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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重建社会正义，实现以人为本复苏 

1. 导言 

1. 第 17 届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会议(“亚太区域会议”)汇集了政府、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代表，他们
所在的两个区域——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充满活力、富有多样性。这两个区域包括处于不同收入
水平来自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岛国和阿拉伯国家的 48 个国家。 1 在本报告中，这两个区
域在凡涉及统计数据的地方将分开提及，或者统称为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 

2. 自 2016 年 12 月举行第 16 届亚太区域会议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在全球疫情和多重经济、社会
和环境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区域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最严重的挫折，正在努力重回正轨，因此第 17 届亚太区域会议的对话性质将不可避免地从
新冠疫情转向以人为本的复苏；具体而言，各国如何努力清除现有的结构性障碍，实现具有包容性、
可持续性和韧性的复苏。 

3. 本届区域会议是 2021 年 6 月第 109 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全球行动呼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
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复苏》以来的第一次区域会议，为反思实现以人为本复苏过程
中的动员情况提供了机会。会议也为提出一些尖锐问题提供了机会，例如现在和将来需要在国家、
区域和多边层面采取哪些具体方法来实现我们设定的目标，支持劳动世界的复苏、韧性和包容性。 

4. 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在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我们在本报告中概述劳动力市场趋势
和前景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这两个区域和各次区域、收入水平、国家地理、人口背景以及性别和
其他方面之间，普遍存在多样性。虽然区域报告的性质是围绕共同主题开展一般性讨论，但读者在
考虑适当的国家和多边复苏政策方法时，需要考虑各国国情的差异性。 

5. 将差异性放在一边，各区域和各经济体的共性在于，工人、企业和家庭深受疫情的重创。另外一个
共性是，在疫情之前和疫情期间，两个区域的结构性缺陷限制了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大
多数次区域的就业率仍然较高，失业率处于低位，但正规就业岗位创造滞后，非正规就业率很高，
中小微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劳务移民非常普遍，在职贫困持续存在。 2 

6. 新冠肺炎危机期间，体面劳动缺陷指标进一步恶化。面临经济冲击、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工人容
易陷入贫困，企业容易面临中断和解散。这种脆弱性部分源自于两个区域缺乏社会保护、就业保护
薄弱以及社会对话不足，这些都是第 16 届亚太区域会议通过的《巴厘宣言》的优先行动领域。 3 
严重依赖于全球供应链和外部投资的区域增长模式，加剧了经济冲击风险，却收效甚微。 

 
1 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 劳工组织，《2020 年亚太地区就业和社会展望》，2020 年；另见劳工组织，《2022 年亚太地区就业和社会展望》，即将发布。 
3《巴厘宣言》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第 16 届亚太区域会议上通过，作为该区域的行动呼吁，要求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采
取更多行动促进包容性增长、社会正义和体面劳动。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40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74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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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多数国家仍未摆脱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且日益面临新兴地缘政治冲突包括俄罗斯联邦
对乌克兰的侵略和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额外压力。在全球不稳定的背景下，第 17 届亚太区域会议
为研究劳动世界既有的长期挑战提供了机会，这些挑战加剧了各经济体面临的危机，也使得这两个
区域企业和工人面临的影响更加严峻。在这此背景下，我非常高兴地提交本报告，报告审视了新冠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重点关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指导以人为本的复苏。 

8. 此次会议将讨论并指导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如何更好地支持这两个区域的工人、企业和家庭适
应劳动世界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以产生积极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会议为维护以体面劳动为其
核心的社会正义价值观提供了场合，这些价值观也根植于劳工组织的章程使命和创始原则。会议还
为指导价值观的实施提供了空间，为雄心勃勃的社会正义计划确定了区域优先事项，以满足体面劳
动和社会正义赤字最严峻群体的需求。 

9. 行动计划必须以《巴厘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实现以人为本
复苏的全球行动呼吁》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中所载的共同承诺
为基础。计划还必须助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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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实现体面劳动有关的其
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4 

10. 本报告的其余部分回顾了上届区域会议以来的主要进展；落实《巴厘宣言》采取的行动；成员国目
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劳工组织三方成员为实现以人为本复苏可以开展社会对话对策的领域。 

2. 新冠肺炎危机和体面劳动 

2.1. 新冠肺炎危机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受到新冠肺炎危机的冲击 

11.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各经济体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2020 年，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为
- 1.3%，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收缩(表 1)。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亚洲发展中国家经
历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期。 5 尽管 2021 年经济增长回升至 6.3%，区域国内生
产总值仍远低于危机前的增长规模。阿拉伯国家区域 2020 年的经济增长为-6.5%，而在 2021 年仅
小幅增长，回升至 2.5%。 

12. 在亚太次区域中，南亚在 2020 年面临着最严重的经济收缩(-4.7%)，也在 2021 年实现了最强劲的
经济增长反弹(7.8%)。就 2020 年和 2021 年整体而言，东南亚是经济体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次区
域，2020 年大幅收缩(-3.5%)，2021 年经济增长率(2.9%)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太平洋岛国在
2020 年经历了 2.3%的负增长，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也反映了小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对
旅游业的较强依赖。东亚是唯一一个在 2020 年经济仍持续小幅增长的次区域(0.7%)，其 2021 年的
经济增长也相对强劲(6.7%)。 

 
4 与联合国 2021 年《我们的共同议程：秘书长报告》保持一致。 
5 亚洲开发银行，《2020 年亚洲发展展望：焦虑时代的身心健康》，2020 年 9 月。 

https://www.un.org/zh/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zh.pdf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635666/ado2020-upd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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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整个疫情期间，政府的应对措施面临着双重挑战：(a) 通过关闭边境和工作场所等限制流动来遏制
病毒传播；(b) 应对由此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中断，对企业和男女工人及其家庭生计和福祉产生了不利
影响。许多国家实施的国家封锁和国际边境关闭，特别是在疫情的前几个月，严重影响了国内和国外
消费者需求、投资和旅游，这些都是近年来推动亚洲经济取得较高排名的因素。即使更具地域针对性
和行业特定性的措施已逐渐成为常态，许多国家仍在实施旅行限制，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表 1. 2018 年至 2022 年特定时期全球、区域和次区域 GDP 年增长率(百分比) 

区域 2012–2015 年 2016–2019 年 2020–2021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p) 

世界 3.5 3.4 1.5 3.6 2.9 -3.1 6.1 3.6 

亚太 5.3 5.1 2.5 5.1 4.1 -1.3 6.3 4.8 

东亚 5.5 5.0 3.7 5.1 4.4 0.7 6.7 3.9 

东南亚 5.1 5.1 -0.3 5.2 4.6 -3.5 2.9 5.1 

太平洋岛国 2.9 2.6 1.1 2.8 2.1 -2.3 4.6 3.9 

南亚 5.6 5.7 1.5 5.2 3.0 -4.7 7.8 7.1 

阿拉伯国家 3.3 1.4 -2.0 1.8 1.4 -6.5 2.5 6.3 

备注：p=预测。 
来源：劳工组织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2 年 4 月)的计算。 
 

14. 由于阿拉伯国家区域在新冠肺炎危机前经济环境已较为困难，封锁措施以及贸易和外国投资的中断
加剧了既有的负面影响。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关键行业受到严重打击，严重依赖旅游业、酒店业
和服务业的经济体受到主要影响。多年来一直饱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手段或资源来应
对危机对健康、经济或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总体而言，包括薄弱的公共机构和有限的财政空间在内
的既有挑战被疫情放大了，使海湾国家之外的阿拉伯区域经济和增长前景黯淡。 

15. 长期不确定性、持续不稳定性和生产瓶颈导致通货膨胀以及某些行业的价格高企，这是当前(截至
2022 年中期)全球经济环境的特点。 6 由于疫苗接种率不均衡，部分导致了复苏步伐快慢不一，较
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亚太区域 2022 年预计将增长 4.8%，超过 3.6%
的预计全球增长。阿拉伯国家 2022 年经济增长预计为 6.3%。 

16. 即使在大多数国家新冠肺炎危机有所缓解，边境重新开放，既有危机仍在继续，且最近几个月出现
了新的危机，使许多国家或地区本已脆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些危机包括政治变化(阿富汗、缅
甸)、冲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门)、自然灾害(菲律宾)以及债务和金融危
机(黎巴嫩、斯里兰卡)，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严峻影响。 7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能源和食品
供应链出现重大中断，通货膨胀加剧，其影响正在向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渗透，对劳动力市场复
苏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6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 年趋势》，2022 年。 
7 劳工组织，“2021 年缅甸就业：快速评估”，2022 年 1 月；劳工组织，“阿富汗就业前景：快速影响评估”，2022 年 1 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340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yang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3590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345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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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收入和就业保障以及企业可持续性是新冠肺炎危机的受害者 

17. 《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估计，与 2019 年第四季度危机前的情况相比，亚太区域 2020 年的工时
下降了 7.9%(假设每周工作 48 小时，相当于约 1.402 亿个全职岗位的工作时间)(图 1)。 8 2021 年，
损失了全部工时的 3.6%(相当于 6,510 万个全职岗位)。在阿拉伯国家，2020 年工时损失估计为
9.1%(460 万个全职岗位)，2021 年为 5.4%(280 万个全职岗位)。 

18. 按亚太次区域划分，2020 年工时损失最严重的是南亚(13%)，其次是东南亚(7.4%)、东亚(4.2%)和
太平洋岛国(3.6%)。这种情况在 2021 年发生了变化，后续几波新冠疫情和封锁影响导致东南亚成
为该区域工时损失最严重的地区(6.8%)，其次是南亚(5.4%)。在太平洋岛国(2.1%)和东亚(1.3%)，
2021 年工时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在阿拉伯国家区域，海湾国家的工时损失都高于非海湾国家，
2020 年分别为 9.8%和 8.3%，2021 年分别为 6%和 4.8%。 

 图 1. 相较于 2019 年第四季度的工时损失(%) 

 
注释：根据 15-64 岁的人口进行调整；负值表示相较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工时增加；2022 年前两个季度的数据代表按季度估计数
的平均值；关于方法的详细信息，参见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九版)》，2022 年 5
月。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模拟估计。 

 
8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九版)》，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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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564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79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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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2 年前两个季度，估计全球以及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工时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在这两个区
域，2022 年上半年的工时损失估计为 2019 年年底水平的 4.5%。 

20.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2020 年每个就业人员的每周工作时间中位数在伊朗伊斯兰国减少了 2.2 个小
时，在蒙古减少了 2.9 个小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减少了 4.2 个小时，在菲律宾减少了 6.1 个小
时，在泰国减少了 2 个小时。疫情期间的工时减少主要是由于就业不充分，但也受到停止加班的影
响，这对低收入劳动者产生了影响，他们通常将加班费作为收入的一部分。 9 在澳大利亚、印度尼
西亚、日本、蒙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菲律宾、大韩民国、泰国和越南，工作时间超过 49 小时
的工人比例也出现下降。 

21. 远程工作，即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在雇主工作场所之外工作，是许多雇主保持业务连续性、限制新冠
肺炎感染传播并保持工人就业的一项关键战略。疫情期间能够采取远程办公毫无疑问帮助保留了数以
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实现了业务连续性并提高了生产力。疫情初期，一份报告指出，在第一波新冠疫
情期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大韩民国有 40%的劳动力进行远程工作。 10 另一份报告指出，2020 年
农历新年假期结束时，中国约有 2 亿人在远程工作。 11 2020 年 5 月，日本的远程工作率达 28%，
2020 年澳大利亚的远程工作率达 47%，女性和资质更优秀的工人远程工作率更高。 12 

22. 远程办公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界限模糊，可能工作时间过长等。日本工会
总联合会的一项研究发现，52%的远程办公人员报告称工作时间比危机前更长。此外，远程办公安
排也引发了对职业安全与卫生新的关切，要确保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相关的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
境。 13 许多工作人员，主要是女性工作人员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她们在履行职业责任的同时还要管
理好子女的居家学习。 

23. 亚太区域的工人通过各种民意调查表达了他们对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灵活安排的赞赏，特别是无需日
常通勤节省了时间。 14 有一种明显的预期，即后疫情时代，工作安排应适应“新常态”，增加远程
办公或混合工作安排的灵活度。已有证据表明，疫情缓解后，新工作岗位中对远程办公的宣传仍未
明显减少，表明远程办公日益普遍，已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会持续下去。 15 

24. 尽管远程办公让一些工人受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选择，包括许多受雇于住宿和餐饮服务、
交通和零售等客户服务行业的工人，以及从事兼职或临时合同的工人。中小微企业的工人也不太可
能从事可以选择远程办公的工作岗位。 16 结果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通常比其他行业的工人更年轻、
学历更低、接触病毒的职业风险更大，疫情导致的工时损失对他们影响最严重。 

 
9 总体数据掩盖了职业和行业层面可能存在的差异；例如，可以理解为某些医务人员的工时可能在疫情期间增加，而出租车司机的
工时大幅减少。 
10 Raul Dancel，“新冠病毒：亚洲尚未准备好居家办公”，《海峡时报》，2020 年 6 月 14 日。 
11 Raphael Bick 等，“远程办公的设想：中国的经验教训”，麦肯锡数字公司，2020 年 3 月 23 日。 
12 经合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趋势和前景》，2021 年。 
13 世卫组织和劳工组织，《远程办公健康和安全：技术摘要》，2021 年。 
14 例如，安永公司，“大多数参加调查的东南亚雇员不愿意回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工作方式”，新闻稿，2021 年 7 月 13 日。 
15 Pawel Adrjan 等，《持续还是终止？使用在线招聘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程工作的发展》，经合组织生产力工作文件，
第 30 号，2021 年。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是分析包括的唯一一组亚太区域国家，而墨西哥是分析的 20 个国家中唯一符合发展
中国家条件的国家。另见亚太经合组织，《管理灵活工作安排的长期经济影响：亚太经合组织的实践与建议》，2021 年 5 月。 
16 Mariya Brussevich、Era Dabla-Norris 和 Salma Khalid，《封锁政策下，谁将首当其冲？各国远程工作能力措施证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 WP/20/88 号，2020 年。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coronavirus-asia-not-yet-ready-to-work-from-home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a-blueprint-for-remote-working-lessons-from-china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eleworking-in-the-covid-19-pandemic-trends-and-prospects-72a416b6/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40977
https://www.ey.com/en_id/news/2021/07/majority-of-surveyed-southeast-asia-sea-employees-prefer-not-to-return1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will-it-stay-or-will-it-go-analysing-developments-in-telework-during-covid-19-using-online-job-postings-data_aed3816e-en
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21/5/managing-the-long-term-economic-effects-of-the-flexible-work-arrangements/221_ec_managing-the-long-term-economic-effects-of-the-flexible-work-arrangements.pdf?sfvrsn=778c5d11_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0/06/12/Who-will-Bear-the-Brunt-of-Lockdown-Policies-Evidence-from-Tele-workability-Measures-Across-4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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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时损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就业流失。2019 年至 2020 年，亚太区域就业人口比率从 57.7%下降至
55.3%，2021 年仅小幅回升至 55.8%。在阿拉伯国家，就业人口比率从 2019 年的 47.1%降至 2020
年的 45.7%，2021 年仍维持在这一水平。 

26. 在亚太区域，2019 年至 2020 年，就业人数下降了 5,800 万，尽管由于人口原因，工作年龄人口整
体增加了 3,700 万。失去工作的劳动者要么陷入失业，要么退出劳动力队伍。失业人数增加了
1,900 万，而经济不活跃人口增加了 7,600 万，强调了仅分析危机对失业的影响具有误导性。 17 对
于阿拉伯国家而言，2019 年至 2020 年，尽管人口增加了 260 万，就业人口却减少了约 34 万，经
济不活跃人口比失业人口增长得更多，220 万人口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而失业人口增加了 78 万。 

27. 工时损失伴随着劳动收入的重大损失。《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估计，相较于 2019 年第四季度
疫情前的水平，2020 年亚太区域的劳动收入下降了 3%， 18 阿拉伯国家下降了 4.7%。据估计，
2021 年亚太区域的劳动收入有所回升，增长了 2.6%，而阿拉伯国家则收缩了 4.2%。 

28. 在亚太区域和阿拉伯国家，一般性贫困以及在职贫困在几十年的下降趋势后首次上升。由于缺乏有
效的制度化支持，家庭依靠有限的储蓄来满足基本需求或陷入负债。根据劳工组织的估计，2020
年亚太区域处于极端贫困(每天不足 1.9 美元)的工人数量增加了 210 万，总数达 6,450 万(占总就业
人口的 3.5%)。受新冠肺炎危机影响，处于极端贫困或中度贫困(每天不足 3.2 美元)的就业人数增
加了 370 万，达 3.04 亿(占总就业人口的 15.8%)。 19 危机还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在职贫困现象显著
增加；2020 年处于极端贫困的工人数量大幅增加了 64 万，总数达 470 万(占总就业人口的 8.8%)。
另外，由于新冠疫情以及持续的国内冲突，处于极端贫困或中度贫困中的工人数量增加了 77 万，
达 840 万(占总就业人口的 15.8%)。 

29.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企业在危机期间陷入了极度困境。亚太区域的中小微企业雇用了大多数的
劳动力。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自雇人员和员工人数不足 50 人的企业占就业总量 50%以上。
在南亚，这一比例高达 90%。 20 中小微企业尤其脆弱，它们可能资产更少，现金储备更有限，生
产力水平更低。在这两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中小微企业在非正规经济中经营，在经济活动低迷时，
无法获得维持业务连续性所需的政府及其他金融支持。 

30. 有明确证据表明，中小微企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小型企业的工时损失更为严
重。 21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蒙古和越南，2020 年，1 至 4 名雇员的企业工时损失最大，分别为
10.3%、9%和 4.7%，超过了 5 名及以上雇员的企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5 至 49 名雇员企业的
工时损失最大(19.1%)，紧随其后的是 1 至 4 名雇员的企业(14.3%)。(在有数据可查的国家或地区
中)只有泰国 1 至 4 名雇员企业的工时损失小于其他规模类别的企业。 22 

 
17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劳动力市场疲软及其对复苏的意义”，2021 年。 
18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九版)》。 
19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 年趋势》。 
20 劳工组织，《小而重要：自雇人员和中小微企业对就业贡献的全球证据》，2019 年。 
21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八版)》，2021 年 10 月。 
22 劳工组织根据劳工组织统一微观数据的计算结果。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7191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328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240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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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虽然企业遭受了损失，但在有数据可查的 7 个亚太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香港(中国)、日本、
新西兰、大韩民国、新加坡和台湾(中国)中，2020 年和 2021 年的注册破产数量与 2019 年相近或
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23 这表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注册企业似乎能够承受经营活动损失，部分是
由于国家提供了补贴、贷款或其他企业支持措施。然而，来自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企业调查
报告显示，大部分企业已接近现金储备底部，预示着问题即将到来。 24 此外，所有国家的非正规企
业都有可能出现较高的倒闭率。国际贸易中心于 2020 年 4 月至 6 月开展的一项企业调查显示，非
正规企业受疫情影响出现破产的可能性比正规企业高 25%。 25 

32. 在当前危机和复苏过程中，企业或自营职业工人所处的行业影响着就业生存率。在危机的第一年
(2019 年至 2020 年)，亚太区域的就业在私人家庭工人(有雇用人员的私人家庭)所在的行业损失最大(-
14%或 2019 年就业水平的 86%)，该工人类别包括家政工人、安保人员和私人司机(表 2)。尽管许多其
他行业在 2021 年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复苏，但该行业仍未恢复(仍处于 2019 年就业水平的 86%)。 

33. 在亚太区域，其他遭受严重就业损失的行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批发业、运输业、电信业以及艺
术和娱乐业。在阿拉伯国家区域，2020 年受就业损失影响最严重的行业是公共事业、建筑业、住
宿和餐饮服务活动、电信业、房地产活动以及艺术和娱乐业。该地区的制造业与亚太区域的疲软表
现相反，2020 年劳动力实际增加了 3%。 26 

 表 2. 2020 年和 2021 年各行业就业变化指数(2019 年为 100) 

 亚太  阿拉伯国家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农业 98 98  98 97 
采矿业 91 95  103 105 
制造业 97 99  103 100 
公共事业(电力、燃气等) 96 106  97 100 
建筑业 96 104  93 94 
机动车辆维修和批发/零售贸易 99 102  95 98 
批发贸易(机动车辆除外) 94 97  97 99 
零售贸易(机动车辆除外) 99 101  100 102 
运输业 94 94  96 98 
仓储业 100 105  97 100 
邮政和快递活动 97 98  97 98 
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 95 96  88 91 
出版、视听和广播活动 96 97  103 105 
电信业 94 94  94 94 

 
23 数据可访问 tradingeconomics.com。 
24 例如，见“调查显示 57%的中小企业没有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所需的现金储备”，印度媒体 The Wire，2020 年 8 月 10 日。  
25 国际贸易中心，《2020 年中小企业竞争力展望：新冠肺炎大封锁及其对小企业的影响》，2020 年。 
26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业的影响，见劳工组织《2022 年亚太地区就业和社会展望》，即将发布。该报告以行业数据为重点，
倡导政策要注重改善集中在亚太区域的人口密集行业的工作条件，例如农业、零售业和建筑业。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https://thewire.in/business/sme-covid-19-economy-india
https://www.intracen.org/uploadedFiles/intracenorg/Content/Publications/ITCSMECO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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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 103 109  110 118 
金融活动 97 98  116 114 
房地产活动 97 101  86 93 
其他商业服务 97 99  99 100 
公共行政和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98 97  103 103 
教育 97 97  103 100 
卫生和社会工作活动 100 103  108 112 
艺术、娱乐、休闲和其他服务活动 94 95  93 98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按行业模拟估计的就业情况，2022 年 6 月，未发布。 

34. 鉴于世界一些地区消费模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长期存在供应链瓶颈，亚太区域 2021 年制造业生
产仍然低迷。全球消费的严重下滑对制造业供应链上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
与服装和机动车辆生产相关的工作岗位。 27 中国持续实行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
时间延长至 2022 年，特别是在电子和汽车产业。中国持续的不确定性和货运成本的急剧增加可能
会推动全球供应链实现多样化，转向中国之外的供应商，包括东南亚和南亚的制造业企业。 

35. 另外，考虑到两个行业对本报告两个区域中许多国家的重要性，需要对其给予额外关注：服装制造
和旅游业。服装供应链受到了全球消费需求下降和原材料进口延迟的严重干扰，这对南亚和东南亚
一些重度依赖服装出口的经济体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该行业解决了数以百万计工人的就业，特别是
成为了女性工人赖以谋生的方式。 28 亚太区域纺织制造业的就业率在 2020 年下降了 9%，2021 年
仍维持在疫情前水平的 91%。在阿拉伯国家，纺织制造行业的就业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期间增长
了 4%。 

36. 旅游业是这两个区域许多国家，特别是许多太平洋岛国收入和就业的主要来源，在疫情的重创下，
旅游业的崩溃成为危机经济成本的另一个重要传导因素。尽管各国已慢慢重新开放边境，但包括酒
店和航空公司在内的旅游行业企业仍在低位运行。2020 年旅游相关行业的平均工时在越南减少了
4%，菲律宾减少了 38%。旅游业相关工人的工时损失是非旅游业的 2 至 7 倍。 29 

37. 在阿拉伯国家区域，同样需要注意新冠疫情对海湾石油出口国家的特殊影响。经济活动停滞影响了
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减少了国家收入，增加了公共财政压力。从石油产业向私营部门高附加值产业
转移的多样化问题，再次成为海湾国家政策讨论的焦点。 

部分人口群体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  

38. 危机对一些人口群体的影响尤为严峻，其中包括移民、年轻人、妇女、非正规经济工人、残疾人和原
住民。以人为本的复苏需要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给予共同关注。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移民往往是第
一批被解雇的人。许多移民工人经历了工资以及离职补偿等其他权益的不足支付或拒不支付，他们的

 
27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疫苗接种和消费者需求：就业如何通过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2021 年 6 月。 
28 劳工组织，“供应链涟漪效应”，以及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约旦更好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服装业工人视角”，
2020 年 5 月。 
29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与亚太区域旅游业就业”，2021 年 11 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06472.pdf
https://better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COVID-19-garment-worker-perspectives-Jordan.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274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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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因旅行限制而进一步恶化，特别在疫情的早期阶段。 30 同时，移民有时被排除在社会保护计划和
政府出台的紧急措施之外。 31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共同居住场所和宿舍中暴发疫情，移民工人面临着
更高的暴露风险。此外，疫情还增加了污名化、仇外心理和歧视，移民也被指责助长了疾病的传
播。 32 

