年期内劳工组织发展合作项目组合却大幅增加，

使劳工组织能够在今后几年扩大所有区域的社会保护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在劳工组

织建立全民社会保护底线全球旗舰计划的背景下目标明确的资源调动工作。 

67.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39.2 37.4 

预算外发展合作 23.7 17.5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2.3 

合计 62.9 57.2 

 
 

伙伴关系见成效：国际劳工组织建立全民 

社会保护底线的全球旗舰计划 

该计划有助于确保在提供社会保护咨询服务时突出重点、协调一致，并加强知识创造与

知识传播。在经由 2019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关于制定国家社会保护底线的呼吁

书批准的 75%的提案中，它有助于将劳工组织定位为一个参与机构，并在其中 25%的提案中

定位为一个牵头机构。这将是把劳工组织的标准和体面劳动议程，特别是社会对话，纳入联

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3的主流工作并利用额外资金的绝佳机会。该旗舰计划还带来了与

欧盟的一项新的合作计划，总预算为 2,300万美元，将在今后几年实施。 

更多阅读。 

 

成果目标 4：促进可持续企业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11 个成员国，其中大多数在非洲和美洲，采用劳工组织方法开展了系统性评估

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助于可持续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改革。例如，在

喀麦隆，政府启动了一项含有 18 项措施的改革计划，包括通过改进金融服务和

技能开发工作来促进妇女创业。 

■ 在 47 个成员国，劳工组织支持实施干预措施，协助可持续企业和潜在企业家，

从而帮助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的工作条件。在佛得角、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Flagship.action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Flagship.action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Ressource.action?id=557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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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一些公共和私营机构开始向企业家提供“绿色企

业”发展服务。在蒙古，雇主联合会认识到满足企业减少灾害风险需求的重要

性，并为企业制定了关于在自然灾害情况下企业可持续性规划的培训计划。 

■ 两年期内，在全球范围内与拥有 20 多万工人的近 100 万家企业进行了接触，且

“维持竞争性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计划得到落实。其中约 70%的公司确

认在参加该计划后节省了成本，生产率平均提高了 30%，劳动力流动降低了

42%，报告的事故减少了 29%。在 30 个国家开展的价值链干预行动直接帮助约

50,000 名工人增加了收入和改善其工作条件。 

■ 2018-19 两年期内，22 个成员国的 1,000 余人参加了采用劳工组织 Think.Coop 

and Start.Coop 等工具的培训，从而使包括难民和接收社区人口在内的处境不利

的男子、妇女和青年建立或加入了合作社，并因此改善了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条

件。 

■ 在 11 个成员国，劳工组织三方成员设计并建立了关于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和有效

计划的对话平台，以改善市场、行业和价值链的运行，从而促进体面劳动。例

如，在秘鲁，在“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PAGE)计划的背景下，环境部设立

了一个公私技术委员会，以讨论和商定有关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措施，包括废

物管理、清洁生产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国际劳工组织的 SCORE计划 

促进加纳营商环境的改善 

SCORE 计划是劳工组织一项促进新兴经济体生产率、竞争力和体面劳动的计划。在加

纳，该计划针对制造业部门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它旨在增强国家

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负担得起的培训机会，以提高其生产率并提供体面工作。 

在加纳政府的技能开发基金及劳工组织的非营利组织和执行伙伴 — 加纳 SCORE培训解决

方案的资助下，为 5家公司的 206名雇员提供了培训课程。这些公司最显著的变化是降低了运

营成本，减少了浪费，加强了工作场所的合作和创造了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观看视频 – 更多阅读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小企业不可小觑：关于自营职业者、微型企业 

和中小企业对就业贡献的证据 

国际劳工组织利用新的数据库，于 2019 年编制了一份全球报告，探究有关证明自营职业

者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就业总量贡献的全球性证据。该报告以 99 个国家为样本，发现小型经

济单位共占总就业人数的 70%。因此，了解小型经济单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应对全球

范围内创造就业和改善工作质量的根本挑战至关重要，而在这类企业雇员占比更高的中低收

入国家中，情形更是如此。为此，支持此类经济单位的发展应成为基于体面劳动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sNc-cUgHc&feature=youtu.be
https://www.ilo.org/empent/Projects/score/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2328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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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成效 

67. 两年期内取得的成果低于关于改善营商环境(指标 4.1)和建立负责任商业行为对话平

台(指标 4.3)方面的目标。这主要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由于政治或社会经济

环境的变化，一些国家的进展在两年期内陷入停滞，这反过来又迟滞了营商环境中

的结构改革和对话进程。其次，在其他成果目标项下记录了有关改善可持续企业营

商环境的一些要素，其中包括中国国务院关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规定和斯里兰

卡国家合作社政策的通过(在成果目标 1 下报告)；印度农民增强型保险(成果目标 5)；

以及卢旺达劳动力发展局、工会和大学之间关于卢旺达非正规建筑工人认证的协议

(成果目标 6)。 

68. 特别是在非洲，在向可持续企业提供直接援助方面取得的成果(指标 4.2)大大超过了

为两年期确定的目标。由于认可劳工组织诸如 SCORE、“体面劳动的市场体系”、

“开创和改善你的企业” (SIYB) 、“价值链发展” (VCD) 、Think.Coop and 

Start.Coop 等既定方法，因此在这一领域对劳工组织仍然提出了很高的支持要求。 

图 13. 成果目标 4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69. 两年期内成果目标 4 下的总支出为 1.018 亿美元，占劳工组织经常预算的 44%。 

70. 2018-19 两年期成果目标 4 的主要发展伙伴是瑞典、瑞士和荷兰政府，以及欧盟和开

发署管理的多伙伴信托基金办公室。关于可持续企业的工作受益于埃及、约旦、莫

桑比克、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乌干达等国私营部门的捐款。经常预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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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账户为在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尼泊尔、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塞拉利昂

等国取得成果做出了贡献。 

68.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45.6 45.0 

预算外发展合作 61.8 54.5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2.3 

合计 107.4 101.8 

 
 

伙伴关系见成效：印度尼西亚 

小微企业的金融包容性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底，在瑞士政府的支持下，劳工组织实施了“改进对企业家的金融服

务，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的项目，名为“承诺带来影响”(PROMISE IMPACTS)。劳工组织向

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给予了技术援助，以落实该项计划，改造区域开发银行，振兴农

村银行，从而使这些机构能够向占该国企业绝大多数的小型经济单位提供增值捆绑服务。在

东爪哇和西爪哇省进行的一项试点计划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为企业编制业务和财务计划的农

村银行客户增加了 7%；将利润再投资的企业增加了 4%；计划产品升级的企业增加了 9%。 

 

成果目标 5：农村经济中的体面劳动 

■ 9 个成员国采取战略在农村经济促进体面劳动，例子包括巴基斯坦和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的农村发展计划。老挝的第九个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包含了全

国农村就业方案；约旦政府发布了新的社会保护战略，其中提及在农村地区创

造就业机会；哥伦比亚和秘鲁制定了促进网络建设和合作社发展的战略；玻利

维亚多民族国和厄瓜多尔则制定了发展旅游业这个特定部门的措施。 

■ 16 个成员国采取实质措施以促进农村地区就业和体面劳动。在劳工组织的支持

下，三方成员在科特迪瓦(可可)、埃及(奶制品)、喀麦隆(大米以及农村基建)通

过发展价值链，实行促进青年体面劳动的计划。在伯利兹(甘蔗)和墨西哥(咖啡)

实施试点项目，以作为劳工组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推进农村经济中体面

劳动的社会创新实验室 LABOR 计划的一部分。在中非共和国、海地和马达加

斯加，特别针对提升农村地区女性及青年技能的计划亦得以展开。同时，在种

植业开展了旨在推进工作中的权利以及职业安全与卫生的行动 — 例如在印度尼

西亚(棕榈油)、马拉维(茶)以及斯里兰卡(茶)。在马里和约旦推行了旨在消除农

业中童工问题的计划，而在尼泊尔的一项农村道路维修计划创造了就业岗位并

巩固了当地企业。 

■ 4 个成员国建立或加强了其在农村经济中的协调和社会对话机制，其中包括巴

基斯坦的社区组织结构以及约旦的农业三方工作组。那里的合作社运动制订了

一项行动计划，以增强其代表性并促进社会对话参与。在赞比亚，小规模农民

及农村工人被更好地地组织起来，并积极参与数个社会对话平台。在哥斯达黎

https://www.ilo.org/jakarta/whatwedo/projects/WCMS_44410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mericas/temas/sector-rural-y-desarrollo-local/WCMS_713608/lang--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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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名为 Mesa Caribe的三方论坛成立，以促进多部门对话，其重点是推动

面向弱势人口的就业创造举措。 

 
哥斯达黎加进行社会对话，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性转型 

要发展农村，就必须鼓励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社会对话机制。设立于利蒙省的 Mesa 

Caribe社会对话论坛旨在通过社会对话促进生产性转型并创造体面工作，是创新、多部门社会

对话的模范。其中得到农村发展学院、农业工人工会、地方政府代表、土著人口及多个政府

部门的参与，并由劳工组织成为其技术秘书处。Mesa Caribe 支持下列方面的干预措施：合作

社、培训、针对弱势人口的就业安置、企业集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环境以及通过促

进农村旅游业以推动创造就业。在未来 4 年，这些举措应该能吸引到大量公共投资，从而刺

激企业发展，并创造大约 3万个新岗位。 

观看视频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在农村地区促进体面劳动的知识、 

数据、工具和合作关系 

劳工组织开发其知识库及工具来帮助三方成员在农村地区促进体面劳动。一个三方产业

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林业中的体面劳动及职业安全与卫生的结论。《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促进农

村经济中体面劳动的政策指导说明》推出了关于青年、移民、饮水的新文件以更新内容，并

推出了关于林业及公正转型文件的修订版本。在拉丁美洲，劳工组织推出了一项关于在农村

地区向正规化转型的研究计划(FORLAC rural)。通过分别在都灵和埃及举办的农村发展研讨

班，以及有关旅游业及烟草业地区活动和产业会议，三方成员的能力得以增强。劳工组织统

计数据库(ILOSTAT)得到扩张，现包含按农村和城市地区分列的指标。劳工组织处理了超过

8500 项劳动力调查微数据组，其中 97%的数据组现已按农村和城市地区分列。一项有关农村-

城市劳工数据的文件已提交给第 20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劳工组织巩固了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的伙伴关系。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合作对于通过《联合国农民

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至关重要。 

 
目标和成效 

71. 本成果目标的成果低于两年期所订下的目标，部分原因在于农村地区推进体面劳动

的工作具备跨域性质，因此有几项成果被列在其他成果目标下，其中包括： 

■ 加蓬农村地区的职业培训得到改善(列于成果目标 1)； 

■ 赤道几内亚的渔业部门为青年而设的新职位(成果目标 1)； 

■ 在赞比亚农业部门实施的企业层面计划(成果目标 4)； 

■ 为佛得角的农村人口提供更多体面劳动及创业机会(成果目标 4)； 

■ 提升莱索托的劳动监察员在农村地区工作的能力(成果目标 7)；以及 

■ 提升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布基纳法索的棉花业的三方成员消除农业童工问题的

能力(列于成果目标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XTL4Xdh5s&feature=youtu.be
https://www.ilo.org/IRDashboard/#azfoxn0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66723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rural-development/WCMS_43622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rural-development/WCMS_43622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mericas/temas/sector-rural-y-desarrollo-local/WCMS_713607/lang--es/index.htm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rural-development-academy-future-work-rural-economies
https://readymag.com/ITCILO/1165991/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681673/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ilostat/faces/wcnav_defaultSelection;ILOSTATCOOKIE=T9_dHJ11jJ34zaq54UqhUlfSU6RpT1l69cM_4O0lqNbpLVCdGT_v!-448661450?_afrLoop=455320274219539&_afrWindowMode=0&_afrWindowId=null#!%40%40%3F_afrWindowId%3Dnull%26_afrLoop%3D455320274219539%26_afrWindowMode%3D0%26_adf.ctrl-state%3D6w142jeir_4
https://www.ilo.org/stat/Publications/WCMS_63603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tat/Publications/WCMS_63603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tat/Publications/WCMS_63603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CMS_37278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CMS_37278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093913/lang--en/index.htm
https://www.unece.org/forests/sc/methodsandprocesses/fao/ece/ilo.html
https://www.unece.org/forests/sc/methodsandprocesses/fao/ece/ilo.html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JointProjectResponsibleBusinessConduct.aspx
https://undocs.org/zh/A/HRC/RES/39/12
https://undocs.org/zh/A/HRC/RES/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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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成果目标 5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72. 2018-19两年期间用于成果目标 5的总支出为 4,560万美元，主要来自经常预算(61%)。 

73. 两年期内的预算外支出略超出估算。在农村地区促进体面劳动的主要发展伙伴是挪

威及瑞士政府、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经常预算补充账户对在哥

伦比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里、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及赞比亚等

国取得成果有所贡献。 

69.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27.4 27.9 

预算外发展合作 12.0 15.5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2.2 

合计 39.4 45.6 

 
 

伙伴合作现成效：MozTrabalha — 在莫桑比克农村地区 

推动体面劳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 

劳工组织、劳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部以及社会伙伴获瑞典政府支持，启动了一项发展合

作项目，以期在马布托(Maputo)、卡布德加多(Cabo Delgado)及因巴罕尼(Imbahane)等省市的农村

地区以及旅游部门中推动体面劳动和可持续的社会包融。这个项目集中开展就业密集的市场

基建投资，并推进绿色就业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更特别针对扶助女性及由女性担当一家之主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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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ztrabalha.co.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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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标 6：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在 14 个成员国中，劳工组织三方成员为非正规经济的驱动因素和特点做出了由

