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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负责任的工作场所实践以创造更好的工作和企业

负责任的工作场所实践

今天，全球化意味着产业供应链延伸至全世界各个角落。对于发展

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全球供应链为企业成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际质量标准

要求供应商进行技术投资、实行现代化管理实践和发展劳动力技能。

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微薄的利润需要不断提高生产率。许多跨国公司

还坚持要求供应商遵守行为准则，以维护国际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

然而，供应商优先考虑的重点往往是质量和生产率达标，其次才考虑

落实社会责任标准。

在很多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全球供应链中，工作条件引人关切。政

府在界定、宣传和实施劳工标准中的作用以及跨国企业的采购行为

起着重要影响。对法规的监督和执行是改善恶劣工作条件的一个途

径。然而，改善工作条件也是企业自身的责任。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三个主要项

目，即更好的工作（Better Work）
、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和负责任的

企业（SCORE）以及生产率综合

衡量和改善体系（SIMAPRO），
向成员国各组织提供技术援助。

项目面向各部门内不同规模的企

业。关于以上项目的详情请见背

面。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负责任的工作场所的方法

国际劳工组织力图打破较好的工作条件对于企业意味着过高成本的

虚构论点。企业如采取行动改善其经营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则可提高企业声誉、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竞争力。

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开展的学术研究和取得的实践经验和评估结果都

表明，负责任的工作场所实践，如工作组织创新、在工作场所不断的

学习、良好的劳资关系以及对工人权利的尊重，是提高生产率，同时

促进体面劳动的重要方法。根据一份名为《更好的工作条件能否改

善中小企业的表现？---国际文评》的研究报告总结，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良好的工作场所实践与各类企业层面积极的表现密切相关，

包括员工流失率下降和盈利能力提高。

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开展的学术研

究和取得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良

好的工作条件和生产率之间呈正

相关。

生产率

良好的工 
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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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负责任的工作场所的方法

国际劳工组织为决策者、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企业联合会和工会就如

何既保障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又帮助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取得成功

提供建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

• 面向国家机构的有关支持企业提高生产率和创建负责任的工作场

所实践方面的能力建设。

• 面向企业的实践培训和咨询服务。

• 能够显示工作质量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呈正比的有关有效政策、案

例分析和示范性工作场所的研究。

国际劳工组织进一步提供有关如何通过负责任的工作场所实践来

提高生产率和工作质量的各种培训计划，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

训中心有关通过良好的工作场所实践和人力资源管理促进可持续

发展企业的课程。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三个主要项目，即更好的工作

（Better Work）、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和生

产率综合衡量和改善体系（SIMAPRO）向成员国各组织提供技术援

助，面向各部门内不同规模的企业。

SCORE——提高中小企业工作条件和生产率
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是一个实践培训和入厂咨询

项目，旨在提高中小企业生产率和工作条件。SCORE通过其培训项目展示

国际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最佳实践，帮助中小型企业加入全球供应链。

SCORE是一个由模块组成的培训项目，侧重于发展合作工作关系以实现共

赢。这五个是培训模块包括工作场所合作，质量管理，清洁生产，人力资源

管理，职业安全和健康。每个模块包括工人和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为期两

天的课堂培训，之后专家亲临工厂指导以帮助企业学以致用。

通过SCORE项目，国际劳工组织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协

助政府机构、培训机构、行业联合会和工会提供面向企业的SCORE培训。

此外，SCORE培训也涉及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问题。2013年，瑞士

COOP公司率先为其中国供应商提供了SCORE培训，其它企业纷纷效仿。

SCORE项目的详细影响监测数据库记录了SCORE培训在企业层面带

来的具体影响。下图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例证。

SCORE 实施的前后，显示出企业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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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项目助力印度尼西亚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
展

PT Laksana Tekhnik Makmur是印度尼西亚西布伯（Cibubur）的一家汽

车零部件制造商。该企业自1998以来已从仅有5名雇员发展到现在的200

名雇员，生产600多种不同的汽车配件。

如此迅速的增长给企业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过时的组织形式阻碍了

有效的工作流程导致产品缺陷率居高不下。此外，公司雇佣了大量新工

人，但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工人与管理层缺少对话致使生产低效，加

之其它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引发高缺勤率。

参加了SCORE培训项目后，PTLaksana的改变为企业和员工带来了具体

且显著的好处。尤其是：

• 产品缺陷率在三个月内从5%下降至2%；

• 安全卫生成为企业优先考虑要素；

• 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标识张贴在工作区域;

• 建立了专门的喷涂车间;

• 为员工全面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口罩，护目镜，手套）；

• 医疗健康服务惠及工人家庭;

上述举措使得PT Laksana的主要买家都将其升级到供应商排名的A级,

确认了PT Laksana未来走向成功的潜力。

在SCORE项目第一阶段，来自348家中小型企业的2700名管理人员和

工人参加了培训，之后带来的改善影响了这些企业的6万5千名员工。

第二阶段，SCORE培训扩大到9个国家，使得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能够

更有竞争力，更加可持续以及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

SCORE项目是由国际劳工组织的国家办事处和日内瓦总部组成的一

个全球团队管理。瑞士、挪威和加拿大政府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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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工作——加强全球供应链中对劳工标准的遵守
具“更好的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开发的项