39. 相似地，阿拉伯国家区域的难民和寻求庇护人员也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因为新冠疫情暴发很容易通
过过度拥挤的难民营和安置点传播，并进一步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 33 在一些情况下，立法使难民
无法获得必需的医疗服务，而许多难民行政状况不规律，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获得医疗服务的资
金资源。 34 由于疫情和职业安全与卫生风险增加而导致的严重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影响，难民人口
在谋生方面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40. 年轻人遭受了疫情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更容易面临教育和培训中断、就业和收入损失，在经济衰
退期间寻找就业尤其困难。 35 在疫情期间，年轻人的就业损失始终高于成年人。2020 年，亚太区
域青年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8.3%，而成年劳动者仅下降了 2.3%(图 2)。阿拉伯国家区域也是如此，
2020 年青年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5.5%，而成年劳动者的就业率保持不变。2021 年，青年和成年
劳动者的就业增长差异仍然存在。 

 图 2. 相较于 2019 年的就业变化，按年龄群体划分(%) 

  

注释：青年指 15 至 24 岁之间的人，成人指 25 岁及以上的人。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根据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 2021 年 11 月的模拟估计。 

 
30 进一步讨论，见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阿拉伯国家移民工人的工资保护”，2021 年；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经合组织
和劳工组织，《亚洲劳务移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调整和政策应对措施》，2022 年。 
31 劳工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护移民工人：对政策制定者和三方成员的建议”，2020 年。 
32 联合国西亚经社会、联合国难民署和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对阿拉伯区域移民和难民的影响：技术文件》，2020 年。 
33 劳工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护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人员的工作权利”，2020 年。 
34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难民署和劳工组织。 
35 劳工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应对亚太区域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年就业危机》，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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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0305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700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326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475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848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3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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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妇女面临着许多与危机相关的具体挑战，这有可能推翻多年来在改善劳动力市场成果和减少不平等
方面取得的进展。在一些经济体中，妇女劳动者在制造业和住宿业等受危机冲击尤为严重的行业占
比过高。此外，因学校关闭而增加的无偿照护需求的不平等分配对妇女也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
响。 36 因此，在危机高峰时期，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亚太区域，女性的就业率损失都高于男性。
2020 年，女性就业率下降了 3.3%，而男性下降了 2.9%。2021 年，女性就业率仍比疫情前低 1.9%，
而男性仅低 0.8%。在阿拉伯国家区域，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就业都比男性遭受了更严重的冲击，
导致该地区本已非常普遍的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就业增长主导了区
域总量，2021 年阿拉伯国家女性就业率比 2019 年高 3.4%，而男性就业率增长了 1.5%。 37 该国
女性就业增长是“沙特化”战略的结果，该战略旨在让女性取代一些行业和职业中的外国劳动者。 

42. 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包括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在新冠疫情前已经存在，但疫情导致了这
种行为发生率的激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新(封锁导致的隔离)旧(与暴力和骚扰，特别是基于
社会性别暴力相关的污名化)因素的叠加，还有无数的案件处于隐蔽状态或未被报告。已经报告了
许多针对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暴力和骚扰。随着许多工人转向远程办公，在线暴力和骚扰的风险有
所增加。此外，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求助电话数量增加。 38 无论工
作中还是家庭中，女性都受到了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不成比例的影响。《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
(第 190 号)为消除劳动世界的暴力和骚扰建立了新的全球标准，因此，该公约的批准和实施可以为
应对这些趋势提供助力。然而，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截至目前，斐济是唯一一个已经批准该
公约的国家。 

43. 在亚太区域，三分之二(68%)的劳动者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在阿拉伯国家区域，该数字略低
(57%)。非正规工人和企业出现被危机政策应对措施遗漏的倾向，导致危机暴发以来，这两个区域
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发生了逆转。据劳工组织估计，在没有收入支持措施的情况下，两个区域非正规
工人的收入在危机的第一个月下降了 22%。 39 非正规工人的贫困情况和脆弱程度加剧，面临严重
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由于缺乏社会保护和医疗保健，许多人除了冒着健康风险继续工作别无选
择。 

44. 在许多国家，残疾人是重要的生产来源。 40 然而，残疾人的脆弱性在疫情期间暴露无遗。残疾人的
健康状况更可能增加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41 此外，他们通常无法确保保持身体距离，在获取相关
信息方面面临障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原有的社会孤立状况还会加重，更容易遭受暴力和骚
扰。 42 

 
36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五版)》，2020 年 6 月。 
37 在沙特阿拉伯，2020 年女性就业估计增长了 23%，而男性就业相较于前一年保持不变。 
38 Jaya Sharma，“在尼泊尔，一条热线成为新冠肺炎封锁期间幸存者的生命线”，世界银行博客，2020 年 7 月 31 日。  
39 劳工组织，“封锁措施对非正规经济的影响：摘要”，2020 年。 
40 残疾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在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从印尼、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萨摩亚的不足 1%到马尔
代夫和瓦努阿图的 5%以上不等。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 
41 世卫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暴发期间残障人士考虑”，2020 年 3 月。 
42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COVID-19)与劳动世界：确保对策的所有阶段的残障融合”，2020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939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9399.pdf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nepal-helpline-serves-lifeline-survivors-during-covid-19-lockdow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534.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Disability-2020-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1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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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同样地，来自孟加拉国、柬埔寨、尼泊尔和菲律宾的证据强调了新冠疫情对土著居民的独特影
响。 43 在获得社会保护、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方面的既有差距和障碍导致疫情对原住人口产生了不
成比例的影响。危机期间，原住民社区还面临着更高的粮食不安全风险，与之相关的是收入和生计
损失以及无法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 

46. 在这两个区域的一些地区，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不利影响，对弱势人口群体和
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突出的例子是菲律宾的“雷伊”台风和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的水下
火山爆发，暴露了该区域在应对这些事件方面的脆弱性。两个区域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冲突和战
争、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困境，加剧了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增加了脆弱性，特别对于已经处
于弱势境况的群体而言。 

支持企业、工人和收入渡过艰难时期 

47. 这两个区域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政策应对措施来支持经济；支持企业生存能力并留住员工；保
护公民渡过危机和复苏期。针对新冠疫情的国家财政政策旨在帮助维持家庭消费，特别是最脆弱家
庭的消费，并促进国内需求和经济活动，这是支持就业和企业的关键举措。但是，许多国家劳动力
市场机构的不足阻碍了应对政策的实施和效能，扩大了既有差距。例如，不足之处包括社会保护体
系向非正规经济工人提供援助的范围，以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对需求激增的能力。 

48. 从大量的新冠疫情政策应对措施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衡量其在支持企业和工人渡过艰难时期方面的有
效性并非易事，特别是考虑到各地支出水平的差异。但是，对现有政策清单的简单梳理可以带来一
些启示。 

49. 在两个区域有可比较数据的 42 个经济体中，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财政政策支出中位数为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 9.4%(图 3)。在香港(中国)和日本等高收入经济体中，应对措施总支出分别占 49.7%
和 69.1%。相反，在老挝人民民国共和国和缅甸，应对措施支出占 GDP 不足 1%。在这两个发展中
国家，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以国际援助作为支撑。在阿拉伯国家区域，石油资源丰富的
海湾国家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持企业和工人，并推出了大众疫苗接种计划。 44 这些国家可能比非
海湾国家恢复得更快，该区域的经济体本已疲软脆弱，疫情加剧了既有挑战。 

 
43 劳工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对土著居民社区的影响：来自土著导航员的洞察》，2020 年。 
44 根据西亚经社会的数据，阿拉伯国家区域的 11 个国家或地区(不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用于社会援助、贷款和税收优惠、社会
保险、劳动力市场、与健康有关支持、金融政策支持和一般性政策支持的财政支出在 2020 年 GDP 中占比中位数为 2.3%。比例较
高的国家包括卡塔尔和巴林，其政策支持分别占 13.8%和 6%。由于数据收集和方法不同，这些数额与图 3 的估计数不存在严格可
比性。见西亚经社会，“新冠肺炎刺激措施跟踪器”。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475.pdf
https://tracker.unescwa.org/


20 重建社会正义，实现以人为本复苏 
第一部分. 重建社会正义，实现以人为本复苏 

 

 图 3. 应对新冠肺炎一揽子财政政策措施总规模(在 GDP 中占比%) 

 
注释：红线表示财政政策支出中位数。一揽子政策应对措施规模包括宣布的以下财政支出：(a) 流动性支持；(b) 新增信贷；(c) 直接长期
贷款；(d) 股权支持；(e) 健康和收入支持；(f) 不细分用途的支出；(g) 其他经济措施。GDP 为 2019 年数据，库克群岛(2020 年)除外。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新冠肺炎政策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估计，2021 年 10 月。 

50. 各经济体之间不仅财政刺激规模存在差异，一揽子财政政策组成上也存在差异，包括流动性支持、
促进信贷、直接长期贷款、股权支持以及政府对健康和收入支持的投资。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
有可比较数据的 37 个经济体中，对企业、家庭和个人分配的收入支持占财政应对政策总规模的中
位数为 28.3%。 45 值得注意的是，5 个国家对收入支持的投入占 GDP 的 75%及以上。这 5 个国家
——阿富汗(近期政权变更前)、不丹、库克群岛、帕劳和瓦努阿图——大多是小型发展中经济体或经
济基础狭窄的经济体。 

51. 社会保护，包括旨在保护就业并维持收入的各项努力，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阿拉伯国家
区域，11 个国家宣布了共计 46 项社会保护措施(截至 2022 年 2 月)，作为新冠疫情应对政策的一部
分。超过四分之一的措施聚焦收入和就业保护，约五分之一的措施提供了住房和基本服务支持(图
4)。 46 相比之下，亚太区域有 40 个国家在疫情应对政策中涵盖了社会保护。亚太区域国家宣布了
共计 377 项社会保护措施，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收入和就业保护(16.9%)和卫生健康(14.8%)。但是，
疫情暴露了许多社会保护计划的脆弱性和缺点，特别对私营部门雇员而言，这与治理和福利分配相

 
45 劳工组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新冠肺炎政策数据库”的估计。 
46 关于阿拉伯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社会保护措施的进一步讨论，见联合国，“中东和北非区域/阿拉伯国家区域应对新冠肺炎
危机的社会保护措施”，2020 年 7 月。 

0%

25%

50%

75%

https://covid19policy.adb.org/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676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6764.pdf


重建社会正义，实现以人为本复苏 
第一部分. 重建社会正义，实现以人为本复苏 

21 

 

关问题有关。此外，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家政工人)在危机期间经历的困难，暴露了持续覆
盖差距的真实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 

52. 危机期间，临时工资补贴计划成为收入和就业保护的关键手段。 47 该区域的政策制定者引入了新的
(或重新设计现有的)工资补贴计划，旨在稳住岗位、维持消费并维系关键的雇主雇员关系。一些亚
太国家对这些计划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例如，据估计，2020 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分别投
入了 GDP 的 12.3%、5.6%和 4.6%，用于实施本国的工资补贴政策。 48 一些国家的工资补贴政策
设计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标——为劳动力市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定向援助。孟加拉国、柬埔寨、印
度尼西亚和萨摩亚等国仅向服装制造业和旅游业等受重创部门提供工资补贴支持，这些部门雇佣了
大量的女性工人。在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日本、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大韩民国、菲律宾
和泰国，政策设计的一个明确组成部分是注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图 4. 应对新冠疫情的社会保护措施分布，按措施类型划分(%) 

 
信息来源：劳工组织，“社会保护监测数据库”。 

 
47 劳工组织，“临时工资补贴”，事实表，2020 年 5 月。  
48 劳工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与就业保护政策：亚太区域的定量分析”，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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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3426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66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108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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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障碍 

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的各个支柱仍存在短板 

53. 本节呈现了两个区域的趋势分析，包括在建立运转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及最终实现具有积极体面劳动
成果的包容性增长方面的关键构成部分。在现有数据限制范围内，评估尽可能地利用 2016 年后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作为本报告第二部分《巴厘宣言》实施评估的量化补充。 49 

54.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实现体面劳动、包容性增长和公正转型的基础仍然薄弱。这些不足使得从新
冠肺炎危机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更具挑战性。危机表明，发达经济体在动员与更有效地运用资源减
轻危机对企业、工人和家庭影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相反，财政掣肘以及疫苗获取和分配能力的不
足，减缓了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复苏步伐。 

55. 但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复苏时间线的并非仅仅是财政能力。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
复苏取决于是否具有运转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机构，包括可以由资金充足的公共服务机构执行和实施
的劳动法和劳动政策。在这些机构中，社会对话机制使三方成员的声音、观点和关切能够反映在政
策内容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对话不是解决这两个区域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挑战的万能良药，但它
对促进包容至关重要，也对为利益相关方的声音体现在知情决策过程中提供机会至关重要。在实现
以人为本复苏方面取得的进展还取决于是否制定了有利于就业的宏观经济、行业和产业政策，以支
持企业复苏和就业创造。 

56. 这两个区域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继续面临结构性障碍，限制了劳动力市场机构的能力，阻碍了体面就
业创造和包容性增长。结果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就业岗位与恶劣的工作条件有关，无法产生稳定的
收入，无法使劳动者及其家庭摆脱贫困。尽管《2030 年议程》目标值得称赞，各国也对制定可持
续发展目标框架和实施战略进行了投资，但无论危机出现与否，该区域的许多人仍然掉队了，其中
包括残疾人、土著民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 

就业创造和企业发展 

57.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只有关于失业率的指标 8.5.2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就业创造水平。 50 亚
太区域的就业率为世界最高，失业率世界最低。但在阿拉伯国家区域，妇女就业机会有限，拉低了
就业率，导致其失业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危机将很多人推向失业，尽管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
时持续减少或转入非活跃状态(见 2.1 节)。预计 2022 年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失业率分别为 4.6%
和 9.2%。这一比率不仅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与 2019 年前的两年相比也是如此。 

 
49 本节讨论的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除指标 1.a.2、指标 4.3.1 和指标 5.5.2 外，都是劳工组织负责的指标，因此可在国际劳工统计
数据库(网址 https://ilostat.ilo.org/data/)中对现有国家进行评估。关于非劳工组织负责指标的数据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全
球数据库(网址 https://unstats.un.org/sdgs/unsdg)中查询。 
50 失业率被认为可以反映创造就业方面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然而，非劳动人口也包括劳动力以外人口，包括可就业
但目前没有就业意愿的人。创造就业一个更直接的指标是就业与就业人口比，尽管这个指标并不完美。此外，在发展中经济体中，
在职贫困现象较为普遍，失业保险体系薄弱，失业率可能不足以反映劳动力市场条件。 

https://ilostat.ilo.org/data/
https://unstats.un.org/sdgs/un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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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自 2020 年疫情暴发以来，就业创造明显受挫。只有阿拉伯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就业人数出现了足
够反弹，2021 年超过了 2019 年水平，增长了 1.7%(934,000 名工人)。就亚太区域整体而言，2021
年的就业人数仍然比危机前水平低 1.2%，流失了 2,300 万工人。到 2022 年，两个区域和除东亚外
所有次区域的就业人数预计都将从危机高峰期恢复。但不幸的是，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就业可能在
增长，但如果就业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问题将持续存在。2021 年，这两个区域及所有次区域的
就业人口比率仍低于危机前水平，这清楚地表明就业创造还未充分恢复(图 5，A 组)。预计 2022 年
就业人口比率仍将低于 2019 年水平。 

59. 人口结构变化发挥了作用。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仍接近 2%。 51 就
业增长速度无法跟上。在亚太区域，仅有一些南亚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太平洋岛国
(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人口增长还保持高位(约 2%)。另一个极端
是，一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日本、黎巴嫩和大韩民国)，或者预计在未来 10 到 20 年内萎
缩(中国和泰国)。劳动力短缺对这些国家的增长前景构成了切实威胁。 

 图 5. 2019-2021 年就业和不活跃趋势，按区域和次区域划分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基于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 2021 年 11 月的模拟估计。 

60. 新冠肺炎危机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劳动力以外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由于新增就业有限以及封锁中
断导致家庭内部责任增加，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亚太区域劳动力以外的人口(也称非经济活跃
人口)数量增长了 6.6%(8,600 万)，阿拉伯国家区域增长了 6.3%(350 万)(图 5，B 组)。这两个区域
以及除东亚(未显示)外的所有次区域中，男性的经济不活跃比率增长均高于女性，但男性经济不活
跃比率的对比起点明显较低。2021 年，亚太区域的女性经济不活跃比率为 56.6%，是男性(26.6%)
的两倍多。在阿拉伯国家区域，女性经济不活跃比率是男性的三倍多，女性为 80.9%，而男性为
24.5%。巨大的性别差异反映了女性承担了不均衡的无偿家庭照护工作负担、性别刻板印象、歧视

 
51 联合国，“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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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因素。不活跃妇女人口的比例已明显较高，任何增加都意味着妇女在劳动力市场进步方面令
人痛心的损失，以及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目标的倒退。 

61. 在所有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衡量标准方面，各国仍远未实现平权。妇女仍然承担着不
成比例的无偿家务劳动和照护责任(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4.1)。在有数据可查的少数几个国家——
中国、斐济、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和大韩民国，妇女用于无偿家务和照护劳动的时间
占 13%至 19%，是斐济、日本和大韩民国男性相应时间的三倍多。类似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女性每天从事无偿照护劳动的时长约为男性的 10 倍。 52 此外，在库克群岛、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蒙古、尼泊尔和汤加，平均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作年龄妇女(1,000 万)从事无偿劳动作为唯一的活动，
而男性相应的比例仅为 41%(或 500 万)。 53 

62. 管理岗位的女性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5.2)仍然很低。在亚太区域(平均 31 个经济体)和阿拉
伯国家区域(平均 6 个经济体)，所有管理岗位的女性比例略高于四分之一。各国性别收入差距各不
相同。在 2019 年有数据可查的 16 个国家中，12 个国家的女性小时工资中位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8.5.1)低于男性。在女性整体小时工资中位数高于男性的其他 4 个国家——约旦、黎巴嫩、菲律
宾和泰国，性别收入差距在某些行业和职业中仍然偏向男性。 

63. 关于不就业、不升学、不接受技能培训(尼特族)的青年比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6.1 通常不被
视为性别平等指标，但考虑到本区域许多经济体，特别在南亚和阿拉伯国家，青年男性和女性的尼
特族比例存在明显差异，这清楚地提醒我们，按性别划分的机会不平等始于早期并延续至成年。此
外，性别劣势在危机期间进一步恶化；两个区域 2020 年有数据可查的 14 个经济体中，除了 3 个经
济体外，其余 11 个经济体危机期间女性尼特族比例的增加均高于男性。 

64.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工人的体面劳动紧密相关，近年来这两个区域劳动生
产力增长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2.1)放缓并不令人惊讶。从长期来看，2010 年至 2019 年相较于
2001 年至 2009 年，劳动生产力增速放缓的经济体(33 个)多于增速加快的经济体(18 个)。但尽管绝
大多数经济体的劳动生产力实现了正增长，这种增长鲜少反映在劳动收入占比(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0.4.1)的提高上。持续依赖低生产性、低工资就业来推动增长是生产力结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
因素。 

65. 2020 年至 2021 年，在新冠肺炎危机的阵痛中，大多数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估计都有所提高(根据
估计数据，51 个经济体中，有 36 个提高了)。在区域层面，亚太区域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增长预计翻
倍，从 2020 年的 1.7%增长至 2021 年的 3.8%，在阿拉伯国家区域，尽管生产力增长仍为负数，
但情况有所改善，从 2020 年的-5.4%增长至 2021 年的-0.2%。考虑到如此多的企业都在艰难挣扎，
疫情对劳动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似乎是违反直觉的。但正如大多数经济体在疫情第一年的情况，当就
业比产出下降更多时，劳动生产力水平是增加的。然而，这种整体数据的确掩盖了表面之下的真实
情况。近来有证据表明，2020 年生产力激增背后具有明显的组合效应，因此，与高生产力的企业
和工人相比，低生产力企业和低薪资工人在生产和就业损失中首当其冲。 54 疫情对不同经济行业的

 
52 劳工组织，《照护劳动和照护就业促进体面劳动的未来》，2018 年。 
53 劳工组织，“每天数百万小时用于无偿劳动：来自亚太区域的证据”，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博客，2020 年。 
54 见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九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33135.pdf
https://ilostat.ilo.org/millions-of-hours-spent-daily-on-unpaid-work-evidence-from-asia-and-the-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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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影响也不尽相同。 55 为了促进以人为本的复苏，有必要注重创造更多生产性行业，特别是在
遭受重创的行业，并投资于新兴的照护经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 

66. 生产力挑战也因广泛存在的非正规现象而变得复杂。非正规就业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生产力和报酬，
以及有限的社会和法律保护机会。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发展中经济体中，非正规就业在总就
业中的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3.1)总体上仍然较高。例如，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
尼西亚、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大约 80%-90%的就业为非正规就业。类似地，在约旦、黎巴
嫩、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也门，非正规就业约占就业总量的一半或以上。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一
些国家或地区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也出现上升，部分反映在自雇就业的增加，包括不断增长的平台经
济。 

67. 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支柱，在阿拉伯国家区域也日益重要。两个区域的绝
大多数经济体一直将国际一体化作为创造更高收入和就业机会的手段。融入全球供应链帮助两个区
域无数国家和行业实现了创造就业、提升技能和技术、改善工资和减少贫困。同时，人们也认识到
全球供应链在职业安全与卫生、工资、工作时间和技能差距等方面存在体面劳动赤字。迄今为止，
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机构、制度和程序来实施和执行国家立法和劳工标准，许多发展中和新兴经济
体通过融入全球供应链而可能获得的潜在益处还未充分实现。最终结果是，融入全球供应链并没有
伴随着增长成果在国内的广泛共享。 

68. 随着一体化的推进，来自其他地方的冲击也越来越多。即使在新冠肺炎危机前，已有证据表明以制
造业主导的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9.2.1)具有脆弱性，容易受到影响。贸易紧张局势、政策不确
定性、效率因素、自动化和自然灾害等都在促使某些企业开始巩固靠近消费者或者靠近产品设计和
技术开发地点的供应链。由于国际贸易的广泛中断，新冠疫情放大了这些脆弱性。即使在生产没有
中止的地方，国际运输网络的中断也影响了原料和货物运输的中间手段。尽管亚太区域的商品贸易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但与未来疫情和可能中断相关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服务贸易也仍远低
于危机前水平。 

69. 因此，新冠肺炎危机正促使一些国家重新评估与国际一体化相关的风险和收益，并研究通过将某一
国家交易商品和服务组合多样化来分散风险的手段。较富裕、出口为主、在全球供应链中融入程度
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和较贫穷、依赖进口、融入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重新调整增长方式的战
略将做出不同反应。前一类国家，包括许多东南亚国家，可以努力采取深化次区域贸易联系，缩短
全球供应链，将生产转向国内市场的政策，作为多样化战略的一部分加强未来经济的韧性和自主性。
同样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阿拉伯国家区域海合会国家已加大力度，并应继续加大力度实现
经济多元化，限制自身对高度波动的大宗商品的依赖，特别是考虑到全球正在向清洁能源和绿色经
济过渡。然而，在阿拉伯国家区域海合会国家和其他经济体，缺乏能够吸纳半熟练工人的强大制造
业，也缺乏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这让经济多元化挑战变得更加复杂。 

70. 教育和技能开发为企业增长提供了进一步重要投入。自 2016 年以来，关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
培训参与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4.3.1，仅亚太区域 12 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区域 1 个国家或地区

 
55 劳工组织，“亚太区域的劳动生产力趋势突出了新冠肺炎的不均衡影响”，2021 年 10 月 18 日。 

https://www.ilo.org/asia/media-centre/news/WCMS_82324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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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进行了一次数据观察报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是惊人的。在新西兰和新加坡，
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报告参与率分别为 57%和 67%。在有数据可查的发展中经济体，只有马
尔代夫(8.6%)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1%)的报告参与率超过 1%。除国家数据外，无数调查和报告
证实，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教育和培训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 56 转为线上学习加剧了原有的不
平等，接触数字技术机会有限的青年学生、残疾人和其他边缘群体只能艰难地改善学习和未来就业
前景。这进一步扩大了技能差距，使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更加复杂。 

71. 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政府对基本教育服务的投资不尽相同(基于 30 个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1.a.2 的可用数据)。 57 一些经济体将年度政府支出约 20%或以上用于教育(香港(中国)、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而其他经济体用于教育的支出不足 10%(巴林、孟加拉国、
柬埔寨、日本、约旦、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和东帝汶)。此外，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支出通常仅
占教育总预算的一小部分。大多数拥有足够数据来评估 2016 年以来趋势的国家表明，教育投资出
现下滑。随着财政能力在当前危机中面临新的压力，人们担心对稳健的教育培训体系的投资将进一
步受挫，尽管一再承认技能开发是劳动世界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58 因此，可以让多边组织和
更多的公私伙伴关系介入该领域，以填补资金缺口。 59 