各国主导的诊断，涵盖整体经济(阿塞拜疆、黎巴嫩、莱索托、巴拉圭、塔吉克

斯坦、乌拉圭、赞比亚)、特定部门(科特迪瓦、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工

人群体(身处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菲律宾的家政工人、希腊的非常规自雇人员及

农业工人)或非正规企业(塞内加尔)。19 个成员国设立了监察系统，以根据上述

诊断评估正规化的进度。 

■ 19 个成员国制定了综合政策、法规或设立了合规机制，以促进正规化转型。在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北马其顿、巴拉圭、秘鲁和越南等国通过了全国性的

正规化战略。在塔吉克斯坦，一项为减少非正规就业的全国性计划已获得通过；

在阿塞拜疆、牙买加(侧重于渔夫和家政工人)、莱索托和南非，用以促进正规

化转型的行动计划亦已制定。 

■ 在蒙古，扩展劳工法的保护范围取得进展，涵盖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赞比亚

制定了一项社会保护法案，为拓宽社会保险范围提供立法框架，以涵盖先前未

得到保障的工人类别。泰国制定了一项战略以改善对《家政工人保护法》的合

规情况；阿根廷正在考虑一项针对数码平台工人的监管建议；墨西哥参与社会

保险的家政工人的数目有所上升。 

■ 20 个成员国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扩大了其会员范围，让非正规经济的工人和

经济单位都能够加入，或提供新服务或改善现有服务以协助其正规化转型。蒙

古、黑山、土耳其和津巴布韦的雇主组织制定政策宣介议程，以促进非正规企

业向正规化转型。印度、墨西哥、蒙古、纳米比亚、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工人

组织在支持将非正规经济的工人纳入社会对话方面亦取得进展。 

 
促进秘鲁向正规经济转型的综合方法 

秘鲁劳工及就业促进部在 2018 年 3 月通过了一项新的正规化战略，让在正规及非正规经

济中工作的受薪工人更能运用其劳工权益并得到社会保障。该部同时提供指导、培训及支援

服务，以采用劳工组织的方法和工具促进工人及小企业的正规化，这令中小企业得以提升生

产力，采取步骤实现全面正规化。 

阅读更多内容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协助转型至正规经济中 

担当的角色：国别经验汇编 

两年期期间，劳工组织准备了一份国别经验汇编，描述了社会伙伴组织所采取的行动，

以增加成员数目并/或提供相关服务，提升与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及经济单位的合作，以期降

低体面劳动赤字，并协助向正规化的转型。汇编中提供了符合 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

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号)的良好做法。有关工人组织的汇编包含了超过 30个来自各个地区

渔业、零售业、街头摊贩、运输业和家庭工作等不同产业部门的做法。一份收录了雇主组织

联合非正规经济中的经济单位开发的良好做法的类似汇编正在筹备当中。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2327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RDashboard/#azfox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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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成效 

74. 本成果目标的成果未能达至两年期所订下的目标。总体而言，非洲、美洲及亚太地

区所达成的成果没有预期般成功，但在阿拉伯国家、欧洲及中亚地区则超越了预定

目标。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地区有些发展合作资源与其他成果目标相关，特别是与关

于支持正规化的劳务移民和流动的成果目标 9 相关。例如，在约旦和土耳其，全国

监管和政策框架得到改善，因而可以向叙利亚难民发放工作许可。 

75. 在其他地区，向正规化转型的进度取决于就业、社会保护、社会对话等其他许多政

策领域的进展，导致数个正规化成果在其他成果目标下予以报告。印度就是其中的

一例。印度为支持小规模企业正规化而提供的创业服务在成果目标 4 下报告；智利

和塞内加尔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的统计工作(包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数据)则在成果目

标 A 下报告(促进体面劳动的有效知识管理)。 

图 15. 成果目标 6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76. 2018-19 年，为达成本成果目标的总支出为 3,650 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劳工

组织的经常预算(87%)。正如《针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的策略和

行动的独立评估2014-18年》报告所指出，本目标很大程度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计

划资金分配和实际资金分配间的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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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341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341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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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相比起其他成果目标，本成果目标的预算外资源有限。日本政府、瑞典政府以及欧

盟是支持劳工组织在本政策范围工作的主要发展伙伴。从非正规向正规经济转型的

工作亦受益于基金会的支持。经常预算补充账户对在蒙古和巴拉圭取得成果亦有贡

献。 

70.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32.9 31.9 

预算外发展合作 3.9 3.7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0.9 

合计 36.8 36.5 

 
 

伙伴合作现成效：促进身处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获得正规就业 

到 2017 年底，劳工组织连同美国国务院实施了一项以协助叙利亚难民正规就业为目的的

计划。此项干预措施旨在通过发放灵活工作许可，以及提供更多技术培训及获取证书的机会

促进体面劳动。此计划针对超过 25,000 名身处约旦全境各省的叙利亚难民，他们主要分布在

安曼、伊尔比德、扎尔卡及马尔法克省。2018 年，旨在改善难民得到正规的体面劳动机会的

监管框架得以修订。结果是，小规模企业特别是由叙利亚妇女经营的企业实现了正规化；

11,000 名受惠人获取了技术证书，从而有助于他们更快地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15,360 名建筑

工人及 10,250名农业工人获发灵活工作许可，并实现了其工作的正规化。 

 

成果目标 7：促进包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

安全工作和工作场所的合规性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33 个成员国加强了其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系统，以符合《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

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号)。这包括制定或更新国家概况、政策、计划、立法、

机构设置、社会对话机制以及记录和通知系统。例子包括智利于 2018 年 2 月通

过的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计划；伊拉克在 2019 年 11 月更新的国家职业安全与

卫生概况；纳米比亚在 2019 年 3 月由三方工作组所通过的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

概况、政策与计划。 

■ 39 个国家加强了其劳动行政管理机构的能力，特别是劳动监察部门的能力，以

制定并实施劳工法合规的策略。进展包括改善法律体系、机构布局和信息科技

的应用以及加强了劳动监察员的能力，以预防和解决违反劳工法的问题，包括

违反职业安全与卫生及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相关法律的问题。 

■ 在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旗舰计划的框架下，劳工组织在柬埔寨、海地、印

度尼西亚、约旦、尼加拉瓜和越南的三方成员推出了计划、制度和机制，以提

升对职业安全与卫生、核心国际劳工标准和全国法律的合规性。在全球制衣及

纺织业的供应链中，有超过 1,500所企业、超过 2百万名工人受惠。在柬埔寨、

https://betterwork.org/our-partners/development-partners/


GB.338/PFA/1 

 

34 GB338-PFA_1_[PROGR-191219-1]-Ch.docx  

海地、约旦和越南的劳动监察部门引入战略性合规框架，以优化监察资源的配

置，并促进与供应链中的社会伙伴和工厂的合作。 

■ 29个成员国为了解决在包括全球供应链在内的不平等问题并改善工作场所合规情

况，而设立或加强为三方社会对话、集体谈判和产业关系而设的机构。例子包

括在印度尼西亚设立的联合社会对话平台，以协助当地制衣业的社会伙伴改善

合规性和产业关系，以及在约旦的社会伙伴在更新全行业的集体协议上所取得

的进展。在贝宁、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格鲁吉亚、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一

级)、毛里塔尼亚、黑山、尼加拉瓜以及突尼斯等国已经成立或加强了为增进三

方社会对话而设的机构，包括全国理事会等机构。缅甸、塞内加尔、塞舌尔以

及越南在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方面有所进展。在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海地、

印度尼西亚、缅甸、尼加拉瓜以及越南，雇主组织及工人组织通过了有助于工

作场所进行协商和促进合作的程序。 

 
孟加拉国致力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与卫生的工作环境的工作持续进行 

2013年孟加拉拉纳广场倒塌，是近代史上其中一起最严重的工业灾难。此后的 7年，劳工

组织继续其在该国的工作，通过扩展“更好的工作 — 孟加拉国”项目，重点采取补救措施、

促进工业安全治理和劳动监察、改善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增进制衣工厂的合规程度。 

劳工组织得到加拿大、荷兰以及英国政府的支持，协助孟加拉工厂和企业监察部开发多

项劳动监察工具。孟加拉政府亦得到技术性支援，以建立劳动监察管理模块(LIMA)，LIMA是一

项网上劳动监察系统的管理工具。 

这项工作提升了在全国执行常规及特殊抽查的监察能力，这不仅令工厂工人更注意相关

的安全问题，更确保工作场所一直保持安全与卫生，保障所有工人。 

阅读更多内容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在国内外供应链推进体面劳动的产业模式 

劳工组织继续在各个方面促进产业层面的社会对话。两年期期间，来自政府、雇主组织

以及工人组织的代表通过针对化学品及制药业、教育界、电子废物、医疗、公共紧急服务、

道路交通、造船业及维修业的业务守则、准则及结论。三方成员在北非及西非国家制定了一

份有关幼儿教育界教职人员的路线图；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制定了一项健康劳动

力战略；以及在大湄公河次区域采纳了以行动为导向的建议。印度采纳了有关改善拆船业的

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建议。 

关于科技、人口、环境及全球化等驱动因素对医疗、纺织、制衣、皮革及制鞋业劳动世

界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扩充了其知识库。为了在全球供应链中促进体面劳动，劳工局就食

品零售、化学品及制衣业签订的国际框架协议而进行了研究。就电子仪器产业及纺织业，劳

工组织亦加强了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及多边组织的战略性伙伴及合作关系。例如，合作机构包

括联合国电子废物联盟(UN E-Waste Coalition)及联合国可持续时装联盟(UN Alliance on Sustainable 

Fashion)。劳工组织更与经合组织及世卫组织一同发布了“为健康而工作”计划，这是一项为

促进医护人员体面劳动及就业的发展合作计划。 

 

https://betterwork.org/where-we-work/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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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成效 

78. 本成果目标的成果超越了两年期所设立的目标。其中，有关机构和系统在工作场所

合规性(指标 7.2)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大大超越目标，特别是亚太地区以及欧洲和中亚

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服务的需求超过了预期水平，这些国家拥

有有利的机构条件，令国际劳工组织计划得以有效实施。 

图 16. 成果目标 7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79. 2018-19 年，为达成成果目标 7 的总支出为 1.258 亿美元，其中 40%来自劳工组织的

经常预算。 

80. 劳工组织的两项旗舰计划 — “更好的工作”和“全民安全+健康”计划是对三方成

员关于工作场所合规及职业安全与卫生的需求作出一致回应的重要工具。支持劳工

组织本成果目标下的工作的主要发展伙伴有美国政府、欧盟以及支持“更好的工作”

计划的政府、基金会及企业。经常预算补充账户协助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哥伦

比亚、毛里塔尼亚和乌克兰取得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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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54.3 50.4 

预算外发展合作 77.5 73.7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1.7 

合计 131.8 125.8 

 
 

伙伴合作现成效：培养一代安全与健康的年轻工人 

2015-19年间，劳工组织与美国劳工部合作推行一项名为“SafeYouth@Work”的发展合作计

划，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尤其影响年轻工人的安全与健康问题。这项计划结合了全球性、地区

性以及全国性的干预措施，其重点是完善政策和立法、加强执法能力、增长知识、促进社会

对话。在阿根廷、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乌拉圭和越南进行了

国家一级的工作，重点保护在采矿业、建筑业及农业等高危产业工作的年轻男女。 

这项计划支持 5个国家修订其法律，并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改善青年所面对的职业安全和

健康问题。这项计划培训了 1,300 名雇主组织及工人组织成员，提高了 800 名劳动监察员及行

政人员的能力，并组织 4,000名青年男女参加了提高意识及宣介活动。 

 

成果目标 8：使工人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28 个成员国制定或修订了法律或政策，以保护工人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

作。从事高危产业的工人亦在保护范围之内。 

■ 其中部分国家的改革涉及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问题。7 个成员国颁布了有

关消除童工劳动的法律，而另外 7 个成员国则引入了危险童工劳动名单。12 个

成员国制定了有关消除童工劳动的全国性行动计划，4 个成员国更制定了废除

强迫劳动的行动计划。菲律宾和越南将一项反童工政策用作切入点，以解决歧

视、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利及恶劣工作条件等挑战。 

■ 部分国家进行了政策和立法改革，以加强职业安全与卫生，并改善包括工资在

内的工作条件。例如，巴基斯坦在省一级通过了一套全面的法律以保障职业安

全与卫生、消除童工劳动并保护居家工人及家政工人。其他国家则进行旨在保

护土著妇女的改革，而这些妇女在更有可能被困在令人无法接受的工作环境的

行业中工作。喀麦隆修改了关于工资及工时的规定，以保护家政工人免受暴力

和骚扰；玻利维亚多民族国通过了向建筑业的男女工人发放强制性意外保险的

法规；而孟加拉国则通过一项集体协议，改善了种茶业工人特别是妇女的工作

条件。乌克兰重新审议了其在劳动世界有关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国家三方合作

战略，以加强对患有艾滋病或被视为患有艾滋病的人员的保护，使其免于承受

偏见和歧视。 

https://www.ilo.org/safework/projects/safe-youth/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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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38 个成员国中的三方成员采取措施，保护工人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

例如，在菲律宾，小规模采金业的 6 个非正式协会承诺不会再使用童工，并会

遵守劳工法。越南工商会通过了新的行为守则，以避免并消除在制衣及纺织业、

渔农业、食品加工业、木雕及石雕业中的童工问题。泰国的两个雇主协会启动

了“海鲜业良好劳工作法”计划，以提高在海鲜处理业的劳工标准。在喀麦隆、

印度和秘鲁的工会协助家政工人增进他们对劳工权益的知识。在乌克兰的工会，

特别是在海事部门的工会更为工人提供自愿性的咨询及艾滋病病毒测试。 

■ 其他体面劳动成果包括下列措施：设立更好的体系以监测解决童工劳动及强迫

劳动问题(阿根廷、厄瓜多尔、埃及和泰国)；加强劳动监察部门的能力(加纳、

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泰国)，其中包括建立甄别职场

上性别歧视，包括暴力和骚扰的能力(哥斯达黎加)；为装备更精良的执法人员

提供经费(秘鲁)；以及设立向省一级或社区一级的社会保护服务进行移送的机

制，保护童工受害者(菲律宾和土耳其)。 

■ 23 个成员国制订了全国性的合作计划，保护工人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

作。三方成员、多边组织及民间社团之间的合作对批准或更好地实施相关的国

际劳工标准可谓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莫桑比克、

尼泊尔、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批准或更好地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

更是如此。与媒体的合作扩大了宣传的影响力，并更精准地开展提高认识的工

作，以在阿根廷和土耳其消除童工劳动，亦在危地马拉和喀麦隆保护家政工人

的权益。在乌兹别克斯坦，民间社会活动者与政府、雇主组织及工人组织联手

监察棉花业的强迫劳动情况。 

 
解决乌克兰采煤业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问题 

乌克兰的采煤业是推动经济的一大助力，但也是其中一个最危险的工业，造成大量的工

伤事故和职业疾病。 

在加拿大政府的支持下，劳工组织协助该国的三方成员制定符合现代标准的职业安全与

卫生政策、加强其在职场实施实际管理措施的能力以及推进强调职业安全、预防意外的职场

文化。根据一项实际风险评估，40 个煤矿安全专家得到培训，学习在煤矿中实施职业安全与

卫生管理制度，并采取有效而实际的措施消除或降低风险。2018 年，该国政府通过了“职业

安全与卫生系统改革概念书”及 2019-20 年的行动计划；同时通过了“采矿业改革和发展概念

书”。此举将采煤业的劳工保护制度转化成预防风险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制度。 

阅读更多内容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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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 — 增长知识、提高意识、 

对抗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的全球联盟 

联盟 8.7 提升了其为消除全球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宣介工作的力度。联合国大会一致通

过决议，宣布 2021 年为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联盟 8.7 举办地区性和全球性活动，交流经验

和良好做法。其成员已增至多达 200个伙伴组织及 15个“开拓国家”，它们都致力于加快达成可

持续发展目标 8.7的进程。自 2018年 9月以来，一个新的知识平台汇聚了大量有关童工劳动、

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的数据、证据和研究。第 20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订立了新的统计标

准，以此识别和分类从事生产性活动及童工劳动的儿童，并通过了首套用于评估强迫劳动的

准则。 

劳工组织与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妇女署合作，支持于 2017 年 9 月成立的同酬国际联盟(EPIC)

开始的运作，以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5。在妇女地位委员会(2019 年 3 月)及联合国大会

(2018 年 9 月)框架内开展了高级别活动，各个政府、私营部门、工会及民间社团都承诺将采取

实际行动，务求在 2030年之前消除性别工资差距。从 2018年 9月起，一个含有关于同工同酬

的资源材料的门户网站正式运行。劳工组织与冰岛政府合作举办了一个有关性别工资差距指

标及度量方法的全球性技术研讨会。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对 EPIC 等

机构间倡议表示欢迎，并重申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与骚扰对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目标和成效 

81. 用来衡量本成果目标下的成果进展的三个指标 — 法律与政策(指标 8.1)、制度的保护

能力(指标 8.2)及伙伴关系(指标 8.3)大致达到目标水平。在非洲达到的成果未及两年

期所订立的目标，这是因为个别国家的情况阻延了劳工组织计划的达成；在美洲所

取得的成果则高于预期，这反映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无童工区域倡议”的

持续推进亦确认了这一点[在该地区消除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图 17. 成果目标 8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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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支出 

82. 在 2018-19 年，为达成成果目标 8 的总支出为 1.064 亿美元，其中 39%来自劳工组织

的经常预算，61%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 

83. 为达成本成果目标的预算外资源的总额低于预期，主要因为本领域的新计划的批准

遭延误。另一方面，两年期间，劳工组织的旗舰计划“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国

际计划(IPEC+)”在 55个国家得以实施，获批项目数量大幅上升。 

84. 本目标的主要发展伙伴是美国政府。私营部门企业亦作出了重大贡献，受惠国政府

亦通过直接信托基金作出贡献。两年期的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资源集中用于在受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危机所影响的儿童中减少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72.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41.9 42.0 

预算外发展合作 82.1 63.7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0.7 

合计 124.0 106.4 

 
 

伙伴合作现成效：菲律宾致力于减少手工业及小规模 

采金业中的童工劳动问题，并改善其工作环境 

劳工组织获美国劳工部的支持，实施了一项致力于改善菲律宾的手工业及小规模采金业

的童工问题和恶劣的工作环境的计划。菲律宾的手工业及小规模采金业占全国大约 80%的黄

金产量，有大约 35 万人受聘于该行业，其中 18,000 人是妇女和儿童。该行业在农村社区的运

作大致未受监管。 

计划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以改善手工业及小规模采金业做法、监察其中的童工劳动、提

高对童工劳动和工作环境问题的意识。在 2019 年，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改革开始酝酿，包括

将最低工作年龄提高至 16 岁，并保护儿童免于从事高危工作。实施让儿童及其家人更容易获

得社会保护服务的措施，而该产业中的非正式协会正不断加强其对遵守劳工标准的承诺，包

括符合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并设立无水银设施。 

 

成果目标 9：公平有效的国际劳务移民和流动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 21 个成员国制定或更新了其公平劳务移民政策和法律，或颁布了有关移民工人

的融入、标准合同或不得向工人收取招聘费用的原则等具体问题的新法规。例

如莱索托的国家劳务移民政策确立了移民工人现能享有与其国民相同的法律保

护，这与劳工组织《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号)相符。2019年通

过的缅甸国际劳务移民管理全国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旨在订立一个有关零费用

政策的共同立场。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flagships/ipec-plu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flagships/ipec-plus/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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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向移民工人以及其他在海外工作的工人提供更好的保障，制订了 7 项双边

劳务协议，特别是亚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劳务协议。 

■ 5 个区域性机构修订了其关于劳务移民或流动的治理框架。例如，非洲联盟旗

下的一个为促进公平劳务移民治理及保护移民工人及其家人的权益的区域性三

方机制——非盟劳务移民咨询委员会(LMAC)投入运作。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通过了一项统一劳工法的新指令。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实现了

其国际劳务移民统计数据库与有关国际劳务移民的统计数据准则的衔接。 

■ 9 个成员国采取措施设立或加强体制机制，以监管劳务移民治理框架的实施情

况。例如越南政府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0.7.1 列入其全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清

单。在墨西哥，一个关于劳务移民及公平招聘的跨部门工作小组于 Baja 

California 设立，以协调移民工人的招聘、就业能力及劳工保护事务，并推动社

会对话。 

■ 11 个政府机构引入全新的包容性、非歧视服务，以促进移民工人和难民的体面

劳动。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技术及职业教育机构利用一套关于家政工作的新

课程培训了 13,000 名潜在移民工人。在科威特，首个家政工人会员制组织(桑迪

刚科威特家政工人协会)成立，其确保会员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及向会员提供

更优质服务的能力得以加强。 

 
促进公平招聘 — 尼泊尔打击针对移民工人的强迫和欺骗行为 

劳务移民在东道国往往遭边缘化，面对一系列障碍，难以融入劳动力市场，无法找到体

面工作。这些阻碍往往在家中开始出现，在移民走廊一开始，劳务移民就面对种种的剥削，

例如剥削性的招聘方法、对工作性质和条件的欺骗、扣留工人的护照、非法扣减工资以及与

归还招聘费用有关的债役。 

劳工组织得到瑞士发展合作署的支持，协助尼泊尔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为约旦的制衣业

工人设立公平招聘“走廊”，令移民变得更安全，让工人更有尊严。这项工作更扩展至向移

民工人提供有关招聘方法及其享有的权利的可靠信息、技能发展计划，以及通过有效媒体参

与，进行提高意识的活动。 

观看视频 – 阅读更多内容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国际移民工人统计数据为循证决策提供依据 

2018 年，劳工组织出版了《国际劳务移民全球估算报告》第二版，内容更新，并以地

区、收入群体、性别和年龄分列。报告显示劳务移民有增长趋势，在 2017 年底全球共有 1.64

亿名劳务移民，比 2016年的估算增长 9%。 

适当的统计和数据对有效治理劳务移民和保护移民工人可谓至关重要，包括通过发展与

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等全球承诺相一致的有效政策。

2018 年第 20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核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国际劳务移民统计数据的准

则》，是这一方面的一大里程碑。指引处理了缺乏国际公认的关于劳务移民的概念、定义和

度量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的统计学定义亦因而修正。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air-recruitment/WCMS_57414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sia/media-centre/articles/WCMS_63111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RDashboard/#azfoxn0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5200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areas-of-work/labour-migration/policy-frameworks/WCMS_67454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areas-of-work/labour-migration/policy-frameworks/WCMS_67454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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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成效 

85. 两年期所订立的全部关键领域及地区的目标都基本达成，领域包括政策、法律及双

边协议的制定(指标 9.1)、次区域治理框架(指标 9.2)以及落实及监测劳务移民的体制

机制(指标 9.3)。本成果目标所取得的成就较计划来得更高，尤其在阿拉伯国家和亚

洲及太平洋地区，这是因为劳工组织回应越来越多的援助要求，亦因本政策范畴在

政治和社会议程中得到较大的关注。 

图 18. 成果目标 9 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预算和支出 

86. 2018-19 年，为达成成果目标 9 的总支出为 8,050 万美元，其中 32%来自劳工组织的

经常预算，68%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 

87. 为达成本成果目标的预算外支出高于两年期的相关估算。这大抵源于劳工组织的三

方成员和发展伙伴对解决由劳务流动为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问题的支持有所增加。 

88. 为了在两年期内达成本成果目标的主要发展伙伴是欧盟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瑞

士、英国和美国政府，其他联合国实体亦作出了相对较低程度的贡献。经常预算补

充账户对达成在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的成果亦有所贡献。 

73.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28.4 25.7 

预算外发展合作 32.3 54.0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0.8 

合计 60.7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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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合作现成效：让劳务移民为东盟的公平、 

包容、稳定的增长作出最大贡献 

东盟三角形项目(TRIANGLE)是一项获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加拿大国际事务署支持的劳

工组织发展合作项目，并与东盟秘书处、东盟工会理事会、东盟雇主联合会，以及柬埔寨、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的三方成员一同合作执行。在 2011-18 年

期间，该项目助推目标国家通过了 34 项政策及立法文书，对其他成果亦有贡献。一项关于公

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行为守则获 343 家私营职业介绍所作出遵守承诺，此举使得招聘成本下

降。SaverAsia 是一个比较汇款费用，特别设置以帮助移民工人比较汇款成本的门户网站，这

个网站让他们找到最便宜的选项，更有助降低汇款费用。通过 35 个移民工人资源中心，现在

6个东盟国家中超过 13万移民工人可以获得全新、重要的服务。 

阅读更多内容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成果目标 10：强大和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体面劳动成果一览 

雇主组织和企业会员组织 

■ 40个成员国中的共 42个雇主组织和企业会员组织(EBMOs)提升了其服务、代表

及表达成员需求的机构能力。 

■ 其中 13 个成员国中的雇主组织和企业会员组织支持并执行了新的战略计划，调

整其架构以改善治理手法、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或扩充组织的成员数目。例

如，在智利、洪都拉斯、印度、赤道几内亚、斯威士兰、尼日尔、巴基斯坦、

秘鲁、乌干达以及赞比亚的组织有针对性地吸收代表性不足的企业和商会。在

2018 年 6 月通过了全新的 2018-21 年战略计划后，斯威士兰企业重新调整其提

供的服务和政策重点的优先次序，以应对该国的企业所面对的挑战。这令该组

织得以吸引较大型的企业，并使其在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6月期间，整体成员

的数目以及收入分别增长了 20%及 60%。 

■ 另外，在 12 个成员国中，雇主组织和企业会员组织设立、加强并提供服务，以

满足其现存及潜在成员的需要。例如，为回应如何搜寻并聘请人才这个经常性

挑战，斯里兰卡的锡兰雇主联合会设立了一个职业介绍门户网站，通过数字科

技将求职者的技能和企业的需要匹配起来。自2018年 10月门户网站推出以来，

联合会已经向旗下成员企业成功配对并分享了超过 80 份求职者的简历，并介绍

了 25 名学生到那些企业中实习。 

■ 最后，17 个成员国中的 EBMOs 提升了其分析营商环境、在政策问题扮演领导

角色，并根据企业所需去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例如，安提瓜和巴布达雇主联

合会根据一项在 2018年 4月至 6月面向 71家企业开展的关于商界及管理界女性

地位的调查，通过了一项宣传战略。2018 年 8 月，战略促使联合会以及社会变

革、人力资源发展、青年及社会性别部签署了《女性参与商业和管理的承诺声

https://www.ilo.org/asia/projects/WCMS_718233/lang--en/index.htm
https://www.saverasia.com/
https://www.ilo.org/asia/projects/WCMS_62915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emp/news/WCMS_71471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RDashboard/#azfox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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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由此为雇主和政府间的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营造一个性别

平等、女性赋权及非歧视的有利环境。 

 
转变组织结构以支持缅甸企业 

2019年，缅甸联邦商业和工业总联合会得到劳工组织的支持，得以改革其由 7名专业律师

和劳工问题专家所组成的“雇主组织部”。该部负责进行以实证为依据的宣传项目，以在制

定劳工法和提供就业服务方面确定雇主的观点。另外，该部亦向企业成员提供服务，包括资

讯热线、咨询服务台、遇劳工纠纷时进行实地访问，包含 30 多个主题的培训计划、劳工审计

及职业安全与卫生服务。 

阅读更多内容 – 转到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 

  
 

企业及其代表性组织的未来 

不论规模、产业或地点，企业都要能够面临许多的挑战 — 科技创新、全球经济一体化、

人口结构转变及代际转移、气候变化及可持续性以及全球技术工人的短缺。由劳工组织及国

际雇主组织于 2019 年 3 月共同发布的《变化商业模式与雇主组织和企业成员组织的机遇》报

告对这些趋势有分析。 

报告的调查结果是基于案例分析、研究以及一项与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一起

对 15 个国家中 500 家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报告指出有必要发展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预测未来问