工作中权利 

72. 新冠疫情凸显了将尊重国际劳工标准作为危机时期保护工人和雇主权利最低标准的高度重要性，同
时也暴露了“业已存在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盲点”。 60 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说明了促进基于国际劳
工标准的法律和机构框架的重要性，当工人和雇主可以自由且有意义地参与影响他们的决策时，结
果会更好、更可持续。在许多国家，疫情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职业安全与卫生对保持工人、雇主乃至
公众安全和卫生的重要性。许多政府正确地将关注点放在工作场所新冠肺炎预防和缓解以及岗位保
留上。但是，这些行动有时是以牺牲最低工作标准(例如忽视工资和工作时间规定)为代价的，或损
害了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例如助长了反工会歧视)。正如劳工组织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
所指出的，经济动荡不是牺牲体面劳动条件的合理借口，也不是政府逃避监督和执行这些最低标准
的合理借口。 

73. 根据 2020 年最新的区域估计，亚太区域仍约有 4,870 万 5-17 岁儿童从事童工劳动(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8.7.1)，阿拉伯国家区域的这一数字为 240 万。 61 尽管这表示自 2016 年以来亚太区域相对

 
56 劳工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 
57 联合国尚未提供政府在卫生健康和社会保护基本服务方面支出的官方数据。 
58 例如，见东盟，《东盟关于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中的人力资源开发宣言及其路线图》，2020 年。 
59 关于与终身学习相关融资选择的进一步讨论，见劳工组织“技能开发的融资和激励措施：使终身学习成为现实？”，2021 年 6
月。 
60 劳工组织，《2021 年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 2020 年报告增编》，大会文件 ILC.109/III/Add. (A)，
2021 年，第 47 段。  
61 劳工组织和儿基会，《童工：2020 年全球估计——趋势和前进道路》，2021 年。 

https://asean.org/book/asean-declaration-on-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for-the-changing-world-of-works-and-its-roadmap/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752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891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75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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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改善，但阿拉伯国家童工的数量出现了上升。 62 鉴于 2020 年以来工时减少，家庭层面的生计
损失和贫困加剧， 63 以及学校关闭，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就面临被迫幼年工作或在危险条件下工
作的风险。另外，从事童工劳动的儿童可能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或工作条件更加恶劣。鉴于危机情况，
如不紧急关注和采取行动，这两个区域可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8.7——到 2025 年消
除一切形式的童工劳动。 

74. 关于工作中的安全和卫生，有限的实施能力、权利和标准的执行不力以及缺乏职业安全与卫生预防
文化，将继续导致大量的职业事故(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1)和与工作有关的疾病。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香港(中国)、澳门(中国)、蒙古、缅甸、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和泰国，每 10
万工人中至少有 3 人受致命性职业伤害影响。 64 近期影响这两个区域数百名工人的工业事故是：孟
加拉国(2021 年和 2022 年)和印度(2020 年和 2021 年)的工厂火灾和爆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
水坝倒塌(2018 年)；和中国的煤矿坍塌(2021 年)。 65 移民工人往往安全和卫生风险更高，特别在
阿拉伯国家区域的海合会国家，移民工人从事的工作大多条件恶劣，非移民国民往往不会接受。 

75. 大多数与工作有关的死亡都源于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特别是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最近的一项
全球研究发现，与工作有关的死亡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人群体中比例过高。 66 确定风险因素
(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并就实施劳工标准和准则达成一致，通过组织和制度改变来减少或消除风险，
从而实现改善。但仅有少数国家能够提供覆盖全民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服务。 

76. 低工资是在职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两个区域各国的平均时薪数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5.1)十分有限，但现有数据表明，低薪就业仍占主导地位。在 16 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中，2019
年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的雇员名义时薪中位数处于 1 美元至 2 美
元之间。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雇员每小时收入中位数低于 1 美元。相反，约旦、基里巴斯、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和泰国的名义时薪中位数较高(2 美元至 6 美元)，大韩民国则高达 18.2 美
元。 67 国家工资差距是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至低收入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个因素。压低
成本的方法包括压低工人工资、分包工作以及强制要求灵活工时。法定最低工资现如今在服装行业

 
62 同时，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现代奴隶制受害者位于亚太区域，相当于 2020 年有 2,930 万人。虽然亚太区域的现代奴隶制人员数量
最多，但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奴隶制发生率最高，为 10.1‰(亚太区域为 6.8‰)。劳工组织、自由行走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
《2021 年现代奴隶制的全球估计：强迫劳动与强迫婚姻》，2022 年。 
63 童工劳动伴随着贫困，因为家庭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维持生存。一些研究表明，贫困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童工劳动将至少
增加 0.7%。 
64 指标的数据限制十分重要：没有能力收集职业安全与卫生相关统计数据的国家，往往是最容易发生伤亡的国家。 
65 “孟加拉国工厂火灾工人被锁在里面，导致 52 人死亡”，美联社新闻，2021 年 7 月 9 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水坝倒塌：
许多人担心因洪水袭击村庄而死亡”，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8 年 7 月 24 日；“古吉拉特邦工厂爆炸导致纺织仓库倒塌，12 人
死亡”，《印度快报》，2020 年 11 月 5 日；“吉古拉特邦潘恰马哈尔区化工厂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 7 人”，《印度时报》，
2021 年 12 月 18 日；“中国矿山救援：山东省救援发现 9 人死亡”，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21 年 1 月 25 日。 
66 世卫组织和劳工组织，《2000-2016 年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和伤害负担联合估计：全球监测报告》，2021 年。 
67 相反，2020 年在大韩民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时薪明显较低：初级职业雇员为 10.8 美元，农业和渔业熟练工人为 12.7 美元，
服务业和销售人员为 13.7 美元。见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 

https://apnews.com/article/business-fires-bangladesh-19a033b8302726a5ff018edbbd5b5a2b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44935495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44935495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cities/ahmedabad/12-killed-in-gujarat-after-blast-in-factory-leads-to-textile-godown-collapse-6949366/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ahmedabad/death-toll-rises-to-7-in-chemical-factory-blast-in-gujarats-panchmahal-district/articleshow/88358230.cms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55793578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3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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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些行业很常见，但合规问题仍普遍存在。 68 许多低收入工人利用加班来抵
消低薪，进一步引发了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 

77. 压低工资还有其他后果，包括收入不平等加剧、生产力下降、政府收入减少以及经济增长有限。新
冠肺炎危机的早期证据佐证了工资的下行趋势。 69 在危机期间，一些国家的工资增长越来越集中在
工资最高的群体中，工资差距随着年龄、教育水平和非正规性等因素扩大，在危机高峰期，各国内
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70 另外，阿拉伯国家中海合会国家移民工人的低收入限制了劳动力市场国有
化政策的有效性，私营部门雇主不愿意雇用保留工资很高的国民。移民工人被排除在许多国家的最
低工资立法之外， 71 鼓励了对他们的剥削，反过来又影响了国民就业，阻碍了多元化进程。 

78. 该区域的许多国家建立或加强了最低工资，试图遏制不正当的低工资现象。但企业在危机期间面临
的经济困难可能增加对最低工资调整的阻力，从而使定期调整进程中断。一些定期进行最低工资调
整的国家在 2020 年暂停了程序(例如柬埔寨和缅甸)，而其他国家则提议 2021 年不进行最低工资调
整，以刺激企业复苏(例如越南)。 72 在次国家层面，在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地方政府推翻了法令，
冻结了 2020 年最低工资。 73 如果在三方机制下达成一致 74，并且是为了应对许多企业面临的业务
连续性困难，推迟最低工资调整可能被视为合理的危机应对措施，特别是在无法获得临时工资补贴
的情况下。但前提条件是各国已从其他国家保护措施中受益，为低工资工人渡过危机提供缓冲。例
如，柬埔寨政府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缓解了对服装业工人的打击。但是，在所讨论的两个区域，社会
保护体系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并受到覆盖面巨大差距的限制。 

79. 许多国家在 2021 年恢复了最低工资审议，此后实施了工资增长，考虑到两个区域通货膨胀压力增
加，这一点尤为重要。然而，在这两个区域，许多情况下，工资确定机制并未充分通过三方机制达
成，这可能打破经济活力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社会对话 

80. 社会对话的主要目标是在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时期，促进劳动世界主要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共识和
民主参与，例如在当前情况下，社会对话机制对于支持调和相互竞争的利益并建立对危机缓解政策
的信任尤为重要。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许多国家，仍不具备成功有效的社会对话条件。雇主

 
68 Matt Cowgill 和 Phu Huynh，“亚洲服装业的最低工资合规情况”，亚太服装和制鞋业研究报告第 5 期(劳工组织，2016 年 8
月)。 
69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工资和最低工资》，2020 年。 
70 劳工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与工资不平等加剧：泰国和越南的趋势和挑战”，2021 年 1 月。 
71 值得注意的意外情况包括卡塔尔，该国最近颁布了适用于移民和国民的非歧视性最低工资立法，并且基于劳工组织的技术分析。
此外，最低工资在巴林适用于公共部门的所有工人，在科威特适用于私营部门工人。相比之下，约旦对移民和国民适用不同的最
低工资标准。关于进一步讨论，见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的最低工资和工资保护：为国民和移民工人确保一个公正制度”，
2019 年。 
72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Kim Loan，“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提议 2021 年不调整地区最低工资”,《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2021 年 3 月 4 日。 
73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 
74 一些国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例如在越南，越南劳工总工会拒绝参加国家工资委员会将地区最低工资增加推迟至 2021 年的投票。
工会提议推迟谈判，直至获得更多关于疫情的信息，但该提议被拒绝。见劳工组织，“供应链涟漪效应”。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0953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253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982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60002.pdf
https://en.baochinhphu.vn/molisa-proposes-no-adjustments-to-regional-minimum-wage-in-2021-111405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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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仍然面临各种障碍，无法行使结社自由以及参与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一些国家，
社会对话机制通过并未有效发挥作用的非常设机构实施。 

81. 尽管该区域各国关于遵守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的数据仍然有限， 75此
处可以考虑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批约趋势。 76 这些公约的批准率总体较低。在 48 个亚太和阿拉伯
国家中，仅有 17 个国家批准了全部八项基本公约，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实施进展仍然缓慢，
本报告第二部分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 77 

82. 监督机构在亚太区域的多个成员国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一些国家发现了严重并且持续存在的基本标
准实施问题，特别在自由结社以及劳务移民和强迫劳动方面。 78 行使结社自由权利的困难进一步反
映在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会入会率较低上(平均从 2%到 10%不等)。 

社会保护 

83. 自 2016 年以来，大多数有数据可查的国家显示，享受至少一项社会保护待遇覆盖的人口比例(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 1.3.1)呈上升趋势。然而，在亚太区域(44.1%)和阿拉伯国家区域(40%)，2020 年
社会保护覆盖率不足一半，而中低收入国家的覆盖率仍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 79 低覆盖率与社会
保护投资严重不足和大量非正规部门仍处于社会保护体系之外有着密切关系。现行制度大多适应有
偿就业和稳定就业工人的特点，难以适应该区域以脆弱就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其中包括主要在非
正规部门工作的自营职业者和家庭帮工。 80 即使在拥有雇主雇员关系的工人群体中，发展中经济体
仍以就业高度无保障的工作安排为主。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合同工人，包括临时工/计日工。
结果是，在这两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只有少数工人向社会保护制度缴费。 

84. 疫情影响暴露了覆盖面不足，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政策行动，向弱势人口群体，包括就业形式不稳定
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和男性提供支持。挑战将是如何保持势头并确定财政手段和机构能力，在后
疫情环境中永久性将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口群体。 

 
75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为“国家遵守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文本来源和国家法律的劳工权利(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程度，按性
别和移民身份分列”。 
76 在 2022 年 6 月举行的第 110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纳入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决
议。在现有的八项核心公约中相应增加的两项新公约是《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
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 
77 孟加拉国于 2022 年 3 月批准了《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是最新批准劳工组织全部八项基本公约的国家。截至
2022 年初，这两个区域中 23 个经济体批准了《1984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29 个经济体批准了《1949 年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大韩民国于 2021 年成为最新批准这两项公约的国家。这两项公约的批约率仍远低于
其他地区。见本报告第二部分第 4.1.1 节。 
78 劳工组织，《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报告：总报告和有关特定国家的观察意见》，大会文件 ILC.108/III(A)，2019 年。 
79 相比之前，欧洲和中亚的区域平均数为 83.9%，见劳工组织，《20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2021 年，以及区域配套报
告。 
80 许多现行的社会保护体系在治理、待遇给付和满足会员需求方面也面临挑战，就移民工人而言，他们通常被排除在大多数社会
保护制度以外，除非输出国和目的国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了具体协议。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71%2F313&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71%2F313&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616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757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orld-social-security-report/2020-2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orld-social-security-report/2020-2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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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公正过渡 

85.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经历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越来越快，包括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干旱和洪水。预
先构建气候复原力比灾害发生后再应对挑战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挽留生命和就业。 81 然而，很少
有国家能够对气候减缓或促进向可再生能源过渡进行充分投资。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最新数
据，2020 年有 1,200 万个可再生能源就业岗位，其中 39%位于中国。 82 这一数字逐年增长，但如
果所有国家实现《巴黎协定》中的能源过渡目标，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 1.5°C，将产生 1.22 亿个
工作岗位(4,300 万个可再生能源岗位)，与之相比，2020 年的数字仍然很小。 

86. 随着气候挑战加剧，需要采取战略行动来实现“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
渡”。 83 这可能包括法规和激励措施以及公共投资战略，当然也将包括劳动力市场激活和社会保护
政策，以支持工人完成过渡(见下文第 3.1 节)。 84 

财政劣势对应对劳动力市场中断的能力构成明显障碍 

87. 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两个区域的大多数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以支持企业和工人并保障生计。财
政刺激措施往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台，导致了大量政府赤字，增加了债务在 GDP 中占比。考虑
到随着危机持续，财政支持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近通货膨胀带来的额外挑战，
特别对于财政空间有限的低收入国家而言，存在着巨大的财政不稳定风险。 

88. 在使用财政刺激措施抵消新冠肺炎危机的一些影响方面，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存在着明
显劣势。劳工组织地区局发现，亚太区域的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不足以抵消 2020 年前三季度总工
时损失的 60%(以全职就业当量计算)。 85 在东亚，财政刺激当量缺口约占工时损失的三分之一，而
在东南亚，约占工时损失的一半。财政缺口在南亚最大，工时下降(16.2%)仅获得了相当于 2.3%的
财政刺激量，缺口达 86%。在阿拉伯国家，宣布的财政刺激措施约占工时损失当量的 25%，表明
也存在相当大的财政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海合会国家的财政空间极其有限。 

89. 财政刺激缺口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所谓“双速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填补刺激缺口
需要紧急动员官方发展援助、深化多边合作、加强国际团结，以支持国家将公共资金优先用于医疗
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以满足加速推进疫苗接种，改善就业和收入支持措施结果的需要。 

3. 激活以人为本复苏的区域优先事项  
90. 2016 年，借助通过《巴厘宣言》，三方成员确定了两个区域的优先工作领域。在此期间，经历了

新冠肺炎危机，劳动世界的一些问题被移至《全球行动呼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包容性、可持
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复苏》设想的加速行动清单的首要位置。例如，危机提高了对以下方面的认

 
8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 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2022 年。 
82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劳工组织，《可再生能源与就业：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 
83 劳工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2015 年。 
84 劳工组织，《东南亚的公正能源过渡：淘汰煤炭对就业的影响》，2022 年。 
85 更多细节和衡量方法，见劳工组织，《2020 年亚太地区就业和社会展望》。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1/Oct/Renewable-Energy-and-Jobs-Annual-Review-202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3285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57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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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社会保护体系和企业支持的重要性；将劳动保护扩大到所有类别的工人和经济单位的必要性；
构建强大劳动力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工人安全和卫生在业务连续性中的关键作用；多边和地方团结
在提供疫苗及其他预防措施等基本服务以及促进韧性方面的力量。 

91. 从危机对策中吸取教训并平衡政策领域的优先事项，以实现以人为本复苏，并对两个区域所有人的
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产生持久影响，显然是一项挑战。确立劳工组织行动的区域优先事项，推动
实现以人为本复苏，两个区域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对此构成了阻碍。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报告提
出了三方成员共同承诺中的三个广泛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在日益不稳定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情
况下，塑造有韧性的劳动力市场和真正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广泛主题包括
(a) 建立机构框架，支持向正规经济过渡和体面劳动；(b) 加强保护和韧性基础；以及(c) 重振生产
力增长和技能，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3.1. 支持向正规过渡和体面劳动的制度框架 

92. 促进过渡是《百年宣言》的一个重要主题，强调了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支持人们完成在整个职业生
涯中作为社会生产性成员所面临的过渡。这包括建立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护政策，以支持工作过渡
(在不同职业和/或行业流动)以及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状态(进入和退出)之间的过渡。后一类型的过渡
包括初次进入劳动世界的年轻人；脱离劳动力市场进入退休的老年劳动者；以及在一段时间内脱离
劳动力市场并在以后重新加入的其他劳动者。暂时脱离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包括母亲以及受自然灾害
或冲突影响的群体。这两个区域另外一种需要特别注意的过渡是由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过渡。 

93. 非正规经济的脆弱性从未像在当前疫情中如此凸显。由于缺乏与非正规经济相关的紧急援助类社会
保护、公司注册和就业关系，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渠道将工资和收入支持扩展到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
域的大多数工人和经济单位。无法获得机构性资源、非正规单位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足且依赖面
对面交易、用水和卫生条件恶劣以及骚扰风险等都使情况更加糟糕。 

94. 这两个区域的一些国家迅速调整现有的社会保护计划和现金转移支付设施，将福利待遇扩大至非正
规工人和企业。从长远角度降低非正规工人和企业的脆弱性如今已成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目的是
恢复经济包容性和社会韧性。需要立即着眼于正规化，这不是法律和秩序问题，也不是赚取政府收
入的机会，而是对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发展进行投资。但两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都缺乏从非正规经济
向正规经济加速过渡的明确战略。在《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的
指导下，正规化的综合战略将正规化目标置于广泛的政策领域，包括与就业增长、社会保护、监管
框架、企业发展、技能开发以及合规和执行等相关的领域。 

95. 加快向正规经济过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村地区体面劳动提供支持。在亚太
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农村经济的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雇用了约 10 亿名男性和女性工人(占所有工
人的一半)。 86 然而，这些农村工人中有太多人面临就业不充分和低薪问题，加上获得社会和法律
保护的机会有限，共同造成了农村贫困。大多数童工劳动也是出现在农村地区，发生率比城市地区
高三倍。为了克服地域不平等，促进农村地区的体面劳动，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实体和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省级机构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支持农村劳动力和提供稳健的金融服

 
86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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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能力，这对农村企业的可持续性和增长至关重要。 87 社会互助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促进包容
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业和人人享有体面劳动以及缩小不平等带来了希望。 88 

96.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人口状况具有多样性，可能影响具有针对性的劳动力市场过渡支持措施的
优先顺序。一些经济体仍然以青年人口为主，包括阿拉伯国家、太平洋岛国和南亚的许多国家，而
例如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经济体已经步入老龄化状态。 89 对于年轻社会而言，劳动力市场挑战可能
与经济创造就业和吸收大量年轻就业人员的能力有关。而快速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涉及医疗保健和长
期照护体系压力、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缺口等问题。支持所有人完成未来工作过渡需要强有力的劳
动力市场机构和社会保护体系，伴随人们不断尝试在劳动力市场进出切换。 

97. 与过渡主题相一致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是劳务移民。两个区域在疫情过程中的经验表明，尽管移民工
人在维持一些国家经济正常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成为新冠疫情期间最脆
弱的群体。未来，需要在制度层面解决结构性缺陷，加强政策和法律框架，同时适当关注移民工人
的住房改善和工资保护，实现其与国民的平等待遇，并提供社会保障覆盖。其他优先事项包括通过
技能开发和认可等加强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流动性；增加移民工人的发言权；在法律上承认家
务劳动是工作；确保公平招聘；促进返乡人员可持续地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加强双边、区
域和国际合作。 

98. 为了确保工人和企业，包括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和企业实现更好的公正过渡，需要制定积极且有针
对性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并加强就业服务。在新冠疫情之后，具有针对性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和响应
及时的就业服务机会增加，对工人、求职者和雇主为经济复苏做好准备至关重要。包容性和社会性
别敏感性方法可以加速复苏，并鼓励在向体面劳动过渡中面临障碍的人员参与劳动力市场。 

99. 在冲突和自然灾害导致的危机背景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过渡至关重要，对于国内流离失所
的人员和难民而言也是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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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导下，需要通过社会对话制定一项多管齐下的综合战略，通过即时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措施，优
先稳定生计和收入，同时促进技能并保障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更加注重发展的方法，
吸引人道主义、和平和发展力量参与，以加强公共体系，提供更多基本社会服务并增加获得体面劳
动的机会。上述努力将促进向和平的过渡，预防未来危机，加速复苏并增强韧性。 

3.2. 社会与就业保护和韧性的坚实基础  

100. 当工人、企业和家庭对未来的健康、收入和前景感到安全时，他们才能够兴旺发达。当个人和公司
通过有利于稳定的政策和计划获得支持时，将产生对未来投资所需的信心和可预测性。劳动力市场

 
87 本着这一精神，2021 年 9 月宣布了体面劳动和生活收入联盟，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劳工组织牵头，由美国援外合作社提供
支持，以提高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及其家庭的体面劳动回报。 
88 劳工组织，《关于体面劳动与社会互助经济的决议》，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 
89 老龄化指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占 14%或以上。截至 2006 年，日本被认为已经达到超老龄化状态，其人口中老年人口超过 20%。
到 2025 年，香港(中国)和大韩民国预计也将进入超老龄化状态。类似地，新加坡预计将在 2030 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泰国也将
紧随其后。见联合国“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487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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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基础是政策和计划能够确保收入和消费的充分稳定性，即使面对波动也能实现经济发展。 90 
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工人和中小微企业仍然无法获得基于工作的社会保护和就业保护，而家庭通
常仍然承担经济参与的全部风险。由一般性收入资助的社会保护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不足以为整个生
命周期提供最低保护标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机构进行更大规模、更有效率的投资，努力为该区域
所有个人和公司加强经济稳定性，仍然是以人为本复苏的首要任务。 

101. 与此前的危机一样，新冠疫情彰显了各国拥有精心设计、协调一致的社会保护体系的价值，即在困
难时期可以迅速向人们伸出援手。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对社会保护体系服务需求的激增，使各国产
生了“机不可失”的紧迫感，不是把它看作紧急或过渡措施，而是使有效的社会保护成为以人为本
的复苏途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必须更好地阐明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保护工具，并深化
投资，以建立全面、普遍、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保护体系，在整个生活和工作过
渡期为全体人民提供充足的福利。 

102. 但是，扩大对社会保护的投资需要适当的财政资源，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发
起了“促进公正转型的就业和社会保护全球行动加速器”倡议(“全球加速器”)。 91 “全球加速器”
的目标是创造至少 4 亿个就业机会，包括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照顾经济领域(后文讨论)，并将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扩大至目前未被覆盖人口的 50%。在这两个区域，社会保护支出远低于全球平均
水平，动员所需的财政资源必须继续或启动深入的公共财政改革，动员多边支持，研究和传播扩大
社会保护覆盖所有工人及其家庭的良好做法，包括移民工人和就业形态不稳定的工人。让更多的企
业和工人进入正规经济领域是通过扩大税基来扩展财政空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103. 国际劳工标准包含了在应对危机的情况下保障体面劳动的具体指导，包括在新冠疫情框架下仍然适
用的指导。作为最新的标准之一，第 205 号建议书在绝大多数三方成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强调了
危机响应需要确保尊重全部人权和法治，包括尊重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以及国际劳工标准。 

104. 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包括暴力和骚扰)、工作时间、每周休息和年假规定，以及工资政策是国际劳
工标准的部分领域，这些领域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重要。 92 危机突出表明，健康权的重要性在
政策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并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有关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国际劳工标准的重要
性，进而推动了 2022 年 6 月国际劳工大会上将职业安全与卫生列入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
利决定的通过。 93 

105. 此外，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很大，围绕某些劳工标准的实施有时出现紧张。一些政府和社会伙伴
同意采取临时措施，以放松某些法律规定的义务，使企业能够实施灵活的工作安排。 94 尊重国际劳
工标准的关键条款至关重要，能够确保工人、雇主和政府在适应新冠疫情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保持