题、趋势和情况的能力。报告亦包含对 EBMOs 的建议，以解决这些挑战并利用潜在的未来工

作机遇。 

 工人组织 

■ 37 个成员国中的工人组织在不同层面提升了他们的能力。特别在为非正规经济

中的工人、家政工人及移民工人组织提供以及扩大服务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在这方面的成果包括以下例子： 

– 在哥伦比亚、加纳、约旦、秘鲁吸收新会员及组建工会； 

– 在阿根廷、约旦、马拉维、塞拉利昂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扩大了集体谈

判的覆盖范围； 

– 在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蒙古提供新服务； 

– 赞比亚工会大会成立了赞比亚劳工发展与研究所； 

– 印度尼西亚创立工会网络以宣传棕榈油业工人的权益； 

–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就运输业工人自由运营的法律权益提供咨询；以及 

– 在 2018 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设立了第二所移民资源中心，向国内潜在

移民提供信息及辅导服务。 

https://www.ilo.org/actemp/news/WCMS_71471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RDashboard/#azfoxn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795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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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5 个成员国中，工人组织在各个层面影响了政策议程。例子包括： 

– 在智利、格鲁吉亚、印度及津巴布韦进行了劳工法改革； 

–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订立了工资法； 

– 埃塞俄比亚通过了一项三方路线图，以在 2020 年前制定历史上首个最低工

资标准；以及 

– 巴基斯坦通过了关于非正规经济的政策，而格鲁吉亚则制定了保障职业安

全与卫生的新法律。 

■ 在 18 个成员国中的工人组织利用劳工标准来促进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社会正

义。如厄瓜多尔、黎巴嫩、巴拉圭、秘鲁、俄罗斯联邦、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等

国的工人组织向劳工组织的监督机构所提出的意见与该领域的发展进程息息相

关。喀麦隆成立了一个工会委员会以落实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建议。 

 
在约旦吸引新会员，改善为工人而设的服务 

通过 2019 年 3 月成立的家政工人工会、续签的超过 59 个企业集体协议与劳工部签署的一

份谅解备忘录，加上劳工组织的支持，约旦工会总联合会在该国增加了会员人数，并改善了

向约旦工人所提供的服务。 

超过 300名家政工人参加了家政工人工会大会，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并选出了领导人。在

印刷业、食品业、服务业、银行业、建筑业及电子业所商定的企业集体协议令 14.6 万名工人

受惠。根据劳工部的数据，2018 年共订立了 58 项协议，由此改善了大约 4 万名工人的生活和

工作条件。 

  
 

劳动世界未来与工会的角色 

工会面临着劳动世界的剧烈转变所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在于其是否有能力吸

引、融入与代表多元化的工人队伍，以及与其他有着类似目标的组织接触和结盟。劳工组织

加大力度支持工人组织，包括通过地区性能力建设举措，2018 年与都灵中心合作举办的全球

工人研讨班，以及 2019年 10月举行的国际工人研讨会等。劳工组织出版了有关工会未来的特

别报告，而《国际劳工研究期刊》更花了一整期的篇幅专门探讨此议题。 

 
目标和成效 

89. 与EBMOs相关的成果达到两年期所订立的目标，包括提升了分析商业环境及影响政

策制定的能力的组织数目(指标 10.3)；而有关优化组织结构、治理及管理手法(指标

10.1)则超越了订立的目标；服务提供(指标 10.2)方面的进度则稍逊于目标，因为这

要确保 EBMOs 不仅要有能力提供服务，也要有能力来长期维持这些服务。 

https://www.ilo.org/actrav/fow/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rav/fow/WCMS_72173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11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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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成果目标 10(雇主组织)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90. 关于工人组织的成果在以下方面超越了两年期所设的目标，即提升组织力量(指标

10.4)及政策影响(指标 10.5)。另一方面，在非洲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利用国际劳工

标准促进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及社会正义的进程则低于目标。部分国家延迟实施劳

工组织计划，这主要由于工会面对内部及外部的挑战，包括政治及安全形势、无效

的社会对话过程以及国家一级的工人组织不团结。 

图 20. 成果目标 10(工人组织)下的目标和成果，按指标和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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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支出 

91. 2018-19年花费在达成成果目标 10上的总支出为 7,44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劳工组织

的经常预算(90%)。 

92. 为达成本成果目标而提供给劳工局的预算外资源较两年期的计划与预算中所预估数

要少，影响到两年期所订立的目标达成的进程。 

93. 本两年期的主要发展伙伴是欧盟。另外，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支持了在太平洋群岛和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推出的两年期新计划。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66.9 66.8 

预算外发展合作 8.9 6.1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定义 1.5 

合计 75.8 74.4 

 
 

伙伴合作现成效：性别平等，企业受惠 

“双赢：性别平等，企业受惠”是一个获欧盟出资，由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妇女署在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共同实施的计划。这项在 2018 年推出的计划通过推动组织性变革，将性

别平等视为有竞争力的企业表现必不可缺的一环，促进女性的经济赋权。“双赢”计划与在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和乌拉圭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合作。 

本计划有助于劳工组织在全球开展工作宣传妇女担任企业领导角色的必要性。以在商业

与管理中的女性(WIBM)计划和工作中的妇女倡议为基础，劳工组织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

作在 2019年 5月出版了《在商业与管理中的女性：推动商业变革》。报告采用了在全球 70个

国家的 1.3万家企业所进行的全球企业调查结果，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伙伴合作现成效：农村地区工会在冲突后的哥伦比亚的角色 

劳工组织获挪威政府的支持，于 2018 年启动了一项计划，通过工人组织参与农村发展，

助推哥伦比亚的和平建设事业，重点是推进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及性别平等。计划的目的

在于增强工会在农村产业中的代表性、组织能力和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其在当地社

会对话进程的参与程度。 

 

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 

94. 《2018-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有 4 个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其中 3 个因素 — “国

际劳工标准”、“社会对话”、“性别平等及非歧视”均有着清晰的宪制和体制基

础，与劳工组织的创始使命固有的问题相关。第 4个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 — “向环

境可持续公平转型”反映出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劳动世界的重大转型因素之一，影

响着《体面劳动议程》的 4 个主要目标。 

https://www.ilo.org/actemp/news/WCMS_645577/lang--en/index.htm
https://ilo.org/infostories/Stories/Employment/beyond-the-glass-ceiling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00953/lang--en/index.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azJZsSw6ts&feature=youtu.be
https://www.ilo.org/lima/programas-y-proyectos/WCMS_618842/lang--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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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这 4 个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和每一个政策成果目标都相关，并指引着相关战略的设

计和实施。因此，在两年期内达成的体面劳动成果有助于推进 4 个驱动因素，尽管

方法不一，程度也不同。体面劳动成果对每个驱动因素的贡献在实施中都受到监测，

并按照四个等级进行评估  2，这个评估等级是根据联合国系统商定的性别平等指标

参数所发展而成的。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根据体面劳动成果的指标进行的。  3 

96. 整体而言，90%的成果代表着最少1个驱动因素得到重大推动或直接得到推动；略超

过四分之一(26%)的成果主要集中同时推动或侧重于国际劳工标准、社会对话、性别

平等及非歧视方面取得进展。相较2016-17年，这表明对所有跨领域政策因素所报告

的贡献有着重大的进展。 

国际劳工标准 

97.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着力加强国际劳工标准及相关规范性工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地位。在 2018-19 年，全部政策成果目标中取得的 60%成果对推动本跨领域

政策驱动因素作出了重大贡献，或直接将本因素设定为主要目标。与国际劳工标准

(100%)、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85%)、劳务移民及流动(84%)相关的成果目标下，这

个比率较高。 

图 21. 国际劳工标准：按指标分列的体面劳动成果分布情况 

 

社会对话 

98. 经 2016 年《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重申，社会对话是劳工组织的权责，

以及国家一级为通过体面劳动而实现社会正义所采取的步骤的基石。在2018-19年两

 

2 0 – 没有对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作出贡献的期望； 1 – 期望会对驱动因素带来有限的贡献； 2A – 期望

会对驱动因素带来重大的贡献； 2B – 驱动因素是主要目标。 

3 详阅“体面劳动成果面板”。 

主要目标
16%

重大贡献
45%

有限贡献
39%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previous-sessions/105/texts-adopted/WCMS_499401/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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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劳工组织通过全部成果目标来促进社会对话，主要通过给三方成员政策建

议以及通过技术援助来加强社会对话主体的能力，包括工人组织、雇主组织以及企

业会员组织的能力，让其更有效地参与到社会对话机制中。 

99. 整体而言，在两年期内达成的 64%的成果对推动社会对话有着重大贡献，或直接推

动了本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在与安全工作和工作场所合规，包括在全球供应链中

(75%)、国际劳工标准以及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分别为 70%)相关的成果目标中比率

较高。这个模式体现了三方成员的投入以及在推动批准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以及正

规化和工作场所合规的过程中持续的社会对话的重要性。 

图 22. 社会对话：按指标分列的体面劳动成果分布情况 

 

性别平等和非歧视 

100. 劳工组织在两年期中有关性别平等及非歧视的工作主要在于国家及地区一级开发及

传播新的研究成果。性别工资差异亦是劳工组织《2018-19 年全球工资报告》的重点。

其他为推动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而开展的工作包括与平等对待处于不利和弱势地位的

人口相关的劳工组织公约批准运动，以及增强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能力，包括通

过劳工组织的全球商业和残疾人网络所达成。另外，劳工组织提供国家一级的所有

成果目标的政策及规范性建议，包括通过发展合作计划。 

101. 整体而言，在两年期内达成的 53%的成果对推动本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有着重大贡

献，或直接推动了本驱动因素。与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农村经济中的体面劳动、

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劳务移民和流动这几项成果目标相关的重大成果超过了平均

值。这意味着较多的成果为在最脆弱的情况下工作的工人争取性别平等和非歧视作

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目标
7%

重大贡献
57%

有限贡献
36%

:%20%20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features/WCMS_650551/lang--en/index.htm
http://www.businessanddisability.org/


GB.338/PFA/1 

 

GB338-PFA_1_[PROGR-191219-1]-Ch.docx  49 

图 23. 性别平等和非歧视：按指标分列的体面劳动成果分布情况 

 

 
为性别平等及女性赋权而推动变革型议程 

在“工作中的妇女倡议”框架下，劳工组织出版了 3份关键报告，对劳动世界中持续存在

的限制女性机会的结构性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为了推动性别平等而实施的变革型议程提

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 《面向未来体面劳动的照护工作和照护岗位》(2018年)； 

■ 《工作中的妇女倡议：争取平等》(2018 年，向国际劳工大会第 107 届会议提交的局长报

告)；以及 

■ 《实现性别平等的飞跃：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劳动世界未来》(2019年)。 

包含在这些文件中的政策提议会组成劳工组织在这个领域中的战略基础，并将会包括在

《2020-21两年期计划和预算》。 

 

向环境可持续公平转型 

102. 气候和环境变化是导致劳动世界转变的关键驱动因素。因此，在经济、社会及环境

层面向可持续的劳动世界未来公平转型这个领域，在劳工组织2018-19的工作中越加

得到重视。在两年期间，劳工局加大力度，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扩充相关知

识基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包括 — 《在气温上升的地球中工作：热应激对劳动生产

力和体面劳动的影响》和《造就绿色未来的技能》等。 

103. 2018-19 年中达成的成果显示，将向环境可持续公平转型融入到劳工组织工作的政策

领域方面取得了有限但令人鼓舞的进展。其中 7%的成果对推动本驱动因素有着重大

贡献，或直接推动了本驱动因素。另外 32%的成果对推动本因素作出了有限的贡献。

在与可持续企业、更多、更好的工作、农村经济相关的成果目标方面取得更重大的

进展，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对这些政策领域及其行动主体造成更重大的影响。 

主要目标
5%

重大贡献
48%

有限贡献
47%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3313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previous-sessions/107/reports/reports-to-the-conference/WCMS_63012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7483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119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119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kills/projects/WCMS_70692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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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向环境可持续公平转型：按指标分列的体面劳动成果分布情况 

 

 
沼气如何协助埃及创造职业并推动可持续农业 

根据《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绿色就业》报告中指出，利用对环境可持续的做法

可以在全球创造最多 2,400万个新的绿色岗位。在两年期间，劳工组织向三方成员提供支持，

并与政府和学术界的关键利益攸关方建立联盟，以发展全国能力，在各个产业中推动绿色就

业和绿色企业。在埃及推动利用沼气作为就业和可持续农业的来源的干预措施，正是这一类

干预措施对当地发展、体面劳动和环境所带来的有利影响的一个例证。 

观看视频 

 

保障性成果目标 

104. 2018-19 两年间，计划和预算中界定的三项保障性成果目标促进了劳工组织根据其章

程、条例和程序高效并有效地运作。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有助于实现前几节所述

的十项政策成果目标和体面劳动成果。 

105. 在这些成果目标所涵盖的工作领域取得的结果大多符合目标，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 

■ 及时推出符合高质量标准的劳工组织知识产品； 

■ 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改进劳动力市场统计和信息系统，方便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进行报告； 

■ 基于劳工组织的宣传工作，将体面劳动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全球承诺； 

■ 劳工组织治理和政策制定机构的有效运作； 

■ 监督、问责和风险管理的质量； 

主要目标
1%

重大贡献
6%

有限贡献
32%

无贡献
61%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2865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multimedia/video/video-news-releases/WCMS_62928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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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策中使用独立评估的结果和建议；以及 

■ 支持服务、国家规划、资源调动、人才开发和设施管理的效率和效力。 

106. 附录 II和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按成果目标和指标列出了所取得成果的详细信息。 

成果目标 A：促进体面劳动的有效知识管理 

107. 在与劳动世界、劳动世界的未来和体面劳动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劳工组织

巩固了其在相关知识和统计领域的领导地位。劳工局制作并传播了这些领域的权威

研究和统计数据；参与旨在促进体面劳动的全球、区域和国家伙伴关系；并为此加

紧努力加强机构能力建设。 

研究和知识 

108. 两个优先领域 — 劳动世界的未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 在本两年期推动了劳工组织

的研究议程，因为它们对本组织的总体任务和方向至关重要。作为对劳动世界的未

来全球委员会工作的投入，编写了若干研究文件。对经济增长、体面劳动和环境完

整性之间的动态相互联系进行的研究，对于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而立刻行

动起来》报告中详细分析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取得的进展也至关重要。 

109. 劳工组织开展了相关、有力且及时的研究，突出劳动世界的趋势并分析前沿问题，

以通过全球旗舰报告、政策简报和知识平台指导其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世界就业

和社会展望》(2018 年趋势、2018 年妇女趋势、2019 年趋势和绿色就业)，以及侧重

于性别薪酬差距的《2018/19 年全球工资报告》。 

110. 在区域一级，一些主要出版物包括《2018 年亚太就业和社会展望》，一份题为《非

洲工资》的实质性报告，以及一份题为《阿拉伯区域童工问题》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报告。亦继续出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劳工概览》年刊，2018年出版了该刊第 25版。 

111. 所有旗舰报告和主要报告均按照国际公认的出版标准(包括同行评审)按时编写。这

些产品，特别是那些与劳动世界的未来有关的产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受到

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在包括联合国大会、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论坛和多国组织中被提及。 

112. 在“规范体面劳动”(日内瓦，2019 年)和“国际劳动和就业关系协会”(首尔，2018

年)等会议的框架内，还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了若干合作。这种合作对于提高劳工组织

学术期刊《国际劳工评论》的影响力以及增加以体面劳动为主题的同行评审书籍和

期刊文章的产量也至关重要。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1268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1268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ublications/WCMS_679534/lang--zh/index.htm
https://www.ilo.org/asia/publications/apeso/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WCMS_72836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frica/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WCMS_72836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mericas/publicaciones/panorama-laboral/lang--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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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113. 在本两年期内，劳工组织通过发展三方成员和国家统计局的能力，包括通过与都灵

中心合作开设针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的培训课程以及针对劳动力市场统计与分析

的培训学院，加强了这一领域的工作。劳工组织还与联合国统计司和联合国人口基

金(人口基金)协调，开发了针对劳动力调查的资源工具箱，并编制了《关于在人口

普查中衡量经济特征的快速指南》。 

114. 劳工组织扩大、重新设计并整合了 ILOSTAT 网站和数据库，该数据库现有 7,400 万

个数据值，比 2016-17 年的 3,000 万个数据值增加了近 150%，其中包括关于受劳工

组织监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劳动力市场指标的新数据集。劳工组织将其微观数据收

集统一在一个中央统计资料库中，以确保用以支持劳工组织技术和分析工作的数据

(包括体面劳动相关问题的全球和区域估数)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115. 第二十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2018 年 10 月，日内瓦)通过了关于工作关系统计、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关于劳工权利的指标 8.8.2 和关于青年就业政策的指标 8.b.1)方

法论以及童工问题统计的关键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际劳务移民统计、强迫劳

动计量、资格和技能不匹配计量以及合作社统计的指导原则。 

116. 在国家一级，劳工组织帮助 20 个成员国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统计工作，支持 32 个国

家收集和报告与体面劳动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信息。 

宣  传 

117. 劳工组织在宣传方面所作的努力有助于确认劳工组织作为劳动世界知识领导者的地

位。这包括规划、编写和推广关于两年期内发布的报告和数据(包括主要旗舰报告)

的宣传材料。 

118. 劳工组织百年庆典为了将劳工组织带给更广泛的受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2019

年实施的“ILO100”宣传战略宣布采用统一视觉标识，并在世界各地传递了一套核

心信息，提高了对劳工组织权责、工作和成果的认识。该战略包括一场宣传运动、

24 小时全球巡演、视频项目以及开发“ILO100”信息网站，该网站充分利用新的网

络技术，制作出一个贯穿劳工组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沉浸式多媒体旅程，优于劳

工组织其他所有宣传网页内容。 

119. 总的来说，劳工组织新闻编辑室 2018 年的浏览量超过 110 万次，2019 年将近 140 万

次。劳工组织公共网站上关于报告和数据的新闻稿在这两年均是浏览量最大的项目。

在新闻媒体报道方面，劳工组织在新闻稿和新闻报道 2018年共计超过 16万篇，2019

年共计超过 19 万篇。劳工组织“当前工作”博客的浏览量从 2018 年至 2019 年增加

了 24%，该博客定期刊登劳工组织的研究和数据。视频浏览量增加了 61%。

“ILO100”网站在 2019年吸引了超过 34 万名访客。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496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4969.pdf
https://ilostat.ilo.org/resources/methods/icls/icls-documents/
https://ilostat.ilo.org/resources/methods/icls/icls-documents/#icls20
https://ilobl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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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120. 除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述的与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多边组织的全球伙伴关系外，劳工组

织还更多地参与了与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辩

论。2019 年 5 月，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核可了由劳工组织领导的工作组

拟订的关于劳动世界未来的联合国全系统战略，呼吁联合国各实体推进这一战略，

并授权劳工组织带头努力促进将该战略转化为国家一级的指导和行动。 

121. 劳工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一道牵头制订了《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

该战略得到行政首长理事会核可，并由联合国秘书长于 2019 年 6 月启动。这一战略

包括围绕残疾包容问题制订的若干政策措施和一套问责框架，以及评估在联合国内

所取得的进展和在这一领域加快根本性变革的基准。 

122. 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于

2018 年启动了“全球移民技能伙伴关系”计划，以支持各国在发展并承认移民工人

的技能方面所作的努力，并重点关注妇女和青年。 

123. 2018年，劳工组织与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签署了一项伙伴关系协议，

旨在以《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多国企业宣言》)为框架，

在奥运会合作伙伴中促进可持续性并推进对社会负责的劳动实践。 

124.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仍是一种重要的合作模式。2018-19 年间，劳工组织成员国和南

半球的许多三方成员通过参与 BAPA +40 联合国高级别会议，重申了对这一模式的

承诺。劳工组织三方成员还在以下方面支持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i) 拉美和加勒比

无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区域倡议，包括通过巴西和西班牙政府的资助；(ii) 由中国政

府资助的东盟地区照护经济技能培训项目；以及 (iii) 由印度和中国政府资助的联合

国加勒比气候变化与和平及发展联合方案拟订机制。 

促进体面劳动的机构能力 

125. 2018-19 年，劳工组织各司局都实施了具体举措，以三方成员为重点，开展旨在促进

体面劳动的机构能力建设。2019 年 3 月，劳工组织理事会批准了劳工组织全系统机

构能力发展战略，为拟订《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提供了依据。该战略承认了

都灵中心在开展能力建设以及开发和测试新方法方面的核心作用。 

126. 两年期内，都灵中心引进了新的远程学习产品，大大增加了课程参与人数，有

22,000 多人接受了面对面培训，23,000 多人参加了远程学习活动(44%为女性，40%

来自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组织)。都灵中心三分之二的培训活动是与劳工组织各司局和

外地办事处合作设计和开展的，集体培训活动的 90%以上都与劳工组织计划和预算

的十项政策成果目标和三项保障性成果目标存在有主题关联性。 

https://www.unsystem.org/CEBPublicFiles/CEB-2019-4-HLCP37.pdf
https://www.ilo.org/skills/pubs/WCMS_65399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9898.pdf
https://www.southsouthpoint.net/2019/10/31/south-south-and-triangular-cooperation-report-for-the-biennium-2018-19/
https://www.unsouthsouth.org/bapa40/
http://www.iniciativa2025alc.org/sites/default/files/briefing-note-RI_EN.pdf
http://www.iniciativa2025alc.org/sites/default/files/briefing-note-RI_EN.pdf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67340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67340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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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都灵中心还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质量。参与者的满意度有所提高，在 5 分制评分中平

均打分 4.49 分。培训活动结束时进行的知识评测显示，83%的参与者在培训期间获

得了新的适用知识。受中心委托进行的 2018 年和 2019 年培训外部评估显示，超过

70%的前参与者在培训后应用了他们新获得的知识。 

 
培训后会怎样呢？都灵中心开设的劳务移民课程的效果 

2019 年对都灵中心培训活动的外部评价审查了其劳务移民领域的课程。该评价以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包括通过对前参与者的线上调查)来评估学习效果。在总共 108 名调查答复

者中，103人表示应用培训内容对机构能力或其所在国产生了具体影响。除其他外，受访者着

重指出了以下影响，包括：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塞拉利昂批准了劳工组织公约；搭建了一

个非洲区域范围的移民联盟网络；与东盟委员会建立了一套社会伙伴协商机制；以及埃塞俄

比亚和目的地国之间签订了若干双边劳务移民协议。 

资料来源：全球移民政策协会，2019 年。对劳工组织都灵国际培训中心 2017 年初至 2018 年中在劳务

移民领域的培训和学习活动进行的独立外部评估(日内瓦)。 

 

成果目标 B：国际劳工组织的有效和高效治理 

128. 劳工组织两年期的工作重点是确保三方成员最充分地参与决策和确定优先事项的过

程。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201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

从而做出了战略决策。劳工组织还向治理机关和会议提供了有效支持，保持了对资

源使用的有效监督，并加强了其问责机制。 

治理机关 

129. 劳工组织继续成功实施“治理倡议”，重点是加强区域会议的作用和运行、落实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以及提高效率。 

130. 两年期内，对《区域会议规则》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并在美洲和非洲成功举行了两

次会议。旨在落实 2016 年决议的工作计划中设定的所有工作要点几乎都按计划完成。

修订了2020-21年成果框架，通过了新的评估政策和战略，以及劳工组织全系统机构

能力的发展战略。劳工统计数据库得以改进，伙伴关系战略成功予以实施，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有关的专项问题联盟的运作证明了这一点。 

131. 通过缩减劳工大会和理事会的会议形式提高了效率。这使会议更加透明和快捷，简

报会和闭会期间磋商数量的增加也是部分原因。 

132. 效率的提高还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的增加。劳工局改善了从网上获取文件的

途径，并扩大了“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应用程序”(ILO Events App) 的使用范围。理事

会的所有会前官方文件都仅以电子方式发布，其中约 80%在规定期限内发布。两年

期内处理文字的总量保持稳定，约为 2,400 万字。 

https://www.itcilo.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Final%20Evaluation%20Report%20ITCILO%20Migration%20Activities%202017-18%20GMPA%20CLEAR%205Aug19_1.pdf
https://www.itcilo.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Final%20Evaluation%20Report%20ITCILO%20Migration%20Activities%202017-18%20GMPA%20CLEAR%205Aug19_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previous-sessions/105/texts-adopted/WCMS_499401/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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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大会的工作方法和运行在两年期内得以不断改进。劳工局应用了

一个向大会提交修正案新的数字系统，并在理事会采取了时间管理措施。国际劳工

大会全会取得的进展包括 2018 年节约了 9.3%的时间，2019 年节时 7.7%。2018 年 3

月和 11月的理事会会议需额外加时 20%以上才能完成。2019年 3月，会议所需加时

减少至 2%，而到了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的会议，理事会在较预期时间低 2%的时间

内完成了工作。 

134. 为了确保治理机关的有效运行，为制订和通过经修订的《区域会议规则》以及新的

《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和《专家会议议事规则》等提供了积极法律咨询和支持。 

监督和风险管理 

135. 劳工组织的监督机制在两年期内得到进一步完善。主要成果包括：发布了符合联合

国系统最佳做法的《内部控制声明》；修订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并更新了劳工组织

的风险登记册；以及发布了一项新的劳工局道德操守指令和一项关于举报不当行为

和防止报复的劳工局指令。从外聘审计员收到的未经修改的审计意见确认两年期内

编制的两套合并财务报表完全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与财务报表一起提交

给成员国。 

136. 需要进一步努力加快编制行动计划，以便对审计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审计建议自公

布之日起已超过四个月。然而，约有 75%的建议以及时得到落实。一般而言，只有

3%的建议因预算原因而推迟实施。 

137.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在所有这些领域提供咨询意见，监督进展情况，并每年向理事

会提交其报告。 

138. 2018 年 5 月修订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并启动了更新风险登记册的工作，所有司局

都审查并完成了风险登记。为支持这一进程，劳工组织针对总部和外地的职员制定

和实施了培训计划，旨在进一步提高组织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评  估 

139. 两年期内实施的新评估战略以 2018 年 3 月通过的变革性评估政策为基础。新的政策

方向要求引入指导方针、核对表和方法，使评价更契合劳工组织的核心权责，即国

际劳工标准以及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同时也体现劳工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性别、残疾和其他形式歧视等交叉问题的贡献。 

140. 对治理层面评估的使用进一步增加，管理层对其 80%以上的建议作出了全部或部分

回应。项目评估建议的后续落实率为 81%，略低于为两年期设定的 85%的目标。部

分原因是由于引入新的自动化管理反应系统，对拟议的后续行动进行了更为严格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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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评估报告继续保持高质量。外部专家进行的事后质量评估显示，总体而言，2018 年

编写的评估报告有 97%属于“满意”类别，而 2015 年为 86%。 

142. 劳工组织评估咨询委员会举行了九次讨论。委员会围绕着五项高级别评估的建议的

后续行动提供了大量投入，批准了三项高级别评估的工作计划，并核可了两项高级

别评估的最终进展报告。 

 
评估对问责制和组织学习的重要性 

劳工组织在实施其 2018-21 年基于成果的评估战略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8-19 年度