 
90 美国家庭健康国际组织，《促进经济稳定的创新集合》，2018 年。 
91 联合国，“秘书长政策简报：投资于就业和社会保护，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复苏”，2021 年。 
92 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十分之六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认为发展安全和健康能力是重中之重。劳工组织和国际雇主组织，《雇主
和企业会员组织全球调查：新冠肺炎的内部影响和对策》，2020 年。 
93 见脚注 74。 
94 劳工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通用政策措施的快速参考指南》，2020 年。 

https://www.fhi360.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resource-interactive-innovation-atlas.pdf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ecretary-generals-policy-brief-investing-jobs-and-social-protection-poverty-eradicatio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937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937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47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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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劳动。 95 未来，制定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措施必须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紧密联系，同时尽力
预防工作条件的恶化。 

106. 为了促进经济蓬勃发展，企业层面也需要政府支持，包括临时工资补贴等形式的援助。疫情和由此
引发的封锁措施可能将企业推向破产，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全球至少 40 个国家采取了
“临时工资补贴”，作为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一部分来抵消危机影响。 96 工资补贴帮助企业保留技能
工人，支持封锁结束后的生产恢复，为工人提供至少部分的正常工资，尽管一些工人不得不削减工
资。对于低收入工人而言，由政府制定或通过集体谈判达成的适当水平的最低工资，有助于防止工
资螺旋下降至过低水平，为预防贫困提供了缓冲。  

107. 支持业务连续性是大多数政府新冠疫情一揽子救济方案(见第二部分第 2.2 节、第 3.6 节和第 5.2 节)
的关键支柱，在此之前，也是受自然灾害或冲突影响的国家复苏方案的核心要素。在资金有限时，
鼓励政府将相关干预措施用于支持所在行业遭受重创的中小微企业，包括女性拥有的企业和非正规
部门企业。维持支持措施直至经济增长恢复，同时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和抵御未来冲击的韧性，需要
收集一些证据，确定最行之有效的措施，用于支持业务连续性和保留工人，并与私营部门合作以及
通过多边合作实现支持措施常态化。 

108. 在危机情况下，政府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基于尊重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的合作和
社会对话，可以加速社会经济复苏。该区域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拥有强有力的社会对话结构或举措
的国家，成功地利用社会对话进程塑造了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响应。在疫情初期(2020 年 3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约 67%的亚太国家和 43%的阿拉伯国家在政策响应过程中开展了社会对话。 97  

109. 这两个区域国家的社会对话成果主要关注保护就业和工资(例如，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大韩民国、
新加坡和斯里兰卡)；调整工作场所安排(澳大利亚)；在企业中建立职业安全与卫生程序(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扩大社会保护(澳大利亚和日本)；维持企业(大韩民国)；在复苏阶段促进技能开发(新
加坡和越南)。 98 此外，三方协商达成的工人工资战略在行业层面十分有用，包括在孟加拉国、缅
甸和斯里兰卡受严重影响的服装行业。 99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社会对话成果在一些国家受到了
限制，不仅仅因为政府不愿意参与政策响应方面的社会对话，还因为社会伙伴的参与能力有
限。 100 其他制约因素包括各方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专门针对非正规经济、移民工人和自雇人员方
面的限制。 

 
95 正如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所强调的那样，危机并未中止已批准的国际劳工标准所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需在明确界定
的合法性、必要性、适当性和非歧视性范围内行使义务；见劳工组织，《2021 年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
员会 2020 年报告增编》，大会文件 ILC.109/III/Add.(A)，第 49 段。 
96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 
97 劳工组织，《高层社会对话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治理工具：全球和区域趋势和政策议题》，2020 年 10 月。 
98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年后的社会对话：聚焦成果》，2021 年 6 月；劳工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通用政策措施的
快速参考指南》。 
99 劳工组织，“供应链涟漪效应”。 
100 Michele Ford 和 Kristy Ward，“东南亚工会应对新冠肺炎压力”，《国际劳工研究杂志》2021 年第 10 卷第 1-2 期：第 82-89
页；劳工组织，《高层社会对话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治理工具》。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dialogue/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590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dialogue/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252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00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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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在危机期间，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都采取了非常规措施来支持三方成员。工人组织尽最大努力保障
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为陷入困境的移民工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收入和福利连续性谈判达成双方
协议；并与国际品牌等其他参与方共同缓解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雇主组织积极与会员和
非会员接触，改善工作场所安全，并激活业务连续性措施，同时也重新审视自身价值定位，调整服
务组合。但社会伙伴双方都面临着挑战，在扩大服务及其在政策倡导和社会对话中作用的同时，也
在努力增加会员。越重视通过社会对话促进基于共识的政策，经济复苏越有可能在基于国际劳工标
准的劳动力市场治理框架下实现，以抵消可能阻碍复苏进程的冲突。加强社会伙伴有效开展社会对
话的能力，以及投资于社会对话机制和集体谈判，对于为该区域的安全和韧性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必不可少。 

3.3. 重振生产力增长和技能开发，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 

111. 坚决注重加速生产力增长和创造更多生产性就业是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具有韧性的以人为本复苏
的关键。如果成果可以公平共享，生产力提高可以推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并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
工资。进而将提高生活水平，帮助扭转危机期间出现的工作贫困不利趋势。在后疫情时期，生产力
仍然是这两个区域追求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基础。 

112. 重振生产力增长必须为最脆弱的企业提供支持，即从在危机中遭受不成比例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着手。
提高中小微企业可持续性和生产力的相关措施，不仅应考虑短期内在持续的疫情相关限制和不确定
性的情况下，放宽业务运营，还应关注中长期改革。 101 对中小微企业营商环境的结构性改善包括
放宽创办企业和发展企业规模的法规；利用数字技术简化业务登记并扩大电子商务；促进融资便利
化；促进鼓励正规化的税收改革；为中小微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寻找新的机遇。 

113. 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发展也可以提高生产力。新冠疫情凸显了拥有强大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以及可以
高效生产和分发疫苗和医疗设备的制造和物流体系是何等重要。危机前在这方面已处于有利地位的
国家能够更好地将经济和业务活动中断降至最低。跨越危机着眼于长远，高质量道路、港口、交通
网络、物流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将促进包括中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扩大进入
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机会，创造更多生产性就业岗位。发生冲突和自然灾害后，就业密集型基础设施
投资可以帮助当地经济迅速重启生产性活动。 

114. 提高生产力的另一项关键战略是重新重视经济结构转型。改善教育和培训并逐渐将数以百万计的工
人从低生产力的农业逐步转移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与这两个区域危机前的生
产力增长和经济成功密不可分。塑造了当今世界的疫情和其他变革，为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进
程以及培育能够提高生产力并创造数以百万计就业岗位的新兴行业提供了机会。 

115. 照护经济可以成为一个关键部门，在创造生产性就业的同时，促进落实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呼吁的性
别平等变革议程。全世界有 6.47 亿工作年龄的女性和男性因家庭照护责任而离开劳动力市场。 102 
无偿照护劳动以及缺乏可获得的、可负担的专业照护服务和休假政策构成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

 
101 劳工组织，“可持续企业的有利环境与后疫情时代的快速响应”，2020 年。 
102 联合国，“秘书长简报”；基于劳工组织《照护劳动和照护就业促进体面劳动的未来》中采用的方法，2018 年，全世界因照护
责任而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在亚太区域达 4.42 亿，在阿拉伯国家区域为 2,900 万。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03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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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障碍，这表明，刺激业务创新和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尚未充分开发。在疫情期间，学校关闭和有
限的流动性导致无偿照护劳动激增，这通常由女性承担，导致过多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加剧了劳
动世界的性别不平衡。 

116. 危机还凸显了照护体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医疗保健、儿童照护和长期护理行业。护理行业的有偿
劳动者和志愿者多为女性，她们工作在第一线，冒着健康风险为需要的人服务。但是，她们的贡献
仍然被严重低估，她们的工作也得不到报酬。通过促进照护工人的照护假期和体面劳动以及促进家
庭更加公平地分担照护责任等方式对照护经济进行投资，这将把更多的女性人才推向工作场所，从
长期来看培养一支更加健康、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队伍，从而刺激生产力发展。这也将有助于实现
工作中的性别平等，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7. 另一个充满希望的部门是绿色经济。向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过渡可以为该区域创造数以百万计的
体面劳动岗位，帮助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另见第 85 段和第 86 段)。 103 促进绿色部门的体面劳动并扩
大绿色基础设施可能对农村经济尤为有益。考虑到支持能源转型将意味着化石燃料行业的就业机会
减少，因此需要通过尊重劳工标准的支持性人力资源政策来管理转型。可以通过三方协商和有意义
的社会对话进程建立共识来实现公正转型。 

118. 新冠疫情已凸显了技术正在改变社会和劳动世界以及促成新业务创新的方式。新的数字应用程序为
接触追踪、疫苗登记和社会福利发放提供了支撑。通信和协作式技术为远程办公提供了便利，帮助
在封锁期间保持一定程度的业务生产力和连续性，还可能对工作环境带来长期变化。经济活动加速
向在线平台转移，为无数的企业家和企业创造了新的电子商务机会。认识到数字转型可以为生产以
及私人和公共服务带来潜力，关键是要采取以人为本的技术发展战略，包括修订监管框架。只有这
样，才能确保复苏的韧性以及劳动世界的未来对所有人的包容性。 

119. 劳动世界的中断和变化共同提高了技能提升体系的重要性，可以让工人面对劳动世界未来过渡时做
好准备并保持敏捷性。雇主未来的技能需求将越来越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并运用职业安全与卫生规定，
以及强大的数字技能和核心技能，能够熟练地与新技术进行协作，还需要具备从事照护经济和绿色
经济的技术能力。尽管疫情突显了技能提升和技能再培训的重要性，但在这两个区域的许多国家，
稳健的培训体系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暴露了与数字鸿沟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中持续存
在的不平等，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新冠肺炎初次暴发时无法进行远程学习。 104 不平等现象不仅
与数字基础设施有关，还与学习者参与在线和数字学习的准备度和能力有关。 

120. 为了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技能和终身学习生态系统必须成为经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同时还要解决技能性别差距问题。培训机构和雇主之间的深入接触(包括通过行业技能
委员会)对于更好地预测未来技能需求、提高劳动力市场情报质量、确保培训的响应能力和相关性

 
103 劳工组织，《技能实现绿色未来：全球视野》，2019 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劳工组织。 
104 无法通过数字和广播远程学习的学生比例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 19.6%，在南亚为 37.6%，在中东和北非(联合国儿基会区域划
分)为 40.2%；见联合国儿基会，“新冠肺炎：儿童能否在学校关闭期间继续学习？”，2020 年 8 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2214.pdf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remote-learning-reachability-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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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过高质量学徒制等加强工作场所学习至关重要。 105 此外，数字技术实现培训体系的现代化
为满足对在线学习和终身学习日益增长的需求、惠及更多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了重要机遇。为
了支持年轻的求职者以及处于不同职业阶段过渡期的成年劳动者，劳动力的技能提升和技能再培训
措施必须伴随着对公共就业服务的投资，以缩小技能差距，并帮助雇主满足技能需求。 

121. 在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的支持下，重振生产力增长和技能开发可以促进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加强劳动力市场机制是支持生产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促进工人和企业朝着数字行业、
绿色行业和护理行业等成长型行业中的生产性机会过渡。 

4. 下一步工作 
122. 作为新冠疫情暴发后的首次集会，第 17 届亚太区域会议为政府、雇主和工人提供了重要机会，在

《百年宣言》和《全球行动呼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的框架下，根据总干事的
设想，确定具体的区域行动优先事项。 

123. 新冠肺炎危机使最脆弱的人口群体甚至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并暴露了这两个区域过去增长模式和发
展政策的不足以及就业、卫生健康和社会保护体系的弱点。危机还进一步加剧了两个区域本已面临
环境和社会不平等最恶劣影响群体的健康和收入不稳定。 

124. 这两个区域的危机升级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需要对全世界弱势群体的困境给予
更多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2021 年《全球行动呼吁》中三方成员的要求，劳工组织在指导实
现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复苏中的领导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为履行《全球行动呼吁》
的义务以及根据《2030 年议程》的目标，劳工组织必须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国家层面的合作，推动
有利于就业的增长、可持续发展企业、全民社会保护、社会对话和工作中的权利成为国家复苏战略
的必不可少的成果。 106 在劳工组织乃至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支持下，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于 2021 年 9 月宣布的“全球就业和社会保护加速器”倡议也为这些政策优先事项提供了支持。 

125. 注重伙伴关系十分关键。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劳工组织必须在多边体系下开展工作，包括通过创
新性的社会正义联盟机制将三方成员、联合国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发展伙伴、私人基金会、企业、
学术界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凝聚在一起，协助成员国应对体面劳动赤字，加强社会正义，打赢抗击不
平等、排外和边缘化的斗争。 

126. 劳工组织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全球论坛于 2022 年 2 月召开，会议牢记这一观点，
在多边体系内作出了多项承诺，团结合作，以实现更好的复苏。 107 这些承诺现在必须转化为成果，
切实惠及企业和工人。 

 
105 在 2022 年 6 月举行的第 110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讨论了通过一项关于高质量学徒制的新标准；讨论将在下届劳工大会上
继续进行。见劳工组织，《高质量学徒制框架》，大会文件 ILC.110/IV/1，2022 年，和《高质量学徒制框架》，大会文件
ILC.110/IV/(2)(Rev.)，2022 年。 
106 联合国，“秘书长政策简报”。 
107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全球论坛结束时重申对以人为本复苏的承诺”，2022 年 2 月 25 日。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4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598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3794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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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当前的多重危机严重限制了各国为实现以人为本复苏进行投资的能力。因此，提高国内社会保护的
融资能力，并促进在创造体面就业方面具有较高潜力的经济行业发展至关重要。 108 幸运的是，在
如何实现目标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建议，包括在新的社会契约背景下重新研究税收政策以及
改善国际合作。 109  

128. 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时期，政府和社会伙伴绝不能错失良机，应携手将投资引向以人为本的复
苏，同时逐渐消除阻碍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的长期结构性障碍。本报告第 3 节提出了实施《百年
宣言》和《全球行动呼吁》的区域优先事项，将作为会议本身的成果进一步完善和修订。 

129. 未来，希望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将社会正义的总目标根植于本届会议确定的优先
事项通过国际劳工局的计划编制框架和全球社会正义联盟机制广泛的外联和资源，为地方层级的三
方成员提供支持。这两个区域的人民、社区和社会饱受不平等和社会经济不安全的困扰，为了解决
其根本原因，劳工组织必须引导其宣传和行动，在全民社会保护、青年就业、性别平等、向数字和
环境可持续经济的公正过渡、正规化、公平的劳务移民、在脆弱环境中建设劳动力市场韧性以及供
应链中的体面劳动等方面取得进展。为了实现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关键议程，劳工组织必须特
别关注： 

• 加强良好治理，重点关注改善国际劳工标准的批准和应用、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 

• 支持三方成员制定和实施强有力且有成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机制来促进性别平等，实现以人为
本的复苏； 

• 通过实现体面就业富集型增长、促进普遍社会保护、尊重工作中权利以及开展包容性的社会对话，
关注政策连贯性和融资协调性，显著增加对成员国社会正义的投资。 

 
108 部长论坛宣言：阿拉伯区域社会保护的未来：为后疫情时代树立愿景，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通过，呼吁通过改善融资、提高
覆盖率、构建韧性和应对冲击能力，以及改善治理和协调来加强社会保护体系。 
109 Richard Samans，《为全世界以人为本的新冠肺炎复苏和全球决定性气候行动融资：国际合作的二十一世纪关键时刻》，劳
工组织工作文件第 40 号，2021 年；Minouche Shafik，《我们对彼此的亏欠：新的社会契约》(鲍利海出版公司，2021 年)；Mira 
Bierbaum 和 Valerie Schmitt，《增加对全民社会保护的投资，通过国内资源动员与国际支持和协调填补融资缺口》，劳工组织
工作文件第 44 号，2022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322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21931.pdf
https://www.pagesofhackney.co.uk/webshop/product/what-we-owe-each-other-minouche-shafik-lse/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341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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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巴厘宣言》实施进展和新冠疫情应对措施 

1. 导言 
130. 第 16 届亚太区域会议商定，劳工组织每两年向劳工组织理事会报告在支持三方成员实施《巴厘宣

言》优先领域方面的进展情况。中期实施报告(2017-2018 年)于 2019 年 11 月编制并提交理事会。
本部分总干事报告以先前报告的成果为基础，总结了 2019-2021 年期间的成果，因此涵盖了正在持
续的新冠疫情。 110 

131. 进展报告的结构以《百年宣言》和《全球行动呼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
性的以人为本复苏》文本为框架，这两项文书是继《巴厘宣言》通过后，为指导劳工组织工作而通
过的。《百年宣言》确立了“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针”，呼吁成员国增加对人的能力、
工作机制以及体面和可持续劳动的投资。《全球行动呼吁》为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动荡而通过，优
先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全球团结和政策连贯性，以推动复苏进程。 

132. 第二部分下一节概述了《巴厘宣言》实施中社会对话的关键方面，其余部分围绕《百年宣言》的三
个支柱：加强所有人从变化的劳动世界机会中获益的能力(人民(第 3 节))；强化劳动制度，确保充
分保护所有工人(制度(第 4 节))；促进持久、包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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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第 5 节))。《巴厘宣言》的优先事项在这些广泛的主
题下确定。表 3 注明了 13 项《巴厘宣言》政策优先事项在本报告中的位置。 

 表 3. 《巴厘宣言》政策优先事项：章节分布 

《巴厘宣言》政策
优先事项序号 

主题 章节 

1 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及批约 第 4.1 节、第 4.2 节 

2a 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第 5.1 节 

2b 可持续企业 第 5.2 节 

2c 技能开发 第 3.5 节 

2d 处于不利地位的各类工人 第 3.3 节 

2e “多种”形态就业 第 3.4 节 

2f 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 第 5.2 节 

3 技术创新对雇主和工人的影响 第 3.4 节、第 5.2 节 

4 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 第 4.1 节 

5 改变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第 3.1 节-第 3.4 节、 
第 3.7 节、第 4.1 节- 
第 4.3 节、第 5.2 节 

 
110 因此，《巴厘宣言》进程的报告期涵盖了三个两年期计划和预算周期：2016-2017 年、2018-2019 年和 2020-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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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宣言》政策
优先事项序号 

主题 章节 

6 构建复原力 第 3.6 节 

7 缩小性别差距 第 3.1 节 

8 劳务移民政策 第 3.3 节 

9 全球供应链 第 5.2 节 

10 投资、贸易和多国企业运营 第 5.2 节 

11 扩大社会保护 第 3.7 节 

12 加强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 第 2 节 

13 加强劳动力市场机制，包括劳动监察 第 2 节、第 4.2 节 

133. 在国家层面实施《巴厘宣言》的主要工具是劳工组织这两个区域各成员国的三方成员协商制定的体
面劳动国别计划。 111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审议报告包括一份高级别评估报告和若干份综合报告，是
本节所讨论实施细节的重要内容。其他信息来源包括 2017-2018 年《巴厘宣言》中期实施报告 112、
2018-2019 年和 2020-2021 年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执行报告以及若干独立评估报告。 113 

2. 社会对话是国际劳工组织的职责核心 

 

《巴厘宣言》 

优先事项 12 

社会对话和 

三方机制 

《巴厘宣言》 

优先事项 13 

加强劳动力 
市场机制，包括 

劳动监察 

 

2.1. 概述：进展和挑战 

134. 包括集体谈判在内的社会对话是劳工组织职责的核心，在构建可持续、平等和包容性社会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可以让增长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自《巴厘宣言》通过以来，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诸多
挑战，但亚太和阿拉伯国家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的发展和应用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审查期间获得
的结果表明，成员国普遍认识到社会对话在劳工相关政策制定和劳动关系规范中的重要性，但在实
践中，各国社会对话的安排和做法差别很大。 

 
111 附件 1 列出了两个区域内制定和正在实施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地点。 
112 劳工组织，第 16 届亚太区域会议(2016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巴厘)通过的《巴厘宣言》实施中期审议报告，理事会文件
GB.337/INS/12/7，2019 年。 
113 在编制本报告期间产生的大量信息无法在一份文件中加以充分概括。其他介绍劳工组织在《巴厘宣言》的指导下产生的影响的
文件包括交互式数字叙事产品“信息故事”和更新版体面劳动成果看板。这些平台通过一系列视频、故事和证明材料，按成果、
区域和国家提供了详细信息。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3583.pdf
https://www.ilo.org/infostories/en-GB/Campaigns/Decent-Work-results/programme2020-2021
https://www.ilo.org/IRDashboard/#map


重建社会正义，实现以人为本复苏 
第二部分.《巴厘宣言》实施进展和新冠疫情应对措施 

41 

 

135. 在这两个区域，可以看出一个普遍趋势，即拥有完善的三方或两方机制、进程和实践的国家在应对
疫情的经济和劳动力影响方面总体表现更好。这一结果凸显了社会对话的重要性，可以促进灵活应
对共同挑战，并使两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构建急需的韧性。 

136. 然而，需要对与国家层面社会对话有效性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给予持续关注，特别考虑到国家重点
越来越多地转向从疫情中实现具有充分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的经济和社会复苏。其中的关键问
题包括： 

(a) 两个区域一些国家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影响； 

(b) 一些国家民主治理的挑战及对社会伙伴独立性的限制； 

(c) 许多国家三方和两方社会对话机制和进程薄弱，包括在集体谈判领域； 

(d) 对社会对话在政策制定中的附加值以及(特别是)工人组织作为平等对话伙伴的权利认知程度不同； 

(e) 女性在社会对话机制和进程中的影响力、代表性和领导力水平较低； 

(f) 许多国家的大型非正规部门往往在社会对话中缺乏代表性； 

(g) 国家劳动争议调处体系能力不足或陈旧过时； 

(h) 许多社会伙伴有效参与能力不足； 

(i) 开展具有代表性社会对话的关键保障条件——结社自由，尚未在这两个区域得到充分接受。 

137. 对社会对话良好运转的这些挑战反映在劳工组织的一项三方成员调查中，调查于 2020 年针对部分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三方和两方社会对话机制开展。调查显示，尽管有关国家普遍认识到社
会对话的重要性，但仍存在许多障碍和改进领域有待解决。此外，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联)
《2020 年全球权利指数》也报告了新冠疫情之前，出现了工会权利被薄弱的社会对话机制以及国
内和国际标准执行所削弱的趋势。 

138. 新冠疫情加剧了许多国家的这些趋势。在一些国家，国家三方对话论坛在疫情暴发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无法召开，甚至无法以线上形式召开。这些趋势突显了将加强三方对话作为复苏阶段核心组成部
分的重要性，应重点关注发展三方成员在目前背景下的有效参与能力。 

2.2. 社会对话是新冠肺炎应对措施的核心 

139.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劳工组织仍注意到，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早期便开始与三
方成员进行协商，以确定政策和干预措施，帮助企业和工人。 

140. 以下总结了应对疫情的其他成果，均通过不同层面的三方和两方对话取得： 

• 两个区域的三方协定影响了封锁期间收入和企业保护政策、措施和作用。在许多国家，这涉及雇
主承诺保留工人，而工会则协商缩短工时和临时降薪。例如在新加坡，三方伙伴紧密合作，发布
了各项措施建议来指导企业和雇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责任共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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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未来技能”(SkillsFuture)运动、“适应与成长”倡议、工资补贴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
为三方决定的实施提供财政和制度支持。 

• 在大韩民国，医疗保健行业三方委员会于 2020 年 3 月达成了一项早期协议，通过安全措施、改
善工作保障并确保医疗保健人员待遇来为他们提供保护。在斯里兰卡，成立了新冠疫情应对三方
工作组，作为劳工部长领导下的国家劳动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为工资给付谈判取得重大
进展提供了平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20 年 3 月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以保护工时、必要
时减少薪资，并成立一个三方委员会来跟踪并解决问题。 

•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采取的两方协议、倡议和措施在应对疫情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两个区
域的国家中，这些协议、倡议和措施在企业层面解决了工资和津贴调整、工作时间、延长带薪休
假、远程工作安排、劳动力合理优化、离职补偿问题和安全返岗政策等问题。在许多国家，通过
建立新冠疫情两方工作组，促进有组织地重返工作岗位，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和相关职业安全与卫
生培训以确保工人安全，从而使企业层面的合作得到了加强(例如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
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卡塔尔和斯里兰卡)。 

• 在东帝汶，东帝汶工会联合会和工商总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应对疫情背景下，保障工作尊严和包
容性工作环境的联合宣言。该宣言现已成为正在进行的劳动争议解决制度改革对话的一部分。泰
国雇主联合会和四家工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就应对新冠疫情对企业和工人的挑战定期开展
两方社会对话，包括提高生产力以及在企业层面处理申诉和解决争议的合作安排。在菲律宾，一
个由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组成的两方领导人论坛成功提议，政府暂停增加菲律宾健康保险缴费，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缴费。论坛还呼吁对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成立的三方机构的代表制度进行审
查，以确保工人和雇主在这些机构中真正具有代表性。 

 专栏 1. 利用社会对话为亚洲服装业寻找解决方案 

社会对话从亚太区域服装业制定疫情联合应对措施早期便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在已经创立了对话结构
或举措的国家。在斯里兰卡，政府成立了三方工作组，同意从 2020 年 3 月至 6 月按基本工资的 50%支付
工人工资。在孟加拉国，孟加拉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与全球产业工会联合会下属的孟加拉理事会达成
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避免裁员并确保支付服装工人 2020 年 4 月的工资。在其他国家，国家层面的社会
对话推动了广泛的合作宣言。在印度尼西亚，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计划促进了服装和制鞋业雇主和工
会之间的对话，从而达成了支持本国服装和制鞋业的联合承诺。承诺促进了对职业安全与卫生指南的遵守
以及解决争议的社会对话。一些国际品牌公司加入了应对疫情影响的努力，并支持劳工组织、国际雇主组
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于 2020 年 4 月发布的服装业全球行动呼吁。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供应链涟漪效应：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亚太区域服装工人和工厂”，2020 年。 

 

2.3. 奠定基础：三方社会对话 

141. 劳工局和三方成员能够对疫情做出普遍灵活的反应，部分是因为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加
强了社会对话。以下国家和地区启动了新的国家和行业层面的三方社会对话机制和进程：阿富汗、
巴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科威特、黎巴嫩、蒙古、尼泊尔、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阿曼、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越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同意成立一个新的高级别国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586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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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三方委员会，作为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优先事项于 2022 年完成。在孟加拉国，成衣业成立了一
个三方协商委员会，并计划根据孟加拉国《劳动法》在其他行业建立类似机构。在巴基斯坦，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在联邦三方协商委员会的框架下，三方协商得到了大力加强。 

142. 三方互动在区域层面也得到了加强。2019 年，劳工组织与其国际培训中心就阿拉伯国家区域可持
续发展目标主流化在贝鲁特举办了南南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六个国家或地区(伊拉克、约旦、黎巴
嫩、科威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阿曼)的三方成员。在同行交流中，与会人员讨论了他们在监测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参与筹备自愿国别评估以及将体面劳动相关目标和具体目标融入国家政策制
定进程方面的经验。第八届东盟产业关系三方区域研讨会于 2017 年 11 月举行，汇集了来自东盟十
国的三方成员。2018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该区域会议的国家“衍生”会议。 

143. 在报告所述期间，社会对话机制、进程和能力方面的发展是以一些其他具有内在联系领域的进展为
支撑的，其中包括劳动和相关立法(例如社会保障法律)以及争议解决和申诉处理机制。上述领域的
进展情况将在第 4 节详述。 

 专栏 2. 社会对话进程中的性别差距 

尽管有证据表明，女性受益于集体谈判参与度提高，但女性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2018 年的数据表明，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中的女性成员比例为 20%-35%不等。这种差距反映了在核心利益
相关群体各个层级以及包括服装、纺织和制鞋业等女性为主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仍然存在性别差距。劳
工组织《实现性别平等的量子飞跃》报告确定了限制女性参与社会对话进程的诸多障碍。其中包括无偿照
护责任的时间要求和男性主导的组织文化，这些都阻碍了女性更加积极地参与并担任领导角色。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实现性别平等的量子飞跃：为了人人享有更美好的劳动世界的未来》，2019 年；劳工组织，《做出
改变：亚洲服装业的性别平等和体面劳动》，2021 年。 
 

2.4. 聚焦两方对话 

144. 两方社会对话作为一种非集中、更接近在源头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助于在管理者、工人及其代表之
间建立合作和信任。 114 事实证明，两方对话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改善工作条件的重要促进因素，
于疫情前和疫情期间在亚洲部分国家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等。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大量次国家级工作重点
主要聚焦三方和两方社会对话，以及解决劳动争议。两方社会对话是劳工组织支持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和越南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国家层面实施服装行业《全球行动呼吁》的关注重点。 

 
114 三种主要类型的两方对话是劳工组织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推行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工作重点。第一类对话是企业层面的集
体谈判，劳工组织参与其中，通过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等旗舰项目对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和越南的成
衣行业提供能力提升支持。第二类对话涉及工作场所合作和其他形式的工作场所对话。第三类对话则涉及申诉处理以及调解和仲
裁机制。此外，两方对话是工作领域行为准则谈判的重要方面(例如，在柬埔寨，招聘机构 ACRA 和 MAC 接受了符合职业道德的招
聘等领域行为准则的培训)。两方对话的新领域涉及技能开发的优先事项、政策、法律框架、标准、制度和能力。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748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8982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898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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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通过与东盟雇主联合会合作，劳工组织在企业层面的倡议在区域层面得到巩固，进一步鼓励劳资关
系从矛盾冲突转向对话和合作。在东盟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两方关系中，区域参与也成为促进劳
动力技能开发的重要因素。 

146. 然而，《巴厘宣言》中期报告指出，这两个区域的多个国家缺乏两方社会对话和工作场所申诉处理
机制，这仍是劳资关系中的难点，助长了劳资纠纷，也加重了司法体系的负担。在这两个区域，扩
大社会对话、承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仍是主要挑战，社会对话机制仅对劳动力市场治理发
挥了有限的作用。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劳动法改革倡议遭遇了日益增长
的冲突，不断破坏两方合作的精神。 

147. 近些年来，各国再次加大努力弥补上述短板(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卡塔尔、
泰国、东帝汶、越南)。在印度尼西亚，服装和制鞋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签署了联合承诺书，
旨在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劳动关系面临的挑战。菲律宾在选取试点企业，为沙丁鱼和服装产业制定
两方的申诉处理办法，也在出口促进区开展重振社会对话协商机制的工作。尼泊尔国内某省试行了
社会对话机制，支持劳动法案的实施。该试点项目以开发申诉处理、集体谈判和工作场所合作的远
程学习模块为基础。在卡塔尔，由当选的工人代表和卡塔尔基金会主要承包商的管理层代表组成的
中央劳工管理委员会为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挑战的政府指导提供了关键的探讨平台。 

148. 在印度尼西亚，鼓励棕榈油行业社会对话的努力促使 15 家公司开始进行集体谈判，主要内容包括
改善职业安全与卫生、适用平等和非歧视条款等。在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计划的推动下，约旦
的雇主和工人代表于 2019 年签署了服装行业的第四份集体谈判协议。新的集体谈判协议取得了数
项新的里程碑，包括规定为服装工人每年增加工资、承诺消除工作场所中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骚扰、
促进工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等。 

 专栏 3.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行业的两方社会对话推动了体面劳动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行业两方社会对话的发展表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有效合作可以带来改变。
2020 年就新冠疫情对棕榈油行业体面劳动和工人权利的影响开展了两方协商对话，对话成果是行业雇主
协会和棕榈油工会网络达成了多方面的协议，包括严格遵守政府的新冠疫情规定，以确保种植园在不裁员
的情况下安全持续运营。 

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以印度尼西亚商业协会和工会之间持续的对话和合作为基础，包括通过实施国家行动计
划促进农村棕榈油种植园的体面劳动。迄今为止，成果包括：(a) 在棕榈油行业建立工会网络；(b) 为行业
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建立两方社会对话论坛；(c) 为工作场所合规及改善职业安全与卫生开发工具。上
述成果已经在某省内进行开发和试点，覆盖了 19 家棕榈油种植公司和两个村庄。 

 

2.5.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成为三方对话的平台 

149. 除了作为国家层面实施《巴厘宣言》的主要工具外，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及其相关的三方治理结构本
身就是重要的平台和孵化器，可以在更广泛的国家、次国家和行业框架内进行社会对话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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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15 对亚太区域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三方治理机制的审议显示，该机制为建立互信、共享知识、
共建工作关系和拓宽网络提供了重要空间。除加强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治理外，上述因素还可以通
过在更广泛的国家和行业社会对话进程中，与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三方治理机制成员接触而产生更深
远的影响。 116 

150.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通过三方社会对话制定，与更广泛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紧密结合，后者
在国家层面取代了此前的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相关安排。 117 2021 年，劳工组织对南亚部分国家
进行了体面劳动国别计划高级别评估，对其相关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与
三方成员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方面。 118 

151. 在此背景下，当务之急是，确保劳工组织的社会伙伴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从而助
力保持体面劳动的高关注度，并聚焦于联合国更为广泛的工作。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巴林、孟加拉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蒙古、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越南和也门)，劳工组织支持社会
伙伴参与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协商进程，尽管在这方面未来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孟加拉国
雇主联合会组织了一场参与战略的协商会，以期雇主在更广泛的联合国背景下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参
与方。在菲律宾，工人组织的建议提交至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和联合国国家团队，并就将建议
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联合工作规划开展了讨论，成为定期协商进程的一部分。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和非正规经济的全国性工会也为菲律宾开展《2030 年议程》自愿国别评估提供了信息。 

152. 在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支持下发展的社会对话模式、经验和价值不仅拓展到了联合国的规划中，还融
入到联合国在国家一级的活动中。例如，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劳工组织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
关键成果领域的领导作用促进了社会伙伴定期参与整个联合国议程中体面劳动方面的规划和交付。
加强劳工组织三方伙伴更广泛地参与联合国进程，需要国家办事处积极宣传三方机制概念，将其看
作可以凝聚社会经济发展中独特且基本的利益攸关方——政府(特别是各国劳工部)、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的重要工具。 

153. 劳工组织国家局在这方面的一项战略是，邀请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参加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会议，例如
指导委员会会议或三方成员举行的活动，从而加深对彼此在促进国家发展议程方面立场的相互理解
(如尼泊尔和菲律宾)。劳工组织、国际工联全球办事处和国际工联新加坡区域办事处一直就推动联
合国驻地协调员在国家层面与国家工会之间开展对话进行合作。 

 
115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所有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及其状况的完整清单请见附件 1。 
116 劳工组织，“亚太地区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三方治理机制审议报告”，未发布。  
117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状况也包含在附件 1 中。 
118 劳工组织，《对国际劳工组织在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体面劳动计划(2018-2021 年)的高级别独立评估》，
2021 年。本报告已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222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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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4. 将社会对话扩展至更广泛的区域论坛中 

劳工组织的社会对话在联合国以外的政府间论坛上也具有影响力。在阿拉伯国家区域，劳工组织促进了该
地区全部 12 个成员国的三方成员参与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协商。协商过程中，三方成员能够倡导在区域和
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将体面劳动主流化(详见第 142 段)。 

在东南亚，2016-2020 年劳工组织-东盟工作计划*为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更为广泛的参与提供了重要平台。
劳工组织支持三方成员代表积极参与东盟层面的工作活动。例如，第一届东盟绿色就业论坛于 2020 年 10
月举行，汇集了东盟各成员国的三方成员，加速以下方面的协作与合作：(a) 启动并实现 2018 年《东盟宣
言：促进绿色就业，实现东盟共同体公平和包容性增长》下的行动；(b) 促进相关框架之间的政策连贯
性，以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 

* 亚太区域局目前正在编写关于 2016-2020 年劳工组织-东盟合作的总结报告。伙伴关系包括东盟劳工高官会以及其他东盟层
面的机制，如东盟职业安全与卫生网络、提升东盟竞争力的进步劳动实践工作组，及三方+东盟移民劳工论坛等。 
 

2.6. 发展社会伙伴的能力 
154.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能力对于所有国家实施体面劳动议程和加强社会对话至关重要。2021 年，

劳工组织选择了部分南亚国家开展体面劳动国别计划高级别评估，对发展社会伙伴能力提供了有益
见解。 119 评估指出，尽管三方成员和其他伙伴普遍对劳工组织为国家政府对口部门开展的能力建
设活动持积极态度，但他们也认为需要对社会伙伴、次国家级政府实体和劳动力市场机构的能力给
予更多关注，特别是加强它们通过社会对话机制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的能力。 

2.6.1.  雇主组织 
155. 雇主组织直面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积极与私营部门寻求合作，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和业务连续性

措施(详见第 2.2 节)。与此同时，疫情也成为促进重新评估和修订雇主组织价值主张的重要催化剂，
以挽留会员、吸引新会员，并在新的背景下满足他们的需求。 

 专栏 5. 将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转化为数据驱动型组织 

2020 年，劳工组织雇主活动局在亚太区域发起了一项倡议，主题是“数据——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的组织
发展和能力建设的战略资产”。迄今为止，作为倡议的参与者，19 个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获得了直接支
持。该倡议旨在深化见解，建设能力，目的在于：(a) 确定战略机会，在不断变化的商业世界中通过政策
工作和服务为会员提供数据驱动价值；(b) 在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的关键业务部门采取更多数据驱动的业
务实践，以提升运营效率；以及(c) 制定指导说明、参考资料和实用工具，通过基于数据的结构设计和人
力资源开发举措支持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进行组织创新。 

该倡议为本区域内的各项活动提供了支持，帮助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评估和寻求业务数字化的机会。劳工
组织为私营部门组织推出了专门的太平洋电子校园计划，为该区域约 11 个组织提供服务。泰国雇主联合
会、菲律宾雇主联合会、越南工商会和柬埔寨雇主和企业协会联合会也建立了电子校园学习平台。斯里兰
卡的锡兰雇主联合会创建了就业安置门户网站。 

 

 
119 劳工组织，《对国际劳工组织在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体面劳动计划的高级别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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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2018-2019 年和 2020-2022 年的计划和预算指标涵盖了加强两个区域雇主组织能力的核心领域：
(a) 改善治理和管理实践；(b) 制定拓宽代表性和/或加强服务提供的战略；和(c) 分析不断变化的商
业环境，为宣传提供支持以影响政策。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两个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在以下三个核
心领域取得了成果： 

• 一些雇主组织成功拓展了服务范围，既更好地满足了会员需求，也战略性地增加了会员数量。巴
基斯坦雇主联合会设立了四个省级办事处，以促进会员增长、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和非正规经济单
位的服务。印度公共企业常设会议就居家办公对公共企业的女性高管和管理人员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并利用研究结果制定了指南，旨在增加会员数量。 

• 共计 24 名来自 8 个南亚雇主组织的健康和卫生大使参加了培训，他们访问和检查工作场所，并
提供建议。在该领域扩大作用直接响应了国际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关于新冠疫情对雇主组织影响
的全球调查。调查显示，十分之六的雇主组织认为发展安全和卫生能力是在修订后的商业模式下
扩大服务范围的首要任务。 120 

• 尼泊尔工商联合会开发了企业竞争评估工具，以评估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接下来是为其相关会
员，包括尼泊尔女企业家联合会制定培训师培训计划。联合会向许多女企业家推出了进一步培训。 

• 在越南，越南工商会发布了关于新劳动法下的劳动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指南，得到了培训师培训
计划和法律咨询服务的支持。 

• 国家和区域会员培训活动由两个区域的各个雇主机构开展，涉及的领域包括：韧性和自然灾害；
向可持续经济的公正转型；技能短缺和流动性；数据管理和分析；以及劳动世界的未来。 

• 劳工组织支持对伊拉克、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的伙伴雇主组织进行内
部能力评估，包括评估人力和财政资源、机构设置、内部结构和职能，以期为机构改革提供信息，
并支持制定反映国家优先事项和会员需求的战略计划。 

 专栏 6. 雇主组织为促进特定政策领域的变革所采取的举措 

泰国雇主联合会发布了一项支持劳动法修订政策建议的全面分析报告，以应对技术变革和新冠疫情带来的
挑战。 

老挝全国工商会修订了组织运行原则、职能和任务，以加强其作为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在劳动和社会政策
领域的作用。这与 2021-2025 年期间新的六大支柱战略计划和 2020 年 5 月 18 日关于商会组织和运行的
第 237 号总理令相一致。 

斯里兰卡锡兰雇主联合会对损害工人社会保障计划待遇的问题开展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的社会保障计
划能够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方法是提高治理结构的包容性，让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参与其中。 

印度尼西亚雇主协会对发展软技能的需求和挑战开展了全面评估，并提出实施工业 4.0 战略的政策建议。 

2018 年 7 月，斐济商业和雇主联合会创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和宣传的单位，除了传统上通过会员调查
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外，还提高了收集、分析和处理宏观经济数据的能力。 

阿曼工商会就 2021 年国有化措施对企业绩效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一套政
策建议。在上述宣传工作的影响下，阿曼政府决定将外国工人的工作许可证费用降低 85%。 

 

 
120 劳工组织和国际雇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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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工人组织 

157. 在 2018-2019 两年期和 2020-2021 两年期，在应对新冠疫情和规划复苏等背景下，亚太和阿拉伯
国家区域的工人组织在不同层面提高了能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在为非正规经济工人、家政工人和移
民工人组织和提供服务以及在倡导根据国际劳工标准制定政策促进工人利益方面，两个区域取得了
重大成果。 

158. 两个两年期的计划和预算指标涵盖以下核心领域，旨在加强所述两个区域的工人组织的能力：
(a) 吸引新的工人群体和/或改善服务的组织力量和创新战略；(b) 影响政策议程的能力；(c) 提出建
议供制定政策的社会对话机制加以审议；以及(d) 利用国际劳工标准促进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社
会正义。下文列举了在劳工组织各部门的支持下，四个领域在这一时期内取得的一些成就。 

• 通过改进服务和开展宣传活动，扩大了工会会员。特别是，阿曼工人总联合会通过改善法律服务
和福利增加了企业一级的会员，主要是在工业和服务行业；巴勒斯坦工人总联合会发起了一场运
动，将女性工人的会员人数和代表性提高到 30%；在越南的 7 个选定省份建立了工会法律咨询网
络；在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业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会网络，以倡导工人权利；伊拉克的两个主要工
人组织成立了工会协调委员会，以加强对会员的服务；约旦工人工会总联合会设立了 5 个指导和
支助办公室，从而为在建筑业工作的叙利亚难民提供支持。 

• 工人组织采取措施解决女性和男性非正规工人的需求。特别是，全印度工会大会为在家工作的工
人新建了一家专门工会；泰国渔业的泰国工人和移民工人首次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蒙古国
工会联合会实施了一项非正规经济行动计划，建立了 18 家新工会；在汤加公共服务协会的主持
下，在该国非正规经济中建立了 5 家新工会；在约旦成立了一家家政工人工会。 

• 女性和男性移民工人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工会系统，并被工会列为优先工作对象。特别是，在 5 个
东盟国家和约旦建立了工会领导的移民资源中心； 121 在巴林工会总联合会下设移民工人委员会；
在约旦服装业建立了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更具包容性的工会结构；在国际家政工人联合会和马来
西亚职工总会的支持下，在马来西亚成立了印度尼西亚移民家政工人协会；科威特工人总联合会
为移民工人组建了一个法律支助小组。 

• 采取创新举措加强工会能力和相互协作。特别是建立了一个工人资源中心，作为孟加拉国服装业
的能力发展中心；在尼泊尔建立了工人信息和支持中心，其具体目标是增加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会
会员。 

 
121 劳工组织，《东盟和约旦工会领导的移民工人资源中心：保护和组织移民工人的案例研究》，2022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93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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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7. 工人组织促进特定政策领域变革的举措 

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了一个多利益攸关方进程，参与制定并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印发了一项《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设立了一支平台工人工作队，这有助于在第 12 个马来西亚临时工人体面劳动计划框架
下的 2021-2025 五年路线图中纳入一项战略。印度尼西亚的快递工人和大韩民国的平台工人已经组建工
会，正在开展为平台工人争取体面劳动的运动。 

科威特工人总联合会促成了劳工事务三方协商委员会关于禁止私营部门歧视和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决定。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2021 年 3 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项关于构建家庭友好型环境的政策提案，目
的在于保障妇女就业权利并解决工作场所性别歧视问题。它还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解决就业性别歧视问题
的政策建议，建议在生育保护、退休年龄以及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方面采取新的政策措施。随后对企业一
级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评估，开发了促进性别平等工具包，并在全国宣传共同的国际经验。 

 

3. 人民 

3.1. 加强所有人从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带来的机遇中获益的能力 

 

159. 《巴厘宣言》中努力造福于人民并加强他们从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带来的机遇中获益的能力的内容，
均是新冠疫情对策的核心，并且在复苏时期仍是重要的动力。在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的时
期，本报告所述两个区域的许多国家报告了在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妇女、青年、残疾人、移民工人和
陷入脆弱、冲突和灾害局势的工人等传统弱势工人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过渡方面取得的进展。疫情使
这些群体受到了重创，因此加剧了先前存在的不平等、脆弱性和边缘化问题。 

160. 尽管疫情提出了挑战，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机会和待遇等具体领域向实现劳动世界性别平等的
目标更进一步；采取了通过关键的工作-生活过渡支持弱势群体的有效措施；通过技术变革的影响
支持雇主和工人的相关举措有所增加；在促进所有人的终身学习和技能方面取得了进展；推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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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冲突和灾害背景下建设复原力和促进体面劳动的成功举措；并持续不断地促进扩大社会保
护覆盖面同时提高其质量，以此作为从疫情中实现复苏和体面劳动目标的核心手段。 

3.2. 有效实现机会和待遇性别平等 

161. 新冠疫情加剧了整个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原有的性别差距。如第一部分(第 2.1 节)所述，危机给
妇女带来的挑战有可能逆转多年来在改善劳动力市场成果和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两个区域
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劳动者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她们无法获得社会保护，而广泛记录的基于社会
性别的暴力增加加剧了疫情高度性别化的影响。 

162. 在这一背景下，劳工组织在报告所述期间的参与，包括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前，涉及一项双轨战略：
一是，有针对性地应对疫情影响(自 2020 年以来)，并改善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和职业的工作条
件(提高最低标准)；二是，将具体的性别平等条款纳入立法、政策、战略、计划和机构做法的主流
(取消上限)。 

163. 疫情前开展的 2019 年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性别平等主流化情况全球综合审查包含整个亚太和阿拉伯
国家区域，其中发现尽管确定了良好做法，但要将性别平等问题充分纳入计划和项目的设计、实施、
监测和评价进程，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劳工组织进一步开展的内部评估着重指出，为了有效消除实
现妇女权利和改善妇女工作条件的障碍，必须确定具体的目标行业和群体，如家政工人和在家工作
的工人、服装业女工、女性移民工人和特定照护行业的工人(卫生行业、私人家庭及社会工作者)，
并与相关国际劳工标准明确接轨。 

164. 就家政工作和在家从事的工作而言，在与提高权利意识和参与集体谈判、纳入社会保护(见第 3.7 节)
及劳动监察(见第 4.2.2 节)有关的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劳工组织关于《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通过十年来进展情况的出版物 122 以及相关区域出版物的推出，有助于凸显在保护家政工人
方面持续存在的差距，并有助于将该问题保留在劳工组织区域规划和资源议程上。 

165. 关于在家工作的工人，泰国的重点是让工人和雇主参与制定战略，以更好地执行和遵守泰国的《家
庭工作保护法》。在斯里兰卡，劳动部与社会伙伴核准了具有性别敏感性的(a) 照护经济工作者情
况诊断，以促进向正规经济转型；以及(b) 全球供应链中在家工作的女工和其他非正规经济工人情
况诊断，以便提供证据支持，就非正规经济中的体面劳动赤字采取政策行动。 

166. 自 2019 年通过第 190 号公约及其配套的第 206 号建议书以来，解决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问题已成
为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日益重要的关注点。在劳工组织的宣传、技术支持和能力发展支持下，本报告
所述的两个区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167. 以下摘要重点介绍了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部分成果。 

• 各国政府和社会伙伴对第 190 号公约和第 206 号建议书加以促进，作为努力减少劳动世界的暴
力和骚扰，包括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的一部分，以期立即实施这些文书或在长期内予以批准。一
些国家或地区(约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瓦努阿图)围绕第 190 号公约的影响审查了本国法律和

 
122 劳工组织，《让家政工人实现体面劳动：<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通过十年后的进展和前景》，2021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25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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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2020 年 6 月 25 日，斐济成为第一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菲律宾领导人论坛(雇主组织和
工人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菲律宾政府发起的第 190 号公约批约进程。菲律宾劳动部建立了
“三方+”协调机制支持批约进程。在蒙古国，政府和社会伙伴于 2021 年 2 月成立了第 190 号
公约行动小组。蒙古国工会联合会制定了自己内部的暴力和骚扰政策以及关于第 190 号公约的培
训模块。在“团结起来，强大起来”的口号下，黎巴嫩全国雇员和工人联合会与瓦尔达·布特罗
斯性别平等协会发起了一个联合项目，根据第 190 号公约消除劳动世界的暴力和骚扰。 