评估报告》按成果、里程碑和目标详细介绍了该战略的实施情况。报告显示按计划完成的独

立评估数量有所增加，反映出劳工组织对评估管理的内部能力有所提高。对问责制和组织学

习至关重要的评估质量也在继续提高。为了加强对评估的战略性使用并减少评估疲劳，新的

评估政策建议，一旦共同成果框架到位就对评估加以聚类。聚类评估可更全面地分析在国家

和产业的多样性背景下实施的类似项目的共性和差异。这样可提高效率。劳工局将与发展伙

伴进行战略讨论，以便在 2020-21年组织开展更多的聚类评估。 

 

成果目标 C：高效的支持服务和

国际劳工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 

143. 劳工组织继续改进其行政管理程序和成果管理制系统，以便更有效且高效地利用委

托给其的资源。 

业务改善和透明度 

144. 劳工组织继续在服务提供模式上进行创新，提高了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的效率和响

应能力。本两年期以精简业务为工作重点，从而为确保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有效运

作提供必要支持。 

 
利用资源促进创新、问题解决和团队发展 

劳工组织正发展其内部能力和专门知识，通过注重创新、战略性问题解决和团队发展，

帮助职员和管理者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对劳工组织背景有深入了解的内

部专门团队已开始替代外部顾问的角色，并提供创新投入所需的援助。它支持管理者和职员

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可行的项目，使用共创方法为管理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推进团队发展。 

两年期内，该团队与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标准司和信息及技术管理司合作，重新设计了

内部程序以支持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和结社自由委员会的有效运行。这些举措带来

的改进包括： 

■ 新的电子工作流程，该流程减少了多余的步骤和任务，促进了委员会成员间的信息共

享； 

■ 提高了技术操作性，方便文件起草； 

■ 通过工作流程跟踪文件进度的汇总表；以及 

■ 新的电子文档分类和存储系统。 

 

http://www.ilo.ch/eval/WCMS_723173/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ch/eval/WCMS_723173/lang--en/index.htm


GB.338/PFA/1 

 

GB338-PFA_1_[PROGR-191219-1]-Ch.docx  57 

145. 2019 年，劳工局向所有办事处推出了自己的全球企业管理系统(即 IRIS)。该系统现

已在全球的 79 个劳工组织工作地点投入使用。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还使劳工组织官

员能够获得更多的技术和财务信息，以支持决策、成果管理制和业已改进的招聘系

统。这些是劳工组织提高其财务和成果数据透明度之路的一部分，且包括：(i) 应用

联合国制定的数据标准；(ii) 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与经合组织官方发展援助财务数据

报告保持一致；以及(iii) 与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组织进行合作。 

战略规划和成果管理制 

146. 劳工组织改进了基于成果的工作规划方法和工具，并加强了对内和对外报告工作。

还就促进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参与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包括通过制

定新一代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提供了临时指导。 

 
将体面劳动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劳工组织积极参与旨在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制定新指导方针的机构间进

程，该指导方针于 2019 年下半年推出。在两年期内制订或修订的大多数联合国计划纳入了促

进体面劳动机会、增加获得社会保护的机会以及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等内容。例如

下列计划： 

■ 《2017-20年黎巴嫩危机应对计划》的 2019年更新版； 

■ 《2018–22年巴基斯坦合作框架》； 

■ 《2019–23年菲律宾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框架》； 

■ 《2019–23年贝宁、莱索托、毛里求斯和多哥合作框架》；以及 

■ 《2019–22年智利合作框架》。 

 
147. 两年期内批准了 31 项新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这使得到 2019 年底，共有 56 项体面

劳动国别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另有 36 项处于编制阶段，包括与三方成员协商。内部

质量管理机制表明，上述所有计划都符合国家发展重点和合作框架，旨在通过全面

推进《体面劳动议程》的四大战略目标，为实现《2030 年议程》作出重大贡献。 

https://undg.org/document/data-standards-for-united-nations-system-wide-reporting-of-financial-data/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
https://iatistandard.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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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年新批准的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截至 2019 年底正在推行的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总数 

截至 2019 年底处于编制 

阶段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非洲 12 22 20 

美洲 1 3 2 

阿拉伯国家 5 6 – 

亚太 9 16 12 

欧洲和中亚 4 9 2 

总计 31 56 36 

发展合作 

148. 为提高对劳工组织计划的自愿捐款水平，已作出重大努力，特别是在落实 2018 年国

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开展有效发展合作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决议》方面。理事会还重申，发展合作是劳工组织向三方成员提供的整体服务的一

个组成部分，并呼吁劳工组织确保发展合作符合改革后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目标，同

时保持其作为三方专门机构的独特地位。 

149. 两年期新批准的自愿捐款超过 7.91亿美元。排名前 20的捐助方的自愿捐款继续占到

总额的 97%以上。与数个捐助国的伙伴关系得到深化，捐助基础的多样化略有拓展。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仍是专业知识和资源的重要来源。新兴伙伴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劳工组织的专项计划，包括针对童工问题、技能开发和气候变化对体面劳动影响的

专项计划。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previous-sessions/107/reports/texts-adopted/WCMS_63324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previous-sessions/107/reports/texts-adopted/WCMS_63324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646336/lang--en/index.htm
https://reform.un.org/content/development-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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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为体面劳动调集的资源 

与 2016-17 年相比，2018-19 年调集的自愿捐款额增加了将近 30%。此外，从八个经常预算

补充账户捐助方收到的未指定用途的自愿捐款总额超过 2,700万美元。 

与 2016-17 年相比，在收到的捐款总额中来自多双边伙伴(捐助国政府)的捐助大幅增加，

其中德国、荷兰和联合王国政府提供了大量捐款。来自公私伙伴关系和联合国的捐款份额保

持相对稳定，而国际金融机构、国内信托基金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捐款份额略有下降。欧盟

委员会仍是劳工组织最重要的发展伙伴之一。 

 

就区域分布而言，为非洲、欧洲和中亚以及阿拉伯国家调集的资源份额保持稳定；对亚

太和美洲的批款略有减少。用以支持全球项目的批款有所增加，反映出合作伙伴对大型计划

的兴趣，这些计划往往覆盖多个区域，并在国家一级取得体面劳动成果。 

 

从主题看，捐款主要针对就业密集型投资、劳务移民、全球供应链和技能开发等领域。

一些项目特别注重通过提供就业、保护和教育，以及打击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现象来改善难

民和收容社区的前景，如荷兰政府支持的“前景项目”。 

 

欧盟和其他

政府间组织
14%

公私伙伴

关系
4% 联合国

7%

国内资金
4%

国际金融

机构
1%

多双边
70%

非洲
23%

美洲
4%

阿拉伯国家
11%

亚太
20%

欧洲和中亚
8%

全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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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向经常预算补充账户划拨的未指定用途的自愿捐款仍非常宝贵，这使劳工局能够灵

活且及时地分配这项资金。2018-19 年，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继续将重点放在低收入国

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项资金用以支持： 

■ 在国家一级达成体面劳动成果，重点是加强劳工组织标准制订职能、体面劳动

国别计划和技术援助之间的良性循环(例如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乌克兰)； 

■ 加强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在更宏大的联合国进程中的作用，以便更好地推动并指

导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例如在加勒比、太平洋岛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和越南)；以及 

■ 加强劳工组织对新出现的脆弱问题和局势的应对能力(例如在埃塞俄比亚、伊拉

克、秘鲁、萨赫勒和南美洲 — 重点关注委内瑞拉移民危机)。 

人力资源开发 

151. 在《2018-21 年人力资源战略》框架内，劳工组织继续加强绩效管理，促进员工发展，

并培养领导能力。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改进预期产出定义和绩效考核制度的新举措，

旨在强化2016-17年实现的高质量、及时性和业绩管理框架合规性的努力因而得以保

持并进一步推进。2019 年实施的其他措施包括：引入了一套针对外地办事处经常预

算职位上的本国专业干事和一般事务人员的新通用职务说明。这帮助劳工局更敏捷

地运作，同时为职员提供了更广泛的职业发展机会。修订了外地办事处负责人的职

务说明，以确保其对联合国改革需求的响应能力。 

152. 2018年 4月，“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机会 (ILO Jobs)”电子招聘工具向全球推出。自上

线以来，该平台已有 150 多万名访客和 10 万名注册用户。这增加了劳工组织的影响

范围，而后者是确保候选人多样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劳工组织开始与

ImpactPool 等相关线上招聘平台合作。新 ILO Jobs 平台中配置的报告和跟踪工具可

用于监测在劳工组织员工队伍中实现性别平衡和改善地域分布方面取得的进展。 

153.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为职员和领导力发展活动进行投资，其中约 660 万美元用于集

中管理的活动，另外还有 370 万美元用于由各司局和外地办事处管理的活动。更广

泛的电子学习课程为在全球开展上岗培训、语言培训和治理培训提供了机会，与此

同时，领英学习图书馆为世界各地的劳工组织职员提供了即时在职视频课程，以提

高其工作效率。 

154. 2018 年 3 月，总干事在全劳工局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旨在防止性骚扰和不当行为的运

动，从而在整个组织内营造一个安全、零骚扰的工作环境和相互尊重的文化。劳工

局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全系统处理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内性骚扰问题的工作队，该工作

队制订了产出目标并调动资源，以确保采取一致的办法防止骚扰发生，并在发生时

予以解决。 



GB.338/PFA/1 

 

GB338-PFA_1_[PROGR-191219-1]-Ch.docx  61 

155. 发起的第二场运动，即“性别平等：采取行动”，向所有职员传播了理念并付诸行

动，帮助劳工组织成为一个更为重视性别平等和性别包容的工作场所，以此作为实

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手段。理事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了一项增强劳工组

织职员队伍多样性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改善性别平衡的工作。 

办公设施和环保效能 

156. 总部主楼的改造工程提前完成，且开销低于预算。改造工程包括对外墙进行彻底的

重新隔热处理，以符合当前标准；安装节能设备，如 LED 照明；以及配有高效热能

回收系统的空气处理机组，从而降低能源需求和消耗。 

157. 改造后的主楼符合现行消防法规，这是在安全方面取得的重大改善。所有石棉均从

主楼移除，并在主会议室设置了安全出口。 

158. 劳工组织继续改善环保效能，与 2015年相比，2019年能源消耗减少了 11%。所有新

翻修的办公场所都安装了用水管理技术系统，并在所有办事处实行了强化废物管理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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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验教训和未来前景 

159.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就两年期内工作的相关性和质量给予的反馈意见，加之劳工局对

其成员国服务成效的自我评估及独立评估结果，提供了关于在执行劳工组织计划方

面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工作做得不好的丰富见解。 

160. 以下章节总结了从劳工组织2018-19两年期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汲取的一些主要经验教

训，以及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劳工组织2020-21两年期的工作成效而正采取的行

动。 

通过循证知识和宣传工作加强领导力 

161. 2018-19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出和传播关于劳动世界关键问题

的循证性、前瞻性知识。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以及具有重大全球意义的相关政策问

题的研究成果提高了劳工组织的知名度，有助于进一步将劳工组织打造为劳动世界

的全球领导者，并增强其在全球和各国政策讨论中的影响力。 

162. 两年期的经验表明，该领域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劳工局改进了生产和传播高质、及时

和相关知识的方法，而这些知识为其提供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以应对当前和未来

劳动世界的挑战。选择劳动世界的未来作为塑造和推动劳工组织2018-19两年期研究

议程的首要主题，从而将重点放在两年期内出版的主要知识产品上，同时促进总部

各技术部门和各区域在关键研究领域的通力协作。反过来，这要求更好地统筹研究

举措，加强整个劳工局统计活动的协调(特别是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相关方面)，

增加与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学术界的互动以及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国际劳工组织应欢迎任何支持研究工作的伙伴关系模式，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筹集资

金的关键领域。然而，由于这类项目以研究为导向，需要简单明了，因此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的过程可能有点麻烦和冗长。鉴此，寻求其他伙伴关系模式或支持研究工作的快速通道可能

会有所帮助。”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9 年。《对国际劳工组织 2008–18 年公私伙伴关系的独立评

估》(日内瓦)，第 42页。 

 
163. 通过实施目标明确、基于实证的宣介战略以及加强 ILOSTAT 等关键知识平台，这些

工作得到了支持与强化。目前，劳工局需要再接再厉，进一步改进信息发布、格式

和传播工具，使劳工组织的研究统计成果对三方成员和合作伙伴更加有用，并继续

开展对前沿问题的研究。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353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3530/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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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于实证的全球宣传工作和提高认识活动，结合为全球治理和交流创造新的空

间，这已被证明是一种利用劳工组织有限资源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全球辩论的有效途径。”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7 年。《对国际劳工组织 2012–17 年创建和扩大社会保护底

线的战略和行动的独立评估》(日内瓦)，第 67页。 

 
164. 今后需要继续重视关于循证知识和宣传工作的四个问题： 

(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21 年研究战略》的目标，有必要就研究活动与雇主、

工人和政府进行定期协商，以确保对三方成员的不同需求做出平衡的回应。 

(2) 鉴于劳动世界正面临着迅速变化的挑战，因此劳工局内部及与其他组织之间均

有必要加强关于前沿问题研究活动的协调。劳工局将为此探索创新的筹资机制，

特别是通过南南和三角合作以及公私伙伴合作。 

(3) 用以监测体面劳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国家统计数据的质量有待提高。

加强劳工组织三方成员产生、收集、分析和传播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的能力仍

将是劳工组织 2020-21 年的工作重点，尤其是与劳工组织监管下的与体面劳动

指标有关的工作重点。 

(4) 实施一项有影响力、基于实证的传播战略，应巩固“ILO100”运动所创造的良

好势头，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理念，并就此在全球、区域和国家

层面达成共识。 

推进政策协调一致，支持构建富有

社会正义的劳动世界未来 

165. 《百年宣言》重申了 100 年前催生了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正义诉求，为应对劳动世

界根本性变化带来的当代挑战规划了行动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

富有社会正义的劳动世界未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反过来又成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正如欢迎《百年宣言》的联大决议所指出的，创建这样一个劳动世界的