• 将性别平等和解决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纳入劳动监察政策、准则和清单是本报告所述的两个区域
取得的另一项重要进展。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约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
亚、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国在这方面采取了步骤。泰国劳动部更新了劳动监察员培训课程，纳入了
一个关于劳动世界暴力和骚扰的模块，以及一个关于家政工人权利的模块。关于基于社会性别的
暴力和家政工作的指导方针也已被纳入泰国的监察准则。印度尼西亚制定了战略监察合规计划和
棕榈油业监察实地指南，其中包括有关性别平等的优先事项，如同工同酬、就业合同以及暴力和
骚扰。约旦通过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计划，已将有关性别平等的内容纳入监察清单和培训中，
该计划举办了防止性骚扰等专题培训班。在孟加拉国，工厂和企业监察局通过了一份性别平等路
线图，其中包括疫情应对措施，这符合劳动和就业部的性别暴力预防总体战略和行动计划。 

• 在报告期内，多个国家推进了促进性别薪酬公平和就业机会平等的政策和措施。印度尼西亚政府
与社会伙伴就修订《就业机会平等准则》达成一致，以此作为旨在预防和保护人们免受工作场所
暴力和骚扰的宣传和培训方案的基础。萨摩亚和东帝汶的国家就业政策明确加强了对性别平等和
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重视度。在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解决就业性别
歧视问题的政策建议，这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2019 年 2 月共
同发布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沙特阿拉伯开展了一项关于妇
女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包容性的深入分析研究，为拟定国家平等政策草案提供了参考。在约旦，包
括劳工组织三方伙伴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平台全国薪酬平等委员会在性别层面对私营教育行业的
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这有助于在主题为“与教师站在一起”的运动的支持下，为私营教育行业
订立首份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集体谈判协议。 

• 许多国家努力提高妇女在劳动世界的代表性、发言权和领导力。通过一个广泛的培训方案，在亚
洲服装业建立了一个区域领导网络，该方案以亚洲服装业性别平等和体面劳动区域路线图为基础。
印度公共企业常设会议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于 2018 年开展了一项关于公共部门企业领导层和
管理层女性的研究。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在该常设会议框架内建立起了一个妇女赋权和领导网
络。 

• 劳工组织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促进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妇女提供机会。菲
律宾技术教育和技能开发管理局与信通技术部为妇女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奖学金方案，为妇女提供
关键技术和软技能培训。另见专栏 10。 

3.3. 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人们实现工作--生活过渡 

16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成员国和社会伙伴更加重视支持专门针对深受疫情影响的工人子群体制定政策
和方案。以下各小节着重介绍了针对特定弱势群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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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8. 区域框架为国家性别平等行动奠定了基础 

若干区域伙伴关系和框架为两个区域的劳动世界性别平等举措奠定了基础，下文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介
绍。 

• 面向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同酬国际联盟”于 2018 年启动。该联盟由劳工组织、妇女署和经
合组织领导，旨在与利益攸关方合作，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实现薪酬公平。 

• 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计划包含一个全面的五年期性别战略，旨在增强妇女权能、减少性骚扰
和缩小服装业的性别薪酬差距。 

• 《亚洲服装业性别平等和体面劳动区域路线图》列出了区域和国家两级多利益攸关方在以下领域
的行动重点：(a) 薪酬公平；(b) 工作场所歧视、暴力和骚扰；(c) 无酬照护、工作和家庭责任；
(d) 生育保护和陪产假；以及(e) 妇女的发言权、代表性和领导力。 

• 旨在消除东盟地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欧盟-联合国“聚光灯倡议”由劳工组织和妇女署在
亚洲领导。该倡议纳入了劳工组织的“安全和公平项目：在东盟地区实现女性移民工人的权利和
机会”。 

• 2017 年至 2021 年间，劳工组织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开展的“妇女参与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领域劳动力准备计划”由摩根大通基金会资助。 

 

3.3.1.  为年轻工人提供支持 

169. 对劳工组织改善青年就业前景全球战略和行动(2012-2017 年)的独立评估发现，在疫情之前的时期，
劳工组织在将青年就业提升为国际发展优先事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3 旨在扩大青年就业机会
的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联合国青年体面工作全球倡议”和“无限新世代倡议”的出现反映
了这一点。 

170. 劳工组织积累了影响青年就业成果的因素(包括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方面的知识，以及支持青年向
体面劳动过渡的有效措施方面的知识。劳工组织在青年就业领域的经验及其与三方成员的独特联系
使本组织能够发挥技术引领作用，在报告所述的两个区域应对年轻人获得体面工作的挑战。这类行
动列举如下。 

• 柬埔寨：劳工组织为“联合国青年体面就业”联合方案提供了总体协调和秘书处服务，该方案目
前正处于第二阶段。迄今为止，该方案通过行业驱动的技能和能力开发倡议、工厂方案中的基础
教育同等水平课程和识字课程、创业和企业发展、就业服务以及提高青年职场权利认识方案，直
接惠及了约 208,500 名年轻人。 

• 菲律宾：2021-2022 年国家就业复苏战略包括一个专门的青年就业能力部分和其他与青年相关的
劳动力市场措施。 

• 斯里兰卡：锡兰雇主联合会通过其全国青年倡议网络，将自己定位为私营部门和大学潜在求职者
之间的纽带，该网络对企业提供的实习机会加以推广，并建立了一个就业安置门户，以促进工作
技能匹配。 

 
123 劳工组织，《对国际劳工组织 2012-2017 年改善青年就业前景的战略和行动的独立评估》，2018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467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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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三方成员共同制定和实施的“青年安全工作”行动计划正在加强知识、认识和行动，以应
对青年工人面临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危害和风险。 

• 也门：一个来自公共和私营组织的培训师网络通过“我的第一笔生意”创业培训方案扩大了对青
年的服务。 

3.3.2. 为残疾工人提供支持 

171. 劳工组织在整个区域为实现残疾人权利提供的支持包括：就在劳动世界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提
供技术咨询；确保将残疾问题纳入就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技能开发和其他方案；以及加强三
方成员在残疾包容方面的能力。以下范例突出说明了本报告所述期间取得进展的领域。 

• 雇主采取措施支持残疾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孟加拉国企业和残疾网络与孟加拉国雇主联合会合作，
在疫情期间，通过招聘会、残疾冠军行业奖和就业匹配服务，促进残疾人的就业机会。菲律宾企
业和残疾网络发起了一项技能再培训倡议，为疫情恢复阶段做准备。锡兰(斯里兰卡)雇主联合会
的专门培训和残疾中心提出了政策建议，以确保为在办公室或在家工作的残疾人提供合理办公设
施。印度雇主联合会和印度工业联合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建立印度企业残疾网络，并成
为劳工组织全球企业残疾网络的一部分。 

• 孟加拉国政府推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旨在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开发系统的残疾包容性。
国家技能开发委员会制定并正在实施一项包容残疾人的国家战略。技术教育局正在通过与残疾人
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将 5 个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建设成为无障碍示范点，
提高其技能系统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对残疾人的包容性。已经启动了若干试点项目，以提供技
能培训，并为残疾人就业牵线搭桥，同时行业技能委员会一直是提高对权利和需求的认识和关注
的工作重点。 

3.3.3. 为移民工人提供支持 

172. 新冠疫情迫使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数以百万计移民工人返回家园，面临条件不确定和就业机会
锐减的境况，亦或滞留于目的国而没有工作。两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暴露出缺乏有效政策框架、
社会保护覆盖和针对性服务的问题。在原籍国，由于失去了汇款，返乡或滞留移民工人家庭和社区
的收入大幅下降。 

173. 制定和通过新的或完善后的法律/法规保护男女移民工人的权利，仍是劳工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重点，自《巴厘宣言》通过以来，已在一些国家取得了良好成效。劳工组织在一些成员国开展工作，
推出或改善服务和做法，从而在疫情期间保护移民工人的劳工权利。在劳工组织现有发展合作项目
的基础上，情况尤其如此。 

174. 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菲律宾等许多派遣国，
国内注意力迅速转向返乡移民工人重返社会的需求上，特别是在就业机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护覆
盖方面。疫情之前取得的进展为将注意力转向这些返乡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多个国家的移
民资源中心根据返乡者的需要调整了服务。在缅甸，政府和移民资源中心之间的协调努力确保返乡
移民得以安全隔离，其间可获得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食物和支持，并在返回原籍地时得到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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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在工会和民间社会组织伙伴的协助下，通过缅甸移民资源中心为总共 225,758 名移民工人
(105,178 名女性和 120,580 名男性)提供了帮助(另见第 2.6.2 节)。 

175. 劳工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工作的一个特别关注点是担保制度和相关的强迫劳动风险，该问题已引
起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注意。为此，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
担保制度进行了监管改革。 

176.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一些主要发展概述如下。 

• 一些政府制定并通过了新制定或完善后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计划以保护男女移民工人的权利，
例如孟加拉国、约旦、蒙古、尼泊尔、卡塔尔、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等国促进性别平
等的立法和监管改革，以促进和保护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移民工人的权利；柬埔寨、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的劳务移民政策；以及马来西亚采取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措施，从而将家政工人包
括在内，并确保移民工人根据《工人赔偿法》享有平等待遇。 

• 一些政府推出或改进了服务和做法。孟加拉国政府更新了在线投诉机制综合系统，对新冠疫情期
间返乡移民工人的脆弱性情况进行了摸底，并制定了重返社会路线图。印度尼西亚重新启动了针
对移民工人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计划，包括通过与移民资源中心进行整合。尼泊尔为约旦服装业工
人建立了公平招聘“走廊”，使移民可以在安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招聘，并能获取招聘做法、
权利和技能开发方案方面的可靠信息。斯里兰卡推出了新服务，将其先前学习认可系统数字化，
并将移民工人纳入国家技能护照倡议以便与雇主进行就业匹配。泰国技能开发局更新了课程，纳
入了性别平等和绿色就业的内容，以此作为加强保护移民工人特别是妇女权利的制度性机制的一
部分。 

• 一些政府采取了提高招聘过程和服务透明度和公平性的措施，包括在劳动力招聘中应用零成本原
则(孟加拉国、柬埔寨、约旦、黎巴嫩、尼泊尔、卡塔尔、泰国、越南)。在柬埔寨，柬埔寨招聘
机构协会和柬埔寨人力协会通过了柬埔寨私营招聘机构行为守则。在黎巴嫩，对公证员进行了培
训，并向其提供合同翻译文本，以确保家政工人和雇主都能在签字前更好地了解合同安排。 

• 关于保护移民工人劳工权利的区域和次区域倡议，印度政府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组织了首次新
冠疫情时期移民工人遣返和撤离问题次区域会议。会上提出了分享信息的建议，包括在阿布扎比
对话和科伦坡进程等论坛上分享信息。2021 年 11 月，劳工组织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
次关于劳务移民的非洲-阿拉伯国家区域间三方虚拟会议。在疫情之前的时期，劳工组织举办了
两次关于劳务移民和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对话(2017 年 10 月，贝鲁特；2019 年 12 月，曼谷)。
来自中东、亚洲和非洲的三方成员及其他相关伙伴参加了对话，认识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劳务移民
正流向中东。曼谷对话明确侧重于《巴厘宣言》有关移民工人的优先事项的后续行动，并特别关
注女性移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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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9. 将移民工人权利置于太平洋气候对策的中心 

气候变化预测表明，太平洋岛屿国家正面临多重严重的人类安全威胁，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太平洋岛民和社
区移民流动、流离失所和计划搬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劳工组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区域组织一道，实
施了一个主题为“加强保护太平洋地区受气候变化和灾害影响的移民和社区并增强其权能”的多机构方
案，又称“太平洋气候变化移民和人类安全方案”。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一直参加由劳工组织领导的一切活动，社会伙伴还受邀参与更广泛的联合方案工作，包
括审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季节性工作计划；设计和核准国家一级的活动，如制定基里巴斯国家重返社会
行动计划；以及制定一个关于气候流动问题的区域框架。 

 

3.4. 通过工作数字化转型为雇主和工人提供支持 

177. 劳工组织与三方成员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对正在迅速改变劳动世界的技术变革进行预测并加以
准备和引领。技术变革的应对之策和适应行动包括：支持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开发的授课
和学习进行重新定位，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支持各项举措，确保各种就业形式(如平台工
作)中迅速增加的工人群体的劳工权利；以及加强三方成员的能力，实现数字化对企业和工人长期
效益的最大化。 

17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就技术变革将对工作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开展了若干研究。其中包括在与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国家雇主组织协商的基础上，作为劳工组织
“转型中的东盟”系列的一部分而编写的国家简报。在印度，与社会伙伴合作开展了两项关于新兴
技术影响的研究。随后，于 2018 年在斯里兰卡开展了一项基于“技术展望”方法的类似研究，以
及一项关于技术对促进向正规性过渡的潜在用途的研究。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了一
项关于“推进社保经办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实现全民社会保障”的课题研究。 

179. 除此之外，两个区域的国家还出台了政策和实际措施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和机遇。下文列举了其
中的一些措施。 

•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职能部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共同发布了一份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旨在改善这些领域的工作条件并保障
劳动者的权益。 

• 印度：政府将 1948 年《雇员国家保险法》纳入 2020 年《社会保障法》，扩大了雇员国家保险
公司的职权范围，以涵盖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中的新型非正规工人。 

• 约旦：职业技术技能开发理事会对其三个核心行业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服务进行了数字化和自
动化改革，有助于提高技能治理的可及性、效率和透明度。 

• 泰国：泰国雇主联合会制定了一项计划，以促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即电气电子及医
疗保健行业)的技能开发培训方案。该计划正在“工业 4.0”的背景下，让妇女更好地获得和应用
关键的核心就业能力，并减少影响工人生产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技能不匹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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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10. 在线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相关技能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女工 
 获益 

新冠疫情促进了数字学习模式在两个区域的技能开发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案上的加速开发和应用。劳
工组织于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实施的“妇女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领域劳动力准备计划”就是这一变化的典型实例，该计划由摩根大通基金会资助。 

为应对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发生的变化，对整个方案的优先事项和方法作出了迅速调整，包括以下三个主
要部分：(a) 优先考虑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内部的在线培训能力、技能和设计(包括对培训师进行培
训、课程指导和开发以及编写学习材料)；(b) 侧重点从由培训向就业过渡转向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毕业
生提供就业准备培训；(c) 对基于公司的技术培训和劳工组织的业务内软技能培训试行并逐步转向线上教
学。 

下文列举了在上述调整背景下取得的成果。 

印度尼西亚：(a) 就开设和提供在线培训对公共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师进行培训(与人力部合作)；(b) 就
创办线上零售企业提供信通技术方面的技能培训(与印度尼西亚零售商协会 APRINDO 合作)。 

菲律宾：就在线提供就业准备培训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相关技能培训对培训师进行培训，其中
包括 142 名女性培训师；为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相关技能纳入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技术
培训制定了课程指南；对技术教育和技能开发局的工作人员在设计在线培训方案方面的能力进行开发；根
据劳工组织的业务内同行学习方案，扩大了与伙伴公司的在线软技能培训；菲律宾雇主联合会和行业协会
在线开展业务的能力得到提高。 

泰国：业务内软技能培训转向线上进行，9 家企业的约 15,000 名工人(主要是妇女)接受了培训。劳工组织
支持调整教学和学习方法，用于业务内培训以及技能开发部组织开展的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相
关的制造业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培训。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妇女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劳动力准备计划中期评估”，2020 年。 
 

3.5. 全民终身学习和技能开发 

180. 在疫情之前和疫情期间，成员国在劳工组织政策、技术和能力发展支持的帮助下，采取了许多步骤，
特别是通过在正规机构和工作场所内部开展的职业技术技能开发活动，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疫情期
间，本报告所述的两个区域均发生了质的变化，数字学习平台和工具越来越多，数字和面对面混合
式教学法成为疫情恢复阶段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开发领域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与此同时，
虽然将学习转向线上确保并扩大了覆盖面，但也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将许多无法充分、可靠地使
用数字技术的年轻人、残疾人和其他边缘化群体落在了后面。 

181. 下文列举了在整个《巴厘宣言》期间取得的一些成果。 

• 多国政府与社会伙伴协商，制定并加强国家政策、立法和规划框架，以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和技能开发方案的质量并扩大其范围，包括在疫情期间。孟加拉国于 2021 年通过了国家技能开
发政策和国家资格框架。中国在《2021-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将终
身职业培训和优质学徒制列为优先事项。约旦制定并批准了《技能开发委员会法》(2019 年)，以
改革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部门的治理和结构，加强社会伙伴的参与，应对长期以来的技能不匹配
问题。黎巴嫩通过了 2018-2022 年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框架，其中将改善治理、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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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量和相关性列为优先事项。越南劳动部长批准了技术评估和行动计划，以拟定有史以来第
一份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战略草案。在也门，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发展部通过了 2021-2023 年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框架，该框架针对也门脆弱的国情，让雇主在危机期间和和平协议签订之
后积极参与进技能开发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工作。 

• 多国私营部门加大了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开发、治理及传授的参与，这是解决工作与技
能不匹配问题和确保市场相关性的重要手段。在孟加拉国，区域示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与
当地商会和行业协会合作，帮助培训匹配市场需求。孟加拉国雇主联合会还通过能力建设和其他
干预措施为 20 个行业技能委员会提供支持。在黎巴嫩，非政府组织、受训人员和雇主之间达成
了三方协议，并制定了雇主行为守则，以改善非政府组织培训伙伴开展的基于工作场所的培训。
越南成立了第一个农业技能委员会，并在该国《劳动法》中对该委员会予以正式承认。在新加坡，
“未来技能”倡议支持雇主与工会之间订立的集体协议，包括雇主有义务为工人设计和投资培训，
并为他们提供培训假。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和全国职工总会共同努力，在公司中成立培训委员
会。 

182. 加强和扩大基于工作场所的学习一直是劳工组织参与技能开发的重点。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中国
进一步为其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编写了新的工作指南。柬埔寨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标准操作程序。孟
加拉国的国家优质学徒计划与工会和酒店业人力资源协会合作开展了试点活动。印度国家职业教育
与培训委员会推出了一套新的学分转移系统，以提高正规教育系统中学生和工人的流动性，并将其
作为支持终身学习的一个关键机制。印度尼西亚在公私伙伴关系框架下，通过印度尼西亚雇主协会
为选定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毕业生设计和实施了在岗培训计划。黎巴嫩为实施基于工作的学习计
划的雇主制定了一套行为守则，供政府、学校和民生行业使用。黎巴嫩农业部还实现了与私营部门
的合作制度化，以促进高质量的基于工作的学习和学徒制培训机会，满足行业的技能要求。 

183. 本报告所述两个区域的多个国家改善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开发方案的可及性。孟加拉国技
术教育局建立了 7 个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示范机构，改善设施和教师培训，并为青年男女，包括残
疾人和少数民族成员的入学提供了便利。柬埔寨为该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启动了一套国家创
业培训课程，并在 24 个省和金边的中学系统推行创业教育。约旦通过政府的国家技能中心以及技
术和职业技能开发委员会，扩大了对妇女和叙利亚难民的技能培训。 

184. 提高先前学习认可制度的评估和认证服务的可及性和认证能力是多个国家的优先事项，因疫情导致
返乡的数以百万计移民工人的需求使这一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孟加拉国和柬埔寨都将加强该国在这
方面的能力列为优先事项，以分别满足从阿拉伯国家和泰国返回的移民工人的需求。约旦为建筑业
和制造业的 7 个职业开发、测试并核准了认可先前学习的方法，从而能够对叙利亚难民和约旦人的
技能进行认证。 

185. 发展绿色就业和绿色技能在国家技能开发议程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柬埔寨、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和菲律宾等国正在采取举措，将绿色技能纳入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案。例如，
菲律宾制定了课程指南，将绿色就业所需的技能和能力纳入相关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课程的主流，
进而支持向绿色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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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脆弱、冲突和灾害背景下建设复原力和促进体面劳动 

186. 冲突和灾害导致的脆弱性给社会造成巨大代价，损害生产力和工作条件，并阻碍在实现体面劳动议
程和其他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劳工组织在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直接参与的问题包括：从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涌入黎巴嫩和约旦的难民潮；也门危机，包括大规模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缅甸冲突
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人口；缅甸若开邦和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危机；台风“雷伊”对菲
律宾的影响；太平洋岛国汤加的一座水下火山爆发(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以及 2021 年阿
富汗的政权更迭。 

187. 随着气候引发的灾害不断增加，加之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以及区域移民模式和农业的变化，与生存和
复原力有关的挑战成倍增加，对劳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许多局势的脆弱
性，并使应对措施更为复杂。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妇女、非正规工人、移民工人、儿童、残疾人和
其他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188. 劳工组织应对各种脆弱局势的核心干预措施是，通过就业密集型投资和公共就业方案，结合技能开
发、企业促进和就业服务，推动建设和平、稳定和有复原力的社会。在依赖汇款的社区创造就业机
会一直是该领域工作的一个侧重点。上述方案大大有助于为弱势群体创造体面工作，其中包括贫困
妇女和男子、年轻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两个区域的就业密集型投资都采用了劳工组织基于
劳动力的基础设施开发方法。 

189. 2021 年台风“雷伊”袭击菲律宾，劳工组织与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国家
工作队及社区合作，通过体面劳动倡议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在缅甸问题上，劳工组织就军事
接管后工人权利减少问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就该国未能遵守有关结社自由、组织
权利和防止强迫劳动的国际劳工标准展开调查。与此同时，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军政府的人道主义活
动仍在继续。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劳工组织“东盟三角”计划继续通过基于社区的
宣传、权利倡导和服务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如向面临新冠疫情挑战的移民工人提供帮助)，促进妇
女和移民工人的安全流动。 

 专栏 11. 通过体面劳动建设复原力并推动复苏 

劳工组织支持开展的冲突和灾害建设倡议将体面劳动议程与国家一级的冲突后和人道主义应对措施结合起来，
并以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第 205 号建议书为基础。自《巴厘宣言》通过以来取得的成果包括以下几点。 

• 东帝汶的“道路促发展方案”通过改善道路交通为当地社区带来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 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就业密集型基础设施方案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创造了直接就业机会，有助

于改善民生和加快复苏。 
• 孟加拉国的职业和创业培训及认证服务为考克斯巴扎尔受罗兴亚危机影响的收容社区提供了新的

机会。 
• 伊拉克为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建立了就业服务和在线工作匹配平台。 
• 约旦和黎巴嫩为叙利亚难民和收容社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包括通过难民工作正规化；创建就业服

务机构；防止城市非正规经济中不可接受的工作条件和农业童工的措施；在改善经济上至关重要
的基础设施的同时创造就业。由此创造了 120 万个工作日的就业机会，惠及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
的 21,500 名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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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除了在冲突和灾害情况下提出的支持请求外，据劳工组织在两个区域的办事处报告，努力应对气候
变化相关挑战的三方成员越来越多地提出支持请求。为了提高在这方面参与的有效性，劳工组织与
联合国对口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参与联合规划。这一动向反映在劳工组织参
加了联合国建设复原力问题联盟，该联盟将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结合在一起，成员包括亚
太区域的 19 个联合国实体。 

3.7. 加强社会保护 

191. 两个区域的社会保护覆盖率持续较低(见第一部分，第 2.2 节)与社会保护投资严重不足以及大量非
正规工人被排除在现有体系之外有关。疫情迅速引起人们对社会保护不足的关注，并促进采取了前
所未有的政策行动向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无酬照护者、移民工人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
不稳定就业的妇女和男子。 

192. 除了重点支持成员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疫情应对措施，劳工组织还继续推动与三方成员的合作，在
社保兜底线的基础上，促进全面、有韧性、可持续和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
发展。为此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提供高级别和技术性政策咨询服务、精算审查、可行性研究和
起草相关立法，还帮助一些国家利用开展劳工组织基于评估的全国对话取得的成果，制定协调一致
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护战略。 

 专栏 12. 阿拉伯国家社会保护未来的新愿景 

2021 年 11 月 30 日，题为“阿拉伯地区社会保护的未来：为后新冠时期的现实构建愿景”的部长级论坛
宣言提出了阿拉伯国家后新冠时期社会保护指导原则。该论坛汇集了阿拉伯地区负责社会保护事务的各国
部长以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代表及其他与会者。论坛由联合国区域社会保护问题联盟组织举办，并由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劳工组织负责协调。 

该宣言是阿拉伯地区的首个此类宣言，它强化了对实现全面、适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的承诺，以确保所
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够获得基本收入保障和基本医疗保健，而这正是《实现以人为本复苏的全球行动呼吁》
所倡导的。 

 

193. 2018 年发布的《亚洲社会保护独立专题评估报告(2012-2017 年)》指出，劳工组织正在该地区大量
开展高度相关的社会保护工作，国家报告和评价普遍对劳工组织技术、能力发展和知识建设投入的
高质量和催化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 124 

194. 在落实《巴厘宣言》期间，借鉴三方和两方社会对话以及劳工组织基于评估的全国对话进程的成果，
制定了若干新的增强型政策、立法、战略和制度框架。如何在后疫情环境下保持这一势头并探索手
段和机构能力，将覆盖面长期和可持续地扩大到所有人口群体，将是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两个区域
的国家或次区域已取得的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 通过国家社会保护战略和建立社保底线等措施，在实现全民社会保护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约旦和东帝汶制定了国家社会保护战略。东帝汶在制定战略的同时，还成立了国

 
124 劳工组织，《2012-2017 年亚洲地区社会保护专题评估(第二阶段)》，2018 年。 

https://socialprotection.org/discover/publications/ministerial-forum-declaration-future-social-protection-arab-region-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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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保障研究所，其中设有三方理事会。2021 年 10 月，菲律宾将国家界定的社保底线制度化。
约旦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制定了落实社保底线路线图。黎巴嫩启动了制定国家残疾津贴的工作。 

• 完善社会保障相关法律，实现与劳工组织标准对接。印度将 1948 年《雇员国家保险法》纳入了
2020 年《社会保障法》，在保留该法为正规部门工人提供社会保护的突出作用的同时，将其覆
盖范围扩大到新型非正规工人。尼泊尔新订立的国家综合社会保护框架将进一步简化《缴费型社
会保障法》(2017 年) 和《社会保障法》(2018 年)。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政府通过了
2021 年《雇员社会保障法》，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大到建筑工人。省政府和三方伙伴还同意
启动新的全国对话，以修订和实施 2019 年 1 月暂停实施的《社会保障法》。越南对 2014 年《社
会保险法》的拟议修订将使缴费型社保成为整个社保体系的主要支柱，并逐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
盖面，实现全民享有社会保险的目标。伊拉克、黎巴嫩和阿曼拟定了社会保障立法草案，以扩大
缴费型计划的物质和个人保险范围，在适足性、公平性和财务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 

• 采取措施改善机构系统性、协调性和透明度。约旦社会发展部设立了一个执行支助科室，以确保
全面协调 2019-2025 年国家社会保护战略的落实工作。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定了国家健康保险
核查准则，以提高国家健康保险和保健设施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在斯里兰卡，劳工组织与锡兰雇
主联合会共同进行了一项关于私营部门社会保障计划重新定位的研究，并由此成立了一个审查社
会保障改革的三方分委员会。巴基斯坦于 2020 年 11 月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保障三方协调论坛，并
启动了国家减贫政策框架。泰国成立了国家社会保护制度管理委员会，以启动对社会保护制度的
跨行业(和部际)诊断。还批准在泰国社会保障局内设立一个精算科，以加强财务治理和政策决策
能力。 

• 实行新的社会保护措施，包括作为新冠疫情应对和恢复措施的一部分。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针对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孕妇和儿童推出了现金转移方案。柬埔寨还推出了一项养老金计划，
将福利待遇扩大到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覆盖的 200 万现有成员之外。尼泊尔新出台的缴费型社会保
障条例将医疗保健和生育保护置于优先地位，从而使更多的正规就业妇女受益。阿曼推出了新的
失业保险计划，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采取了初步措施，包括为建立失业保险计划起草立
法。约旦通过了监管改革，以促进扩大农业和自营职业者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巴基斯坦的开伯尔
-普赫图赫瓦省启动了全民医保方案，在 2020 年 12 月实现了家庭全覆盖。旁遮普省正在复制这
一做法，俾路支省将于 2022 年如法炮制。 

4. 制度 

  

《巴厘宣言》 

优先事项 1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 
权利以及批准国际 

劳工标准 

《巴厘宣言》 

优先事项 4 

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 

《巴厘宣言》 

优先事项 5 

缩小日益扩大的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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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尊重工人的基本权利和公约批准情况 

4.1.1. 批准率滞后 

195. 自《巴厘宣言》通过以来(截至 2022 年 3 月)，阿拉伯国家区域的 4 个国家和亚太区域的 26 个国家
完成了对 46 项劳工组织公约的批准工作。这比第 15 届和第 16 届亚太区域会议之间的批准数量(总
共 72 项)要少得多(下降了 38%)。附件 2 列出了 2017-2022 年期间两个区域的国家批准劳工组织公
约的情况，图 6 显示了迄今为止基本公约的批准数量。 

196. 在上述所有批准书中，有 27 项针对的是基本公约，包括与工作安全和健康原则有关的公约(《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促进框架公约》(第 187 号))，该
原则在 2022 年 6 月举行的第 110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被确认为一项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然而，
在撰写本报告时，亚太区域的 36 个成员国中只有 14 个(39%)、阿拉伯国家区域的 11 个成员国中
只有 3 个(27%)批准了劳工组织的全部八项基本公约(不包括若干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这与全球
批准率相比也大为逊色。根据全球批准率，79%的劳工组织成员国已实现了批准劳工组织八项基本
公约(不包括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的目标。亚太区域只有 3 个国家批准了两项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
而阿拉伯国家区域没有任何国家批准。超过三分之二的尚未批准全部基本公约的国家在亚太和阿拉
伯国家区域。第 182 号公约是唯一一项获得两个区域所有国家普遍批准的基本公约。 

 图 6.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基本公约批准总数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 NORMLEX 国际劳工标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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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作为 2019 年劳工组织百年庆典的一部分，开展了“One for All”百年批约运动，邀请劳工组织所
有 187 个成员国在本组织成立一百周年期间至少批准一项国际劳工公约。虽然该运动没有实现其雄
心勃勃的目标，但与 2018 年全球批准 45 项公约和 2017 年批准 44 项公约相比，2019 年全球总共
登记了 70 份批准书，具有重要意义。其中，13 份批准书来自亚太区域，1 份批准书来自阿拉伯国
家区域(图 7)。 

198. 在 2020-2021 两年期，亚太区域仅登记了 9 份批准书，2022 年上半年登记了 6 份。阿拉伯国家在
2020-2021 两年期登记了 5 份批准书，2022 年初登记了 1 份。2019 年以来登记的批准书没有一份
关于治理公约(第 81 号、122 号、129 号和 144 号公约)，而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建议普遍批准这些
公约。 

 图 7. 2012-2022 年(截至 7 月)按类型和年份分列的劳工组织公约批准情况 

 
注释：基本公约包括两项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 NORMLEX 国际劳工标准信息系统。 

199. 鉴于上述情况，疫情似乎进一步减缓了两个区域已经十分缓慢的批准势头，包括在标准审议机制三
方工作组的后续工作方面，该工作组敦促成员国查明其批准记录中的过时公约，并在三方协商的基
础上，考虑批准相应的最新标准。 

200. 越南政府展示了通过社会对话批准国际劳工标准的良好做法，特别是通过与国家社会伙伴签订谅解
备忘录，在 2030 年之前共同规划和实施最新标准，从而使这一进程正规化。也可以将批约方面的
优先事项和承诺正式纳入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例如，《2022-2026 年孟加拉国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承诺开展三方协商，以便就劳工组织公约制定可能的批准战略。 

201. 展望未来，有两个可以利用的显著机会加快批约步伐。第一个涉及与国际贸易机会和收益挂钩。将
劳工权利要求和社会条款以及进口国的尽职调查要求纳入自由贸易协定的趋势日益明显(图 8)。在
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 86%的现有劳工规定如今都包括适用劳工标准的条款。这一点是孟加拉
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尼泊尔在规划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阿拉伯
国家区域，现有的四项劳工规定全部包含与劳工有关的限制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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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1994-2021 年按区域分列的贸易协定中与劳工有关的限制性条款的出现情况 

 
注释：可在劳工组织“贸易协定劳工条款信息中心”查阅最新更新数据。 

资料来源：Marva Corley-Coulibaly、Ira Postolachi 和 Netsanet Tesfay，“贸易协定中劳工条款的多方面类型：概述、方法和
趋势”，2022 年。 

202. 为增加批约数量可以利用的第二个机会涉及联合国发展系统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
和“我们的共同议程”进行的重新定位，以便进一步将人权纳入联合国在国家一级参与的所有方面，
包括通过联合国共同国别评估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这些发展为确保国际劳工标准成为联
合国国家工作队系统内更广泛的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重要机会。 

4.1.2. 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及集体谈判权利 

203. 在批准《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和《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
约》(第 98 号)方面仍然存在明显滞后。在尚未批准第 87 号公约的 30 个国家中，有 24 个国家在亚
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在尚未批准第 98 号公约的 19 个国家中，有 18 个国家在亚太和阿拉伯国家
区域。这两个区域有 40%以上的工人生活在尚未批准第 87 号公约和第 98 号公约的国家。  

204. 即使在已批约的情况下，劳工组织监督机构仍在这些区域确定了若干在实施结社自由权利和原则方
面存在严重和持续问题的案例。  

205. 若干成员国已采取行动，处理由劳工组织监督机构以及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第 26 条控诉所提出
的涉及遵守已批准公约的事宜。这些行动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 经与社会伙伴协商，孟加拉国政府制订了行动路线图，处理孟加拉国在遵守《1947 年劳动监察
公约》(第 81 号)及第 87 号和 98 号公约方面的未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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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尔与劳工组织开展技术合作，启动了一项重大改革计划，其背景是 2014 年提出的涉及被指
控不遵守强迫劳动、劳动监察和歧视方面公约义务的第 26 条控诉的结案(见专栏 13)。 

• 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继续监督缅甸严重违反结社自由标准和原则的情况，尽管已根据调查委员会的
建议采取了许多步骤，包括前所未有的诉诸《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33 条的步骤。 

 专栏 13. 卡塔尔劳动制度改革——从规范性工作到切实变革 

2014 年，针对卡塔尔被指控不遵守强迫劳动、劳动监察和歧视方面的义务，根据第 26 条提出了一项控
诉。劳工组织与卡塔尔随后商谈了一项劳动改革计划，得到劳工组织理事会核可，从而于 2017 年结束了
控诉程序，2018 年在多哈开设了劳工组织项目办公室。 

劳工组织在卡塔尔的计划成为劳工组织与国际雇主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全球工会联合会合作，与成员
国开展发展合作的一个突出范例。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 改革限制移民在雇主之间自由流动的法律，包括废除担保制度中最有问题的部分；  
• 2021 年通过了最低工资，由最低工资委员会监督，适用于所有产业所有国籍的工人，包括家政工

人；  
• 在企业一级建立了联合委员会，以促进社会对话，包括移民工人作为工人代表参与其中； 
• 劳动部和公共卫生部通过了一项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确保更具战略性、协调性及数据驱动性的

方法。 
• 2021 年 5 月通过了新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工人在夏季免受热应激，扩大适用夏季工时(在此期间禁

止户外工作)，同时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 
• 劳动部每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布劳动力流动、投诉、监察等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改革的参与度和透明度。国际工联和全球工会联合会与劳动部和劳工组织每年举行两次
战略规划会议，讨论进展情况和优先事项。最近为国际雇主组织和卡塔尔工商会建立了类似的机制。已经
就若干主题发布了全面独立评估报告，提供了数据并着重指出了优势和挑战。 

 

4.1.3. 平等与不歧视  

206. 在所述两个区域的 47 个成员国中，有 36 个国家批准了《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相同数
量的国家批准了《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实施平等和不歧视的基本权利的措
施包括立法、制度建设、认识提高、社会伙伴自愿行动以及通过教育改变态度。 

207. 第 100 号公约不仅要求同等工作同等报酬，而且要求男女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因此包括对主要由女
性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和主要由男性从事的工作的价值的比较。然而，在劳动法中并不总是承认“同
值工作”的概念，即使是在已批准第 100 号公约的情况下。此外，虽然第 111 号公约要求国家立法
体现对直接和间接歧视的定义和禁止，但大多数已批准第 111 号公约的成员国的劳动法并没有明确
界定这些术语。尽管如此，这两个区域的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确定了具体的理由或标准(例如
种族、肤色、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残疾、信仰、宗教、政治观点、出生、社会出身、社会经济
地位、性取向、工会会员身份或参加工会活动)，禁止基于这些理由或标准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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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在许多国家，平等受到国家宪法的保障。然而，鉴于劳动力市场的特定情况及其在促进社会中的机
会均等和待遇平等方面所能发挥的核心作用，劳工组织主张有必要在劳工立法中明确体现第 100 号
和第 111 号公约的要求。 

209. 亚太区域的许多成员国正在通过或强化法律，打击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这是一种持续存在
的性别歧视形式。第 190 号公约和第 206 号建议书提供了重要指导。迄今为止，在所述两个区域中
只有斐济批准了第 190 号公约，尽管许多国家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宣传工作(见 3.2 节)。 

4.1.4. 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 

210. 克服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挑战，对于实现社会正义和以人为本的复苏仍然至关重要。批准和实施
相关公约为不断取得进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所述两个区域，2017-2022 年(截至 7 月)期间有四个
国家批准了《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孟加拉国、印度、缅甸、瓦努阿图)；六个国家批
准了《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库克群岛、印度、马绍尔群岛、帕劳、汤
加、图瓦卢)；一个国家批准了《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越南)，八个国家批准了
《<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的 2014 年议定书》(澳大利亚、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西兰、大韩
民国、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和泰国)(见附件 2)。  

211. 实施公约和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在 2021 年就第 182 号公约发表的一般性意见中赞扬所有成员国普遍
批准了该公约，第 138 号公约的批准率达到 90%，同时呼吁成员国努力维护在批约方面取得的宝
贵进展，并使复苏成为一个机会，在一个没有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世界中重建得更好。 

212. 亚太区域的国家政策、行动计划、协调机制和法律修订显著增多，使各国更接近消除这些不可接受
的工作形式的目标。斐济、尼泊尔、斯里兰卡和越南承诺成为“联盟 8.7”的开拓者国家，以此身
份开展合作、制定战略、分享知识、加快进展，以便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7，立即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强迫劳动、现代奴役、人口贩运和童工劳动。 

213. 目前，在所述的两个区域，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处理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问题。与此
同时，虽然成员国在通过国家行动计划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亟需确保其有效实施。下一个重要
步骤是将筹资模式从依赖发展合作转向国家筹资，并通过“政府整体参与方法”加强对实施情况的
监测。  

 专栏 14. 已采取的应对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国家措施 

童工劳动 

• 修订《劳动法》(蒙古)和《童工劳动法》(菲律宾)。缅甸新的《儿童法》(2019 年)；后者包括将最
低工作年龄提高到 16 岁，保护儿童免于从事危险的工作活动。 

•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通过了《(禁止和监管)雇用儿童法》和《(废除)抵押劳工制度法》。 
• 通过了一项关于企业和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包括消除童工劳动(巴基斯坦)。缅甸通过了首个关

于童工劳动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 
• 更新有关儿童危险工作的清单或法规(孟加拉国、斐济、尼泊尔、斯里兰卡)。 
• 建立无童工劳动区(孟加拉国、尼泊尔)；让儿童入学并提供保护和心理支持(约旦)。 
• 针对特定行业童工劳动的三方行动(菲律宾的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尼泊尔的砖窑、黎巴嫩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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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童工劳动纳入劳动监察(孟加拉国、柬埔寨、斐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泰国)。 

• 将职业安全与卫生作为处理工作场所童工劳动问题的框架(约旦、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包括在叙利亚难民中)。 

• 支持雇主处理童工劳动问题(柬埔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旨在加强童工劳动措施协调的制度改革(泰国、黎巴嫩和伊拉克改善了监测和报告系统；菲律宾在

省和社区一级设立了新的负责童工劳动问题的单位和社会保护服务转介系统)。 

强迫劳动 

• 制订或更新打击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战略(马来西亚、卡塔尔)。 
• 将强迫劳动纳入劳动监察(卡塔尔、泰国)。 

 

4.2. 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 

4.2.1. 制定、强化和实施劳动立法 

214. 劳工组织在该区域大多数国家参与的一个重点是劳动法改革，其目的是强化遵守国际劳工标准，这
方面工作得到了劳工组织技术咨询和三方成员参与的支持。例如，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劳动法改革
是数年来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主要重点，包括在斐济、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
门群岛、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劳工组织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劳动法改革的独立评估(2020 年)发现，劳
动部之外的其他相关政府实体的更广泛参与以及为三方成员的参与提供持续能力发展支持也很重
要。 125 

2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两个区域的一些国家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经与三方伙伴协商，修订了劳动
法和相关立法。孟加拉国、巴林、印度、基里巴斯、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萨摩亚
和越南都采取了行动，改革劳动立法和相关立法。在一些情况下，根据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
会的意见进行了改革。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改革的动力是全球贸易和投资框架内强化伙伴关系或者
需要为营商提供更多便利。 

 专栏 15. 工人组织参与劳动法及相关立法和政策改革 

在所述两个区域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工人组织积极参与了立法和政策改革。越南劳动总联合会通过编写关
于关键相关问题的立场文件，为 2019 年《劳动法》的根本变革做出了贡献。老挝工会联合会在修订劳动
和社会保障法律以及制定劳动争议处理法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工会为正在制
定的旨在实施保护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的第 18/2017 号法律的条例做出了贡献。在黎巴嫩，黎巴嫩总工会
和全国雇员与工人工会联合会积极参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全国讨论，发布了一份关于社会保护的工人联
合立场文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民间社会和行业工会联合会根据国际标准建立了劳动法改革游说联
盟。 

 

 
125 Sadie Xinxin Yang，“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对太平洋岛国劳动法改革技术援助(2012 年-2018 年)的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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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这两个区域的政府将性别平等、不歧视以及反暴力和骚扰(包括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的规定纳入劳
动法和相关立法改革，如社会保障法(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萨摩亚、汤加、越南)。在东帝汶、
印度、蒙古和尼泊尔，立法改革也提高了生育津贴的可获得性和水平。约旦于 2019 年 5 月修订了
劳动法，纳入了带薪陪产假、弹性工作安排、儿童保育设施和薪资公平等领域的新规定。这些改革
体现了约旦国家同酬委员会提出的若干修正案，该委员会是劳工组织所支持的一个广泛联盟，包括
工会、妇女协会、人权团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4.2.2. 加强劳动行政管理，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和劳动法 

217. 有效、具备充分能力的劳动行政管理是实施和监测国际劳工标准以及制定劳动政策和劳动法的核心。
劳工组织与所述两个区域的三方成员合作，支持实施有效的劳动监察制度，包括在立法和监管层面，
通过加强监察能力，将性别考量纳入主流，并处理新冠疫情和职业安全与卫生相关问题。因此，这
两个区域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创建或加强了国家监察政策、制度和能力。这些举措包括：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制订了国家劳动监察政策和行动计划，以提高劳动监察
制度的有效性。 

• 卡塔尔推出了国家劳动监察政策，在劳动监察司设立了一个战略办公室。 

• 在制度和能力层面，中国优先重视工作场所合规和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包括培训海事监察员、
雇主和海员，并向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推广劳动监察(包括电子监察)专业知识；  

• 约旦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启动了首次国家三方劳动监察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其劳动监察制度，重
点是农业。 

• 孟加拉国、蒙古、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加强了与遵守劳动法有关的劳动监察方面的数据收集和数据
共享能力。 

• 斐济通过开发被称为无纸化劳动监察系统的在线案件管理系统，提高了实地监察的效能和效率。 

• 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和省级劳动监察机构通过并开始实施战略合规计划，以改善棕榈油行业的工
作条件。行业雇主和工人组织为制订这些计划做出了贡献。 

4.2.3. 建立和强化劳动争议调处和申诉处理机制和程序 

218. 劳工组织支持在所述两个区域的若干国家建立和强化劳动争议调处和申诉处理机制和程序。这方面
的重点是(a) 加强调解、调停、独立仲裁和劳动法院制度；(b) 支持开展社会对话，审议争议调处机
制；(c) 通过加强两方对话进程、制定程序准则和开展技术能力建设，使劳动争议更多地在工作场
所层面加以解决。  

219. 例如，在孟加拉国，通过在劳动和就业部下建立一个由 30 名调解员和 30 名调查员组成的中央人才
库来处理不公平劳动实践，加强了争议处理能力。在孟加拉国 2021-2026 年的新的体面劳动国别计
划中，三方成员承诺建立一个国家调解和独立仲裁制度，并加强劳动法院。劳工组织还支持孟加拉
国政府按照政府为回应国际劳工大会第 26 条控诉而制订的路线图中的计划，制订调解和改善争议
调处机制的标准业务程序(见上文第 2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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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在柬埔寨，劳工组织是国家三方仲裁委员会在发展、有效运作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伙伴。在卡塔
尔，成立了第一个工人争议调处委员会。在斯里兰卡，设计了一个快速反应和劳动争议调处机制，
有 30 名三方代表接受了调解培训。在马来西亚，正在进行争议调处机制和其他产业关系制度的监
管改革。库克群岛正致力于建立调解制度和机制。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开展了能力建设培训举
措，加强调解工作，以此作为一种争议调处机制。  

4.3. 法定或谈判的适足最低工资 

221. 在过去十年里，亚太区域的工资增长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区域，然而不平等的加剧表明增长带来的惠
益没有被公平分享。此外，新冠疫情干扰了许多国家的工资增长趋势，给低收入工人带来了更大的
下行压力，加剧了工资不平等。将工资与生产率挂钩能够确保企业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提高经营盈
余，同时确保工人以工资购买力提高的形式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这继而能够刺激国内需求，支持更
强劲、更平衡、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222. 劳工组织所支持的两个主要工资政策工具是通过基于实证的机制和程序以及集体谈判确定最低工资。
以下结果着重体现了在设立和强化最低工资确定机制和程序的立法政策和制度举措方面的改进，这
些改进对这两个区域的工人工资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 在这两个区域，政府改革并制定了包括最低工资在内的与工资相关的立法、政策和方法。柬埔寨
出台了新的《最低工资法》，该法于 2019 年生效，并立即适用于服装业。一项独立评估发现该
法既改善了工资谈判过程，提高了工资，又保持了服装业的竞争力。印度尼西亚国家三方工资委
员会制定了一份关于工资政策改革的政策文件，推广运用基于实证的工资确定和最低工资影响监
测工具。印度修订了确定国家最低工资的方法，并要求各邦的最低工资至少等于或高于工资兜底
线，这有可能提高多达 7,400 万的低收入工人的工资。马尔代夫修订了《就业法》，首次实行最
低工资制度。在约旦，三方工作事务委员会引入了固定的最低工资确定机制，以确定年度工资调
整。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关于工资改革的决议，该决议体现了集体谈判在工资调整
中的重要性。 

• 一些国家采取措施设立和加强制度化机制，以支持确定最低工资的程序。卡塔尔设立了最低工资
委员会，其任务是审查最低工资的影响并提出调整建议。在越南，依照关于 2019 年新《劳动法》
的一项总理决定，对国家工资委员会进行了扩大和重组，以加强其确定最低工资的技术能力。为
了改善确定最低工资的实证基础，越南发布了有史以来的首份国家工资报告，为确定适足最低工
资提供了新的指标和方法。 

• 一些国家在将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纳入工资政策改革和覆盖范围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泰国通
过以最低工资为基准的计件工资计时测验，促进在确定在家工作的工人工资方面的非歧视性做法。
菲律宾批准了确定家政工人最低工资的实证框架。卡塔尔出台了一项关于确定非歧视性最低工资
的法律，该法律适用于所有国籍的所有工人，包括家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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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促进人人享有安全与卫生  

223. 疫情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职业安全与卫生对于保持工人、雇主和广大公众的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性。然
而，当许多国家政府和社会伙伴理所当然地在不同程度上重点关注在工作场所预防和减轻新冠疫情
时，疫情也凸显了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在疫情前即已存在的更长期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包括相
关机构内部协调机制薄弱，缺乏预防性安全与卫生文化，雇主和工人的认识水平低，以及职业安全
与卫生管理能力有限。 

224. 劳工组织在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参与的一个关键考量是越来越有必要防止工作中的心理风险，包括
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查明身体和心理上的危害和风险是确定具有性别敏感性的适当管控措
施的基本要素，这些措施应符合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况和工人的需求，特别是妇女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225. 为政府和社会伙伴在建立有韧性的职业安全与卫生体系方面提供的技术支持包括：制定或加强政策
和立法，增强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能力，以及促进和加强各级的两方和三方社会对话。从这两个
区域的国家或地区选出的范例包括： 

• 在 2012 年塔伦时装厂火灾和 2013 年拉纳广场服装厂倒塌之后，孟加拉国持续发展职业安全与
卫生以及工业安全方面的国家架构和能力。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在工厂和企业监察司设立了一
个新的产业安全处室，监测所有经济部门的产业安全，并于 2021 年通过了一项关于职业安全与
卫生的国家行动计划。 

• 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通过更新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概况和计划，加强了国家职业安全与
卫生体系，三方伙伴全程充分参与。此外，老挝国家工商会与其他三方伙伴合作制订了“新常态
下重新开业”的标准业务程序。 

• 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计划通过在孟加拉国、柬埔寨、约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企业一
级实施职业安全与卫生法律、法规和计划，参与改善各国服装业和制鞋业数以百万计职工(主要
是女工)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件。 