未来有赖于广大合作伙伴采取综合对策和协调行动。 

166. 《百年宣言》营造的良好势头为劳工组织提供了建立伙伴关系以促进政策协调一致

的新机会。接下来的三个具体经验教训表明，劳工局和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如何能够

保持系统性的参与，以优化未来的伙伴关系。 

167. 第一，两年期的经验表明，有必要以合作伙伴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关于劳工组织使

命、三方成员的作用及其规范职能范围的信息。在这方面，劳工局的宣传和外联工

作，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宣传和外联工作，需要得到加强。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584279/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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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利益攸关方对三方机制的运作缺乏了解，因为这种对话模式是劳动和就业部

门所独有的。另一方面，劳工组织内部似乎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推行体面劳动计划，需要建

立有效联系和形成合力，而这种联系和协同不仅仅限于通常的政府、劳工和就业等三方成

员。”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9 年。对国际劳工组织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四个

选定成员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工作计划的独立高级别评估，2014-18 年

(日内瓦)，第 63页。 

 
168. 第二，经验还证明，在联合国改革等背景下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拥有巨大潜力，但

需要获得充足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支撑。劳工组织 2019 年参与有关社会保护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参与 27 个国家项目，并牵头其中 9 个项目)。

在项目实施中需要进行战略聚焦，加强内部协调和长期持续努力。 

169. 第三，面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持续改革，对劳工组织在国家层面开展合作、提供支

持的期望值正在发生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联发援框架)作为在国

家层面规划和实施联合国倡议的最重要文件，其核心地位要求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各

国相关部门作出更加协调一致的政策回应。经验表明，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对这些进

程做贡献的能力不仅取决于他们在适当时间、适当情况下与机构合作的能力，而且

还取决于他们与众多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并通过其开展合作的能力。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和联发援框架：试点举措 

在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6月，劳工组织在 4个国家(布隆迪、伊拉克、菲律宾和苏里南)实

施了一项试点举措，根据明确的变革理论和资源战略，并结合联发援框架和国家计划，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出台了精心设计、高质量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从这一试点举措实施中吸取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包括：  

■ 相关且连贯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要求对三方成员进行针对性强的能力建设，既满足其需

要，又纳入计划制定过程，但还不损害其主导权。布隆迪和苏里南的经验证明，如果将

成果管理制和变革理论立即运用于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制定之中，则相关内容的培训将

更加有效。能力建设还应涵盖那些突出与联发援框架的互补性、其编制和特点的过程。 

■ 数据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额外内容。在伊拉克，关于劳动世界主要问题的数据有助于反映

体面劳动国别诊断中三方成员的关切，这反过来又成为劳工组织对《共同国家分析》的

投入。 

■ 随着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制定工作的展开，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合作可以加深对劳工组

织三方成员的需求和优先方向的理解，并促进其参与联合国规划进程。 

■ 三方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持续参与是这项工作成功的关键，但代价可能会很高，尤其

是在劳工组织为非常驻机构的国家更是如此。为此，需要预留足够的资源，并且必须在

计划和开展活动时考虑到联发援框架和联合国其他国内进程的时间表。 

 
170. 考虑到上述情况，有关促进政策一致性的另外三个问题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关注：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218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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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作出持续的承诺，确保三方成员参与联合国在国家层面的进程，特别是合

作框架，并为之做出贡献。将继续推行在 2018-19 两年期内试行的措施，以支

持制定更完善和更一致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2) 必须加强劳工组织在合作框架内向成员国提供服务的协调工作。为确保三方成

员的关切问题和优先事项在合作框架中得到适当反映，向《综合国别分析报告》

提供及时高质的投入仍然是劳工组织的重点工作； 

(3) 继续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为推进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

来的理念而促进政策的协调一致，这对于获得改革后联合国提供的机遇至关重

要。此外，劳工组织将能够利用对体面劳动更广泛的支持，将其作为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确保战略性和综合性使用资源以提高影响力 

171. 由于对劳工组织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劳工组织因此必须战略性地使用其所有资源，

以取得更有可能带来重大变化的成果。2016-17 两年期内为监测劳工组织计划和预算

的执行情况而采取的措施在2018-19两年期内依然得到实施，并继续证明有助于迅速

灵活地将资源配置到最优先领域。 

172. 来自自愿捐款的预算外资源是支持执行劳工组织计划和扩大服务以更好地满足三方

成员需求的宝贵资金来源。经验证明，在与三方成员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通常利

用国内资金时，这些资源才更具有影响力。然而，在两年期计划和预算的十项政策

成果中，自愿供资一直处于不均衡状态。为了使劳工局能够以更加综合、连贯和战

略性的方式提供援助，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从众多相对较小的项目转向更大规

模的工程。 

 
“……那些制定了直接回应国家优先事项和国家需求的筹资战略的国家在调动额外资金

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试行干预举措并展示其成果有助于吸引当地利益攸关方为那些原本

无法由捐款方资助的领域寻找当地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9 年。对国际劳工组织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四个

选定成员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工作计划的独立高级别评估，2014-18

年，2014-18年(日内瓦)，第 63页。 

 
173. 两年期内，通过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提供的未指定用途的核心资金仍然是支持取得体

面劳动成果的有效方式。如前几节所述，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的敏捷性质有助于劳工

局资助落实推动性倡议和试行新的行动方针，例如发起创新性倡议，以迅速解决新

出现的需求问题，扩大现有计划的范围或规模，从其他来源筹措更多资金，并通过

与联合国其他实体的伙伴合作来提高劳工组织合作的可持续性。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218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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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两年期内，其他资金来源，特别是在联合国供资契约背景下的集合资金以及私营部

门变得更加重要。公私伙伴关系是推动实现体面劳动成果的切实有效的手段。 

 
“(公私伙伴关系)不需要具有财务成分 — 它们可以只是一份合作协议(……)公私伙伴关系

作为‘捐款方’会更加灵活。他们没有相同的官僚机构，可以在需要时保持开放性和灵活

性。因此，总的来说，在引入适当审批程序的前提下，公私伙伴关系可能会更容易合作，也

更具灵活性……”。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9 年。对国际劳工组织公私伙伴关系的独立评估，2008-18 年

(日内瓦)，第 42页。 

 
175. 关于战略性使用资源，今后需要继续关注三个问题： 

(1) 劳工组织需要继续增强其发展合作组合，包括与新旧捐款方、私营部门和南南

与三角合作方建立多元长期的伙伴关系。这一组合应更好地与两年期计划和预

算文件中提出的劳工组织成果目标对接。所有政策成果目标，特别是那些支持

社会对话、国际劳工标准、终身学习和性别平等的成果目标都需要调动资源。

《2020-25 年发展合作战略》将为劳工组织未来相关工作提供总体框架。 

(2) 劳工局应加强与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现有和潜在捐款方的接触，以阐明劳工局的

战略，支持其资金的分配与使用，同时确保与《百年宣言》和《2030 年议程》

的战略融合。劳工局在 2019 年底委托对以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作为供资模式进行

的内部审查结果，将是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投入。 

(3) 更好地统筹自愿捐款与劳工组织经常预算资源是一个持续令人关注的问题。此

外，完善劳工局战略计划和预算编制程序需要与基于成果目标的工作规划相协

调，以确保为实现完全符合三方成员优先方向的成果提供充足的资金。 

加强成果管理制、透明度和问责制 

176. 成果管理制可望促进决策，确保问责、增进沟通和加强学习。合理地衡量成果和持

续监测进展，对于这些制度的充分运转至关重要。 

177. 两年期的最新评估和经验表明，需要在这一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劳工局跨部门成

果管理制工作组于 2018 年按照联合国联合检查组的方法进行了自我评估。此次评估

强调了在整个劳工局培养成果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加强衡量和监测系统的必

要性。关于短期和长期成果的可靠信息对于问责和决策至关重要。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23530/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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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报告不足以及自我评估的空白限制了有依据的战略管理、机构学习和问责制。 

它们影响到机构记忆和知识共享，限制了就劳工组织实地经验开展公开辩论的可能性，而这

是国际知识网络和知识经纪人公司战略的一个关键特征。”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8 年。对国际劳工组织在黎巴嫩和约旦体面劳动及应对叙利

亚难民危机方面的工作计划的独立评估，2014-18年(日内瓦)，第 43页。 

 
178. 此外，劳工局分析了2018-19两年期成效不佳的具体原因，并将所汲取的教训应用到

劳工组织 2020-21 两年期新成果框架的制定之中，以便纳入符合体面劳动“变革理

论”的三个层面的结果 — 产出、成果和影响，以及衡量进展的相应指标。需要进一

步的努力将这一框架作为新的公司监测和报告系统的基础。与此同时，《百年宣言》

和《2020-21 年工作计划》中隐含的一般变革理论也需要考虑到各国国情，在国家层

面和主题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检验。这就需要强化机制来监测在不同情形下变

化如何发生，并需要继续努力评估劳工组织干预措施的长期影响。 

 
“在产出和成果两个层面衡量结果以及把握劳工组织的全部工作内容，包括交叉主题的

成果及与区域和次区域实体的合作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工组

织在[监测和评估]中的结构性投资不足。”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2017年。对劳工组织外地业务和结构的独立评估，2010-16年(日

内瓦)，第 67页。 

 
179. 关于成果管理制、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未来工作，需要继续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 劳工组织的企业监测和报告系统需要加强，且要加以采用可行的手段和方法，

以监测进展情况和报告结果与影响，而不是过程和活动。改进后的系统将以经

修订的 2020-21 年成果框架为基础，并考虑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各种报告要求，

包括作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一部分和在《2030 年议程》的背景下的报告要求。

这对于让管理人员能够及时获得与决策有关的信息，以及高效准确地向理事会

报告资源划拨与使用情况至关重要。 

(2) 需要改进各技术部门和外地办事处对影响评估和评价的落实与使用，以更好地

确保这些工作方法合理及时，从而加强问责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3)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劳工组织成果框架在成果和影响层面的进展情况，需要提高

统计质量。这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和其他必要的体面劳动相关的指标

来进行管理，其中涵盖劳工组织所有四大战略目标。为有关三方成员和社会对

话的成果目标 1 制定适当的指标仍将是劳工组织的优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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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详细财务数据 

下图显示了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各司局和五个区域的各项计划在各项成果目标上

的投入占总支出的百分比。按经常预算项下的国际专业类别职员投入在各项成果目

标上的相关技术性和分析性工作以及服务所用的时间来衡量。 1 鉴于人事费用占经

常预算资源总额的 70%，这是衡量支出的重要方法。 

图 I.1.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1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1：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创造更多更好的 

就业岗位及改善青年就业前景 

 

 

1 “其他”类别囊括了在各项成果目标上的投入少于该成果目标总支出的 2%的司局和区域计

划。 

就业政策

21%

非洲地区计划

21%

亚太地区计划

15%

研究

14%

美洲地区计划

9%

工作条件和平等

8%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6%

其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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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2.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2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2：国际劳工标准的批准与实施 

 

图 I.3.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3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3：建立和扩大社会保护底线 

 

国际劳工标准

62%

工作条件和平等

17%

亚太地区计划

7%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4%

非洲地区计划

4%

其他

6%

社会保护

39%

非洲地区计划

18%

亚太地区计划

11%

美洲地区计划

10%

研究

7%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6%

企业

5%

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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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4.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4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4：促进可持续企业 

 
 

图 I.5.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5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5：农村经济中的体面劳动 

 

企业

48%

亚太地区计划

14%

研究

13%

非洲地区计划

9%

美洲地区计划

8%

阿拉伯国家计划

4%

其他

4%

部门政策

61%

亚太地区计划

21%

非洲地区计划

6%

美洲地区计划

5%

研究

2%

其他

5%



GB.338/PFA/1 

 

72 GB338-PFA_1_[PROGR-191219-1]-Ch.docx  

图 I.6.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6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6：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 

 

图 I.7.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7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7：促进包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 

安全工作和工作场所的合规性 

 

工作条件和平等

31%

美洲地区计划

20%
亚太地区计划

13%

非洲地区计划

10%

就业政策

7%

统计

7%

企业

4%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2%

社会保护

2%
其他

4%

治理和三方机制

33%

部门政策

19%

亚太地区计划

16%

非洲地区计划

10%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7%

工作条件和平等

6%

美洲地区计划

4%

阿拉伯国家计划

2%

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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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8.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8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8：使工人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 

 

图 I.9.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9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9：公平有效的国际劳务移民和流动 

 

工作条件和平等

25%

治理和三方机制

21%

亚太地区计划

18%

美洲地区计划

11%

非洲地区计划

10%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9%

其他

6%

工作条件和平等

36%

亚太地区计划

20%

美洲地区计划

12%

非洲地区计划

10%

统计

6%

阿拉伯国家计划

5%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4%

国际劳工标准

2%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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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10.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10 上面的投入 

成果目标 10：强大和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工人活动局

26%

非洲地区计划

20%
雇主活动局

17%

美洲地区计划

14%

亚太地区计划

12%

欧洲和中亚地区计划

10%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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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实现保障性成果目标的成效 

成果 A：促进体面劳动的有效知识管理 

指标 A.1：及时推出具有高质量标准的劳工组织知识产品。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及时制作和传播有关劳动世

界问题的权威知识产品。 

为劳动世界的未来高级别委员会

提供的知识产品 100%按时交

付，并使委员会成员满意。 

达成。政策简报和研究报告按时完

成，并令全球委员会所满意。全球委

员会题为《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

作》的报告(包括数字版本)于 2019年 1

月以七种语言按时发布。 

所有旗舰报告和主要报告均及时

完成，并配有同行评审程序和固

定出版指南。 

达成。所有旗舰报告和主要出版物都

按照新通过的编辑和校对出版标准以

及内部和外部(盲态)同行评审程序按

时出版。 

劳工组织的知识产品被广泛

参考。 

所有旗舰报告出现在至少 10 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顶级媒体上。 

达成。所有旗舰报告均在十个以上顶

级国家、区域和国际媒体论坛上得到

报道。 

劳工组织的报告被多边机构、国

际论坛、智库、国际民间社会组

织和学术界引用。 

达成。多个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

包括数个研究机构引用了劳工组织的

报告。 

三方成员及其他发展合作伙伴，

包括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在其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体面劳动