• 越南成立了国家、地方和企业职业安全与卫生委员会，以执行国家职业安全法令和相关计划。 

• 斐济通过一项国家战略计划加强了职业卫生服务。 

• 沙特阿拉伯推出了首项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通过了关于企业一级职业安
全与卫生监督员和委员会的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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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所有人的经济与体面劳动  

 

5.1. 制定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 

226. 劳工组织利用其在劳动世界各层面的多样化工作计划，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助力，其中包括从
行业和产业政策到体面劳动和贸易、经济正规化、社会保护、技能开发和创造体面就业等领域的政
策。 

227. 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在落实《巴厘宣言》期间，若干国家或地区采取行动，推出或加强国家就业
政策和相关战略与制度，关注将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带来最大益处的行业(孟加拉国、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印度、伊拉克、基里巴斯、尼泊尔、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菲律宾、萨摩亚、东帝
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通过了一项国家农村就业战略，促进国家减贫工作。菲律宾通过了 2021-
2022 年国家就业复苏战略，以此作为新冠疫情对策的一部分。  

228. 在所述的两个区域，一些国家(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帝汶)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
进一步建立了有利于就业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包括通过建立旨在促进以就业带动增长的部际机构。
例如，柬埔寨通过建立一个每年审议和监测实施方面进展情况的部际协调机制，加强了对国家就业
政策的监督。 

229. 与此同时，三方成员对加快在以下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投资的“变革议程”的需求日益增加：照护经
济(服务业和体面就业)以及向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公正过渡，特别是在能源行业。这两个区域已经
开始了在这些重要领域的工作，包括通过加强对三方成员的能力支持。在“公正过渡”方面，最值
得注意的是劳工组织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气候行动促进就业倡议中的牵头作用(专栏 16)。在发展照护
经济方面，泰国和印度正在开展试点项目，以发掘创造体面就业的潜力并加强多种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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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16. 实现就业与技能绿色化：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近年来，三方成员日益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给劳动世界带来的挑战。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已将抵御气候变化
列为国家农村就业战略的优先领域。印度正在编写公正过渡准备情况评估，以此作为选定行业(服装、能
源、农村发展)的绿色化和过渡规划的基础。孟加拉国雇主联合会将气候变化列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
框架和新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优先领域。在柬埔寨，由劳工组织协调的联合国青年体面就业联合计划将
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中的绿色技能开发列为优先事项。 

下一代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尤其是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已显示出对气候变化适应力、公正过渡(包括在能
源领域)以及绿色就业和技能开发的更大关注。孟加拉国新的 2022-2026 年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将这些领域
列为优先事项。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气候行动促进就业倡议是加强合作，应对劳动世界气候变化挑战的一个关键框架，该
倡议由劳工组织牵头，正在向该区域的国家推广。这将为“促进公正转型的就业和社会保护全球行动加速
器”倡议提供助力。  

 

230. 及时取得和宣传以政策为导向和基于实证的研究成果是劳工组织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核心组
成部分。新冠肺炎危机期间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劳工组织在超过 18 个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就业
和企业的劳动力市场诊断，包括在行业层面。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家和行业层面关于复苏政策的
政策对话，有助于将社会保护、其他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对话纳入联合国复苏框架。 

231. 除了满足疫情对策的迫切需要之外，还开展了的长期研究和分析工作，为基于实证的体面劳动政策
制定和措施提供支持，这是劳工组织在所述两个区域许多国家的参与工作的一部分。重要主题包括
有利于贸易和经济多样化的技能(柬埔寨)；影响妇女和青年就业的性别、社会和文化因素(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环境条件对工人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卡塔尔)；非正规性诊断和研究(蒙古、尼泊尔)；
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差距和劳动保障措施(中国)；加强对移民女工及其家人的促进性别平等的服
务(印度尼西亚)；私营教育行业就业的性别层面(约旦)；有利于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的工资政策
(印度、马尔代夫)。 

 专栏 17. 劳工组织区域性出版物为体面劳动政策提供了实证基础 

劳工组织定期编写和传播研究和报告，以加强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范围内体面劳动议程关键领域的实证
基础。以下是 2016 年以来劳工组织在区域一级推出的重要出版物精选清单。 

• 《2018 年亚太就业和社会展望：推动体面劳动，促进可持续发展》(2018 年) 
• 《2020 年亚太就业和社会展望：越过危机，迈向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2020 年) 
• 《亚洲劳务移民：通过金融和技术提高移民对发展的影响》(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经合组织和劳

工组织，2018 年) 
• 《游戏规则改变者：亚太区域的妇女与劳动世界的未来》(2018 年)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老龄化与社会保护”(2017 年) 
• 《农村工人体面劳动差距：主要研究成果和对工会的建议》(2022 年) 
• 《世界社会保护报告：中东和北非地区配套报告》(2021 年) 
• 《迈向富有成效和包容性的道路；在阿拉伯区域创造就业》(西亚经社会和劳工组织，2021 年) 
• 《阿拉伯国家的生产力增长、多元化和结构变革》(2022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4988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4084.pdf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labor-migration-asia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4560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61417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5058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304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rabstates/---ro-beiru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704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05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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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建立强有力的实证基础，为从宏观到业务的各层面政策提供信息，这需要根据商定的国际衡量标准，
收集、传播和评估最新和可靠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工组织注重在三个主要领域为成员国在统计方
面的活动提供支持：(a) 劳工统计和体面劳动指标方面的能力建设，特别是为第 19 届和第 20 届国
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的最新标准提供支持；(b) 与国家统计局开展技术合作及向其提供技术援助，
以开展劳动力调查或其他数据收集工作，包括为定期劳动力调查建立统计系统；(c) 为根据最新国
际标准来衡量劳工组织负责监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提供支持。近年来，劳动力调查的范围已经
扩大，纳入了童工劳动模块(例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 2021 年纳入了该模块)和最近引入的时
间使用统计模块，这对有关如何最好地投资于照护经济的知识基础有很大助益。 

 专栏 18. 改进统计，为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措施提供支持 

一些国家启动改善统计数据的设计和可用性的举措，为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措施支持。以下是精选的亮
点。 

•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曼谷举行了亚太区域国家农村地区劳动统计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有
10 个国家参加。 

• 在中国，在劳工组织举办的一系列培训之后，首次发布了基于调查的城市失业统计数据。 
• 在菲律宾，就新技术对职业和行业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 在黎巴嫩，与中央统计局合作开展了 2018-2019 年劳动力和家庭生活条件调查。还进行了一项关

于非正规性的调查，重点是最弱势的难民群体和接纳社区。 
• 在伊拉克，中央统计局就劳工和童工劳动统计数据进行了快速需求评估。 
• 在约旦，统计局为就业和失业调查制定了问卷和统计工具，以更好地了解移民和难民人口的状

况。 
• 在也门，对武装行动产生的破坏和需求进行了评估，重点是萨那市及其郊区的劳动力市场、职业

培训机构和中小企业的状况。 
• 与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合作，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日本千叶举办了以“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衡量体面劳动”为主题的区域性培训班，有 15 个国
家参加。 

 

5.2. 可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企业、创新及非正规经济 

5.2.1. 促进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 

233. 非正规工人和企业倾向于被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遗漏，这是自危机爆发以来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减贫
工作逆转的部分原因(另见第一部分，第 2.2 和 3.1 节)。此外，中小微企业雇用了所述两个区域的
大部分劳动力，它们基本上处于非正规经济中。 

234. 第 204 号建议书鼓励各国制定协调一致的综合战略来促进这种转型，并酌情将就业正规化作为国家
就业政策框架的中心目标。有关劳工组织正规化战略和行动的独立评估指出：(a) 资源方面的限制
给劳工组织在这一领域的有效性带来了挑战；(b) 尽管在提高认识、能力和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在正式通过为正规化提供支持的法律和政策方面所实际取得的成功有限；(c) 尽管三方机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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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话已很好地融入了劳工组织的战略和行动，但仍需给予更大关注，确保非正规经济代表的直接
参与。 126  

235. 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的若干国家启动了帮助加快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经济转型的政策和计划，特
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和计划。包括如下实例：  

• 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小型企业正规化。在印度，拉贾斯坦邦政府通过了一项全邦范围内关于天然石
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三方战略，为该行业的正规化铺平道路，该行业以城郊和农村地区的非正式
和路边工棚为主。在约旦，已采取措施促进叙利亚难民获得正规就业，包括增加获得灵活工作许
可的机会以及通过承认先前学习，增加技能培训和技能认证的机会。2018 年修订了关于促进难
民获得正规体面工作的监管框架，这使小企业(特别是由叙利亚妇女在家经营的企业)得以正规化。 

• 为加速向正规经济和就业转型奠定基础的研究和诊断。在黎巴嫩进行了一项非正规性和脆弱性诊
断，为政策对话奠定基础，以支持设计一个路线图，推进正规化并处理脆弱性问题。在尼泊尔，
一个三方工作队进行了非正规性诊断，分析非正规性的程度、动态和原因，并提出建议，以促进
向正规经济转型，减少非正规性的负面影响。在蒙古开展了一项非正规就业研究，目的是：
(a) 确定工人和经济单位在向正规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b) 提出政策建议，支持正
规化，在疫情复苏措施的范围内应对非正规就业人员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5.2.2. 促进可持续企业和创业 

236. 重振在危机中遭受尤为严重冲击的最脆弱企业(即中小微企业)的生产力增长是以人为本复苏的一个
重要方面(见第一部分，第 3.3 节)。  

 专栏 19. 高级别评估凸显劳工组织可持续企业工作的重要性 

《对国际劳工组织 2014-2019 年促进可持续企业战略和行动的高级别评估》得出了一些与本实施情况概览
相关的结论。其中的重要内容如下： 

• 劳工组织在促进可持续企业方面的工作对于实现其体面劳动总体目标至关重要。虽然这方面工作
有时被描述为与雇主的优先事项更为相关，但它与工人也同等相关，值得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成
员国对这方面工作的需求很大；它改善了妇女和青年的状况，将成为疫情后复苏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工作的重点是中小企业发展和创业培训。劳工组织促进中小企业生产力和工作条件的工作有所扩
展(主要通过“可持续、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计划)，对有利于可持续企业的环境给予了更
多关注。 

• 价值链发展工作不断推进，市场体系开发受到更多关注。社会金融和促进《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
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领域的工作也有所扩展(见第 5.2.3 节)。 

 

237. 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劳工组织在所述两个区域超过 18 个成员国开展了上述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
劳动力市场就业和企业诊断工作，为促进可持续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巴厘宣言》进程的更长
时期内，一套经过测试和证明的劳工组织企业发展工具在若干国家或地区(孟加拉国、柬埔寨、中

 
126 劳工组织，《高级别独立评估：国际劳工组织 2014-2018 年促进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战略和行动》，2019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20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34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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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缅甸、菲律宾、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沙特
阿拉伯、所罗门群岛、东帝汶、越南和也门)推动了国家一级促进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 127  

238. 在这两个区域，通过劳工组织对政府、企业和其他行动方计划的支持，小企业可持续性和创业精神
得到了加强。国家或地区的选定成果包括： 

• 在中国，应急管理部对“可持续、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计划加以调整和利用，以加强国家
对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业务能力，促进旨在提高企业生产力的创新和工商业管理培训。 

•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国家工商会建立了一个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支持中小企业改善经营
和财务规划，从而能够利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工商业”工具获得银行贷款。到 2021 年年中，
近 20%的接受培训的企业成功获得了贷款。 

• 在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实施了一项改革地区开发银行和振兴农村银行的方案，使这些机
构能够改进对在该国企业中占绝大多数的小型经济单位的服务。印度尼西亚的 10 个私营培训机
构，包括工商业出口发展组织(隶属于印度尼西亚雇主协会)，14 个省级公共生产力中心(隶属于
人力部)和 2 所大学在印度尼西亚 34 个省中的 14 个省进一步加大“可持续、有竞争力和负责任
的企业”计划的实施力度。新的国家生产力培训标准在这一领域采用了劳工组织“可持续、有竞
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模式。 

• 在伊拉克，通过“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计划提供企业发展服务和金融知识培训课程，努力促进
体面劳动和支持冲突后重建工作。 

• 从 2017 年到 2021 年，缅甸的创业和中小微企业支持计划通过培训师网络向 29,600 多名企业家
提供了创业培训。 

• 在黎巴嫩，利用小企业工作改善工具对黎巴嫩和叙利亚难民青年进行了创业和创业发展培训。园
艺业价值链行动方(原料供应商)与公共信贷担保机构合作，采用了一种新的包容性商业模式，使
小农户能够升级到高生产力的温室技术。  

• 在黎巴嫩的 8 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女企业家获得支持，打造商业上可行和可持续的社会企业。 

• 在约旦，劳工组织开发了 12 名培训师的能力，这些培训师继而对约旦和叙利亚难民妇女进行了
妇女经商计划培训。 

• 在越南，越南工商会和行业商业协会使用“可持续、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计划来提高中小
企业的生产力和工作条件，包括阿迪达斯和 H&M 等国际公司的越南供应商。  

5.2.3. 加强在全球供应链中实施国际劳工标准 

239. 所述两个区域重点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实施情况，这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改善对国
际劳工标准的全面遵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被视为实现参与全球供应

 
127 相关劳工组织工具包括：“可持续、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计划；“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计划；“了解企业”计划；
“有利于可持续企业的环境”方法；“社区企业发展”计划；“小企业工作改善”工具；“妇女经商”计划；“妇女创业发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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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积极贡献(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最大化、减轻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的必要条件。《多国企业宣
言》是支持劳工组织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一个重要全球平台(见专栏 20)。 

240. 劳工组织在政策、研究、宣传和直接计划拟订举措方面为三方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了支持，
以在这两个区域全球供应链中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主要参与领域包括： 

• 促进全球供应链供应商所在国与主要投资国之间的对话。由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全球供应链中
涉及的不同行动方，劳工组织在促进对话、提高国际劳工标准的总体遵守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一个例子是在越南促进了这种对话，这是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实施工作的一部分，该计划涉及
劳工组织的三方伙伴，旨在强化国内企业在全球电子价值链中的地位。 128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和
欧洲工会联合会还建立了一个全球劳工平台/网络来加强工会的能力，以监测欧盟-越南自由贸易
协定执行情况，并参与国内咨询小组，更好地保护工人利益。  

• 改善咖啡行业供应链中劳工权利和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条件和实施。在越南，三方成员设计并核可
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该计划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的环境；改善
国家法律和政策框架；并为在咖啡供应链中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实施更有效的预防、保护和赔偿机
制。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强化的劳动监察系统和老挝咖啡协会得到提高的职业安全与卫生
能力的支持下，种植和加工层面的小农户和工人的职业安全与卫生认识水平和良好做法得到了提
高。在积极的三方对话进程之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诺批准第 155 号和第 187 号公约。  

• 聚焦全球供应链中非正规工人的权利和地位。斯里兰卡劳动部与社会伙伴验证了面向全球供应链
中在家工作的女工和其他非正规经济工人的促进性别平等的诊断及其与非正规经济中分包商或中
小企业的联系。这为根据第 177 号公约持续开展关于非正规经济工人体面劳动赤字的宣传工作提
供了实证基础。  

 专栏 20. 《多国企业宣言》为改善全球供应链中的国际劳工标准奠定了一个基础 

《多国企业宣言》为三方成员改善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权利和做法提供了重要参考。2020-2021 年期间，
一些国家采取了宣传《宣言》的举措。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三方成员指定了国家协调人，以促进和支持
《多国企业宣言》。在泰国，劳工部根据《多国企业宣言》成立了一个关于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实践的三方
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咨询委员会。越南根据《多国企业宣言》，增加了供应链行动方之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和社会审计实践的定期公开对话的次数。这些活动涉及供应商/买方、工商业利益方、生产商、工会和政
府，重点是海产品和木材加工业的中小企业。另外还在《多国企业宣言》的框架内，通过欧洲联盟、劳工
组织和经合组织的合作，在越南启动了一个新项目，促进对社会负责的做法和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重点
是海产品和家具行业。 

另见劳工组织，《在亚太区域促进和实施<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的报告》，第 17 届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会议，即将出版。 

 

 
128 越南的联合行动计划应对以下问题：越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全球电子价值链中的边缘化；当地劳动力市场缺乏相关技能；
缺乏有效的职业和培训机构；不当工作条件，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加强政策一致性和部际协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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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21. 在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推行国际劳工标准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和负责任工商业行为一直是劳工组织在中国开展的亚洲负责任供应链项目的重点。该项
目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合作，为建立一个对话平台和加强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促进企业社会
责任/负责任工商业行为做出了贡献。其他参与者包括劳工组织的社会伙伴、行业协会、私营部门、企业
社会责任服务提供者、欧盟商会、大学和经合组织。共有 1,516 名参与者和 401 家公司参与了该项目的活
动。通过研讨会上对话、培训、政策宣传、外联和出版活动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 

•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增加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任工商业行为的知识、理解和能力； 
• 出版并分发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任工商业行为的劳工层面的宣传材料； 
• 在省一级，共有 75 名劳动监察员及纺织和电子行业的 121 家企业提高了在全球供应链中实施国际

劳工标准和国家劳动法的能力； 
• 大学阶段的未来工商业领导者增强了他们对国际劳工标准的了解； 
• 有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加深了对国际劳工标准的了解，特别是对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了

解。 
 

241. 劳工组织与全球服装供应链相关的主要计划是“更好的工作”计划，服装行业是这两个区域妇女的
主要正规雇主之一。作为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的联合计划，“更好的工作”计划在孟加拉国、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和越南把政府、雇主、工人和工会、品牌公司和零售商以及
发展伙伴汇集在一起。它还在斯里兰卡开展专题计划项目。在该计划参与的所有活动中收集的工厂
层面实证表明，“更好的工作”计划对工作条件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这包括减少工作场所普遍存
在的恶劣言行、增加工资和缩短过长的工时，以及在工厂以外对工人及其家庭产生积极影响。这些
影响是与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步产生的。 

242. 促进和支持三方和两方社会对话是“更好的工作”计划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见专栏 2)。“更
好的工作”计划的所有活动都特别注重通过管理方/工人联合绩效改进咨询委员会和培训女主管等
方式，让女工参加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工作以及持续进行的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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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区域体面劳动国别计划、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概览 

次区域/国家或地区 当前的体面劳动 
国别计划 

以往的体面劳动 
国别计划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或相关联合国文件 

亚洲       
阿富汗 2018–2022 年 2010–2015 年 2018–2021 年； 

过渡参与框架(2022 年) 
孟加拉国 2022–2026 年 2006–2010 年； 

2012–2015 年 
2022–2026 年 

柬埔寨 2019–2023 年 2006–2007 年； 
2008–2010 年； 
2011–2015 年； 
2016–2018 年 

2019–2023 年 

中国 
 

2006–2010 年； 
2013–2015 年； 
2016–2020 年 

2016–2020 年； 
2021–2025 年 

印度 2018–2022 年 2007–2012 年； 
2013–2017 年 

2018–2022 年 

印度尼西亚 2020–2025 年 2006–2010 年； 
2011–2015 年 

2021–2025 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22–2026 年 2011–2016 年 2017–2021 年； 
2022–2026 年 

马来西亚 2021–2025 年 2019–2020 年 2018–2020 年； 
2021–2025 年 

马尔代夫  2016–2020 年 2016–2020 年； 
2022–2026 年 

蒙古  2006–2010 年； 
2017–2021 年 

2017–2021 年； 
2023–2027 年 

缅甸 2018–2022 年   2018–2022 年 
尼泊尔 2018–2022 年 2008–2012 年； 

2013–2017 年 
2018–2022 年 

巴基斯坦 2016–2020 年， 
扩展到 2022 年 

2005–2009 年； 
2010–2015 年 

2018–2022 年； 
2023–2027 年 

菲律宾 2020–2024 年 无 2019–2023 年 
新加坡 两年期伙伴关系协议 无   
斯里兰卡 2018–2022 年 2008–2012 年； 

2013–2017 年 
2018–2022 年； 
2023–2027 年 

泰国  2019–2021 年 2017–2021 年； 
2022–2026 年 

东帝汶  2008–2013 年； 
2016–2020 年 

2015–2019 年；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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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国家或地区 当前的体面劳动 
国别计划 

以往的体面劳动 
国别计划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或相关联合国文件 

越南  2012–2016 年； 
2017–2021 年 

2017–2021 年； 
2022–2026 年 

太平洋地区       
库克群岛 2019–2022 年 无 

联合国太平洋战略 
(2018–2022 年) 

斐济  2010–2012 年 
基里巴斯  2009–2012 年 
马绍尔群岛  无 
帕劳  无 
萨摩亚 

 
2009–2012 年； 
2013–2016 年； 
2017–2020 年 

所罗门群岛 
 

2009–2012 年 
汤加 2018–2022 年 无 
图瓦卢  2010–2012 年 
瓦努阿图 

 
2009–2012 年； 
2014–2016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8–2022 年 2009–2012 年； 
2013–2017 年 

2018–2022 年 

阿拉伯国家       
巴林   2010–2013 年 2021–2022 年， 

扩展到 2024 年 
伊拉克 2019–2023 年 无 2015–2019 年； 

2020–2024 年 
约旦 2018–2022 年 2006–2009 年； 

2013–2017 年 
2018–2022 年 

科威特 
 

2018–2020 年 2019–2023 年 
黎巴嫩 

 
2017–2020 年 2017–2020 年； 

2023–2025 年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018–2022 年 2013–2016 年 2018–2022 年 
阿曼 

 
2007–2013 年； 
2014–2016 年； 
2018–2020 年 

  

卡塔尔   无   
沙特阿拉伯   无 2022–2026 年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08–2010 年 2016–2019 年； 

2022–2024 年 
也门   2008–2010 年 2017–2019 年； 

2022–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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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2017 - 2022 年 7 月亚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批准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情况 

文书 国家或地区 日期 
基本公约   
C.87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大韩民国 

伊拉克 
2021 年 4 月 20 日 
2018 年 6 月 1 日 

C.98 –《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大韩民国 
越南 

2021 年 4 月 20 日 
2019 年 7 月 5 日 

C.105 –《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越南 2020 年 7 月 14 日 
C.111 –《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泰国 2017 年 6 月 13 日 
C.138 –《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 孟加拉国 

缅甸 
瓦努阿图 
印度 

2022 年 3 月 22 日 
2020 年 6 月 8 日 
2019 年 6 月 24 日 
2017 年 6 月 13 日 

C.182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 汤加 
图瓦卢 
马绍尔群岛 
帕劳 
库克群岛 
印度 

2020 年 8 月 4 日 
2019 年 6 月 11 日 
2019 年 3 月 13 日 
2019 年 3 月 4 日 
2018 年 8 月 15 日 
2017 年 6 月 13 日 

P.29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2014 年议定书》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孟加拉国 
沙特阿拉伯 
大韩民国 
新西兰 
斯里兰卡 
泰国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21 日 
2022 年 1 月 20 日 
2021 年 5 月 26 日 
2021 年 4 月 20 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019 年 4 月 10 日 
2018 年 6 月 4 日 

C.155 –《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新加坡 

2022 年 7 月 4 日 
2019 年 6 月 11 日 

C.187 –《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菲律宾 

2022 年 7 月 4 日 
2019 年 6 月 17 日 

治理公约   
C.81 –《1947 年劳动监察公约》 零批准  
C.122 –《1964 年就业政策公约》 零批准  
C.129 –《1969 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 零批准  
C.144 –《1976 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 基里巴斯 

萨摩亚 
库克群岛 

2019 年 26 日 6 月 
2018 年 12 月 5 日 
201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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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 国家或地区 日期 
其他公约   
C.88 –《1948 年职业介绍设施公约》 越南 2019 年 1 月 23 日 
C.95 –《1949 年保护工资公约》 沙特阿拉伯 2020 年 12 月 7 日 
C.120 –《1964 年(商业和办公室)卫生公约》 沙特阿拉伯 2020 年 12 月 7 日 
C.151 –《1978 年(公共服务)劳资关系公约》 菲律宾 2017 年 10 月 10 日 
P.155 –《<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2002 年议定书》 斐济 2020 年 6 月 25 日 
C.159 –《1983 年(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 越南 2019 年 3 月 25 日 
C.167 –《1988 年建筑业安全与卫生公约》 蒙古 2020 年 11 月 5 日 
C.184 –《2001 年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公约》 伊拉克 2021 年 5 月 21 日 
C.185 –《2003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本)》 伊拉克 

缅甸 
2021 年 5 月 21 日 
2018 年 1 月 16 日 

C.188 –《2007 年渔业部门工作公约》 泰国 2019 年 1 月 30 日 
C.190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 斐济 2020 年 6 月 25 日 
MLC，2006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阿曼 

库克群岛 
约旦 
中国香港 
黎巴嫩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2022 年 3 月 29 日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1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6 日 
2018 年 3 月 8 日 
2017 年 6 月 12 日 
2017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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