的宣传运动中使用劳工组织的讯

息、研究和数据。 

达成。两年期内，劳工组织的讯息、

研究和数据为不同合作伙伴所使用，

特别是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工作场

所中的暴力和骚扰、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8 的进展以及社会保护的讯息、

研究和数据。 

有机会获得具有国际可比性

的体面劳动相关数据。 

在劳工局内协调和整合满足质量

标准的不同组织单位的统计数据

制作。 

达成。劳工组织创建并整合了一个微

观数据集，作为一个中央统计资料

库，以促进用以支持劳工组织技术和

分析工作的数据的国际一致性和可比

性。还制作了关键劳动力市场指标的

模型估数，包括全球和区域估数，以

确保劳工组织传播的统计数据的质量

和可靠性。 

与三方成员就新兴议题和新议题

(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协商

制定的统计框架。 

达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关

于劳工权利)、8.b.1(关于青年就业政

策)和 10.7.1(关于劳务移民的招聘成本)

制订了统计方法框架，使得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将这些在劳

工组织监管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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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级调至第二级。此外，第 20届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通过了一项关

于修订《国际就业状况分类》(ICSE-

93)的技术建议的决议，以及关于国际

劳务移民、技能不匹配、合作社和强

迫劳动问题的统计准则。 

指标 A.2：成员国使用国际统计标准加强劳动力市场统计和信息系统，并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指标框架。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通过改进统计调查和使用其

他统计来源，国家劳动力市

场统计、标准和信息系统得

以加强。 

20个成员国 达成 (20个成员国)。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利用国

际劳工组织最新研究、统计

和分析成果，并在国际劳工

组织三方成员的参与下制定。 

15个成员国 信息不足，无法衡量是否达成该标准。 

针对至少一半的一级和二级

指标收集和报告国家数据。

国际劳工组织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中作为

监管方。 

20个成员国 达成 (32个成员国)。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和支

持下，制定了用于监测和报

告与体面劳动相关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相关国家指标。 

10个成员国 未达成 (10 个成员国)，原因是在国家

一级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

进程速度和持续时间不可预测。 

指标 A.3：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多边和区域组织以及发展伙伴以有效和协调的方式提倡将体面 

劳动问题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和方案，以及国际议定的全球和区域一级的成果。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联发援框架或同类规划框架

至少包括体面劳动议程的两

个支柱。 

90% 达成。2018年和 2019年启动的 46个联

发援框架及合作框架中有 42个达成。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包

括南南和三角伙伴关系，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体

面劳动。 

增长 10% 达成。截至 2019年底，活跃的多利益

攸关方伙伴关系有 8 个，相比之下，

截至 2017 年底有 7 个。新增伙伴关系

为：全球移民技能伙伴关系(国际劳

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

合会；2018年 12月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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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标 B：国际劳工组织的有效和高效治理 

指标 B.1：劳工组织机构治理和政策制定职能的有效性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有效执行商定的改革措施。 精简、进一步简化、更新并统一

治理机关和官方会议的规则和程

序。 

达成。对区域会议和三方会议的规则

进行了审议并更新。继续审议了理事

会和国际劳工大会的工作方法。 

改进会前规划和关于标准制订议

题的协商。 

达成。为筹备对标准制订议题(暴力

和骚扰)的讨论，在闭会期间组织了

与三方成员的协商。 

通过体面劳动执行关于促进

社会正义的决议在劳工组织

的治理和管理决策中得到反

映。 

按时完成以 2019年底为截止日期

的工作计划中的所有工作。 

达成。在两年期内执行该决议的工

作计划内容包括：i) 修订 2020-21年成

果框架，包括与体面劳动相关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ii) 通过 2018-21年

评估战略；iii) 通过劳工组织全系统机

构能力发展战略；iv) 改进国际劳工组

织劳工统计数据库(ILOSTAT)；以及 v) 

执行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8 有关的伙伴

关系战略和基于问题的联盟。计划

于 2018 年 11 月讨论并通过的劳工组

织新发展合作战略推迟到 2020 年 3

月，但理事会通过了一项2019年行动

计划。 

落实劳工组织治理机关决定

的监督机制。 

通过有关定期报告决定和遵守后

续行动计划的程序。 

未达成。由于劳工组织百年庆典的

相关筹备工作而推迟。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发展伙

伴，通过劳工组织能力建设

或其他支持机制，能够参与

国家多利益攸关方进程以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增长 10% 达成。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其他伙伴

参与了 86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

进程，包括联发援框架/合作框架、自

愿国别评估，以及纳入主流、加快步

伐和政策支持(战略)特派团，相比之

下，2016-17年为 73项。 

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通过

将体面劳动纳入多边和区域

机构的成果文件、宣言和决

议以倡导体面劳动政策。 

增长 5% 达成。已确定 84 份成果文件、宣言

和决议，相比之下，2016-17 年为 4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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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B.2：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和区域会议的规划、筹备和管理效率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及时为所有官方会议提供电

子版本的简明官方文件(执行

节纸模式)。 

100%的官方文件均按时以电子

形式发布。 

未达成。劳工局 2018 年和 2019 年上

半年分别有 77%和 79%的官方文件以

电子方式按计划发布。 

25%的会前官方文件仅以电子形

式发布。 

达成。理事会所有会前文件如今都

仅以电子方式发布。就国际劳工大

会和其他正式会议而言，仅通过电

子方式发布的文件比例 2018 年为

45%，2019年为 39%。 

50%的会间官方文件仅以电子形

式发布。 

部分达成。就理事会而言，大多数

会间文件以电子和印刷两种形式发

布。大会和其他官方会议会间文件

仅以电子方式发布的比例 2018 年为

53%，2019 年为 67%。 

所有会后官方文件均仅以电子

形式发布。 

达成。所有理事会和大会会后文件

均仅以电子方式发布。对于劳工组

织的其他官方会议，所有会议记录

报告均仅以电子方式发布。对最终

成果文件(如准则、惯例或指南)仍进

行印刷，但数量有限。 

处理的文字总量不增加。 达成。处理的文字总量保持在 2,400

万字左右，与 2016-17 年持平。 

节纸型官方通信。 85%的官方通信仅以电子格式发

送。 

未达成。2018 年，31.7%的官方通信

仅以电子形式发送，而 2019 年这一

比例上升到 37.7%。然而，这些数字

不包括与理事会负责人、理事、各

组秘书处和区域协调员的正式通

信，这些通信现在完全由电子邮件

管理。官方通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

网页链接提供参考信息，而非附件

的形式。 

对官方会议进行有效且高效

的时间管理。 

与最初商定的会议工作计划最

多相差 10%。 

部分达成。国际劳工大会的议事进

程基本符合目标。2018 年的理事会

会议完成会议工作所需的额外时间

分别为 23%(GB.332)和 28%(GB.334)。

2019 年 3 月的会议所需额外时间为

2.1%，属于目标范围内。2019 年 10

至 11月的会议节省了 2%的时间，延

长会时的情况减少到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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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B.3：为高效的机构运作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提供及时且高质量的法律服

务。 

向本组织和劳工局提供高质量

且及时的法律咨询，以有效维

护其地位和利益。 

达成。为修订和施行《区域会议规

则》以及修订技术会议和专家会议

议事规则提供了建议。 

批准《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

和豁免公约》。 

《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

公约》获得三个最新批准。 

未达成。批准国数目无变化(126个)。 

指标 B.4：履行监督、问责和风险管理职能的质量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外聘审计员对合并财务报表

的满意度。 

外部审计意见未经修改且完全

遵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达成。目标在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止的年度达成。 

有效落实审计建议所需的时

间。 

负责落实监督建议的单位在审

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提交行

动计划。 

未达成。平均时间为 4.3 个月。 

管理层接受的所有审计建议在

报告发布后的六个月内得到落

实。 

部分达成。截至 2019 年 9 月，管理

层 2018 年和 2019 年接受的审计建议

中有 75.8%得到充分落实；21.1%已

部分落实或正在落实；3.1%由于预

算或其他原因被推迟。 

在后续审计中确定的未落实

的内部审计建议的百分比。 

17%的建议未被落实。 部分达成。基于两年期编制的两份

后续报告中的 49 项建议，只有 1 项

未被落实(2%)，8 项正在落实(16%)，

17 项部分落实(35%)，23 项全部落实

(47%)。内部审计和监督办公室认为

不再适用的一项建议被排除在分析

之外。 

全组织风险管理框架的执行

水平。 

风险管理框架得到充分实施和

维护。 

达成。2018 年更新了司局一级的风

险登记册，并定期进行审查和监

测。 

职员对劳工组织关于行为和

举报道德标准的治理文件的

认知水平。 

工作人员对有关治理文件的认

识提高 50%。 

部分达成。根据 2018 年 2 月进行的

道德操守调查，47%的受访者同意或

强烈同意以下陈述：“我了解劳工组

织道德操守办公室提供的资源和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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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B.5：国际劳工组织管理层和理事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使用独立评估提出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改进了三方成员和管理层 

对评价结果的使用以完善 

治理。 

评估咨询委员会继续为高级别

评估建议的后续工作提供实质

性投入。 

达成。评估咨询委员会举行了九次

讨论，为五次高级别评估建议的后

续行动提供了大量投入，批准了三

次高级别评估的工作计划，并核准

了两次高级别评估的最终进度报

告。 

项目建议的后续行动至少达到

90%。 

未达成。项目建议的后续行动为

81%。 

评估办公室 75%的建议完全或

部分反映在为 2020-21 两年期计

划和预算提供的战略指导中。 

达成。82%的高级别评估建议被完全

接受，并导致在当前的报告期内采

取行动。 

参照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评价

小组的标准界定的良好实践

而开展的高级别评估和项目

评估的质量。 

外部评估证实，85%的项目评估

符合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评价小

组的质量标准。 

达成。2017-18 年 98%的评估报告所

获评级等于或高于“满意”。 

保持高级别评估的可接受质量。 达成。理事会对两年期内开展的高

级别评估给予了积极肯定。 

由于符合评估办公室的指导，

技术部门和劳工组织办事处的

影响评估得以改进。 

达成。评估办公室继续回应通过“影

响评估审查机制”为各部门和区域开

展影响评估提供支持的要求。 

劳工组织职员和三方成员的

评估能力和实践得以改进。 

至少 75个三方成员接受了评估

培训，50 名劳工组织职员得到

了评估经理或内部评估员认

证。 

达成。来自政府、雇主和工人组织

的 134名代表接受了在可持续发展目

标背景下评估体面劳动议程的培

训。50 名劳工组织职员得到了评估

经理或内部评估员认证。 

除强制性评估外，劳工组织各

部门和区域单独的评估举措增

加 80%。 

达成。劳工组织各区域和部门报告

了 31 项举措，相比之下，上一个报

告期为 8 项。这些举措包括综合审

查、专题评估、国家政策和计划评

估、关于综合监测评估方法的能力

建设以及与评估相关的知识管理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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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标 C：高效的支持服务和国际劳工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 

指标 C.1：国际劳工组织支持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全面遵守 2018-19 两年期绩

效管理框架。 

80% 达成。2018年的总体遵守率为 83%，高

于目标。2019年的数据将于 2020年 3月

公布。 

使用综合资源信息系统充

分管理其业务的劳工组织

驻外办事处的百分比。 

100%的体面劳动工作队和国家

办事处。 

达成。向劳工组织所有办事处推出了

综合资源信息系统。 

对劳工组织支持服务有效

性给予积极评价的用户百

分比。 

增长 10% 未达成。2018 年增长了 5%；下一次调

查将于 2020年下半年进行。 

指标 C.2：国家一级规划的有效性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参照 2016年关于通过体面

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

之后修订的既定指导，符

合质量标准的体面劳动国

别计划文件的百分比。 

本两年期内制订的体面劳动国

别计划的 100%。 

达成。基于质量保障机制，两年期内

制定的 31 项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符合以

下标准：与发展框架保持一致；确定

主要合作伙伴和受益者；面向劳工组

织四大战略目标的综合方法；支持促

进国际劳工标准；以及实行基于结果

的设计。 

由三方指导委员会监测的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所占百

分比。 

本两年期内在执行的体面劳动

国别计划的 100%。 

达成。两年期结束时正在执行的 56 项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均已或正在建立一

个三方指导委员会，以对协调、监测

和监督事务进行管理。 

指标 C.3：来自各类发展伙伴的预算外自愿捐款的充足度和灵活性。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预算外技术合作和经常预

算补充帐户的份额占劳工

局可用资源总额的百分

比。 

45% 达成。比例为 45%。 

未指定用途和少量指定用

途资源的份额占自愿捐款

总额的百分比。 

15% 未达成。比例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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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C.4：人才和领导力的有效发展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更换职位或工作地点时间 

在一年或以上的职员数量。 

增长10% 部分达成。截至 2019 年 8 月，劳工组

织记录了 8.2%共 578 名职员的流动。 

被其员工认可为变革的积

极推动力，并帮助他人了

解变革益处的管理者的百

分比。 

75% 达成。2018 年的比例为 77%。 

指标 C.5：对设施的有效管理 

成功标准 目标 成果 

总部建筑设施的环境效能

得以改善。 

到 2019 年底，能源年消耗量下

降 16%。 

未达成。预计到 2019 年底，年度能源

消耗将减少 12%。 

安装用水管理技术。 翻新后的建筑 100%配备了用水

管理技术。 

达成。 

劳工组织拥有的办事处内

的废物管理做法得以改

进。 

劳工组织所拥有的办事处的

100%。 

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