目，重点是通过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和国家劳动法，以

为服装和鞋类产业工人带来积极影响。国家项目将独立的企业评估

与咨询和培训服务结合起来，以纠正违规做法。该项目提供相互融合

的劳工条件和权利专业知识与企业增长专业知识。

全球有8个国家的900多个工厂参加该项目，涉及一百多万名工人。

2013年“更好的工作”成果：

• 完成727个工厂环境评估报告

• 8614名工人了接受培训

• 完成2484次咨询访问

通过“更好的工作”体系，工厂和买方共享关于工作场所的信息。这

允许买方与企业一起参与寻求应对挑战的可持续方法。

“更好的工作”也收集参与企业的工作条件以及项目对其产生影响

的数据。数据分析成果会得到有效共享，对涉及工人和其家人的相关

政策产生影响。

在约旦，参与两年以上的所有企业实现了支付正确的最低工资、带薪

假以及社会保险福利。

“更好的工作”影响数据表明，

遵循标准的企业普遍实现了企业

福利的增加和工人工作质量的改

善。以下是来自“更好的工作”影

响数据库的案例：

• 遵循标准程度提高5%使得员工

收入提高10%，员工向其家庭汇款

提高9%，并且工人健康提高3%；

• 62%参加“更好的工作”越南工

厂提高了生产能力，并且60%增加

了就业机会；

• 在莱索托，“更好的工作”帮助

所有的工厂消除在工作场所的艾

滋病歧视；

• 在海地，职业安全提高了50%。

“更好的工作”年度回顾

最低工资率
超时工资
带薪休假
工资信息，用途以及减免
对话，纪律与纠纷
雇佣合同
应急准备
医疗服务和急救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指南 
工人保护

常规时间

“更好的工作” 的实施在约旦的进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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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PRO ——生产率综合衡量和提升系统
SIMAPRO是一个促进自下而上的工作场所对话和沟通方法的管理工

具，用以提高社会对话，工作条件和工作效率。参与式测量与团队绩

效的反馈，并辅以基于能力的培训，形成了系统的核心。所有这些要

素创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作学习环境，持续推动改进工作流程，职业安

全和卫生等工作场所和环境条件。 

SIMAPRO提供了定量和定性的结果评估和共享通过合作努力取得的

成果的必要工具。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也受到激励，使服务提供商和

社会行动者分享和获取最佳实践。

SIMAPRO的设计可以很容易地适应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

业。SIMAPRO的第一期起初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古巴和萨尔瓦多的

制糖业。该项目使工伤事故显著减少,社会对话平行上升，扭转了之

前经常冲突的局面。SIMAPRO随后扩大到其他国家和部门，包括智

利的水果和旅游业，取得了另人瞩目的成绩，其中的一些会在后文做

详细介绍。总体而言，这些改进为参与企业带来的培训投资回报为

258％。

制糖业的主要成就：

• 作坊的严重事故率减少50%

• 平均而言，每家企业落实40项的改进，解决63％的社会问题，19％

涉及环境问题； 

来自旅游部门的一些结果： 

• 50%非正规中小型企业工人实现了高度正规化

• 食物垃圾减少32％；

• 在2012至2013年间，共登记和监测了434项改进措施，其中32％涉及

工作场所的健康问题，14％的改善涉及通过提高生产率提高工资和

奖励。在一个企业中，生产能力在三年内几乎翻了三番，薪水是原

来的两倍。

SIMAPRO在期一已经覆盖6个不同行业的291家企业。2013年

SIMAPRO二期的目标是为8个国家的600多家企业提供援助。

SIMAPRO帮助Anclote的墨西
哥餐厅走出困境

Anclote是一个墨西哥海滨纳亚

里特州——巴亚尔塔地区的家族

餐厅，拥有员工16人。全球经济危

机导致企业正在背负着债务，员

工处在非正规就业状态。这导致

了员工士气低和积极性差。2013

年，Anclote的主人莱蒂西亚正认

真考虑关闭。她来到SIMAPRO，
为确保企业生存做最后的努力。

企业实施了SIMAPRO超过4个

月，在此期间取得了34种不同的

改进。其结果是，Anclote看到：

• 食物浪费减少20％， 

• 餐厅销售额同比增长80％（较

上年同期） 

• Anclote在SIMAPRO工作景气

指数得分显著增加。

改进为商业提供了长期思考和计

划的财政空间和动力，实现了储

蓄和收入的增加。莱蒂西亚采取

行动，使职工正规化。因为债务

的减少，她能够投资于非常必要

的房屋装修和维护，进一步振兴

业务。Anclote的主人莱蒂西亚肯

定地认为：“SIMAPRO带来了新

的能量，帮助我们走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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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有关更好的工作（Better Work）项目的详细信息—— www.betterwork.org
有关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项目的详细信息——  

www.ilo.org/score
有关拉丁美洲生产率综合衡量和改善体系（SIMAPRO）项目的详细信息——

www.oitcinterfor.org

拓展阅读

联系方式

国际劳工组织企业可持续性发展计划通过推动企业的发展进而创造更多更好

的工作岗位。该计划将企业成长和企业竞争力与人们的需求——在目前和将

来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中体面生活——联系起来。立足于国际劳工组织为人

人创造体面劳动的使命，该计划以三大支柱为中心：

• 对企业的有利环境——创建有利于企业创建、发展以及创造体面工作岗位

的正确框架；

• 创业与企业发展——帮助企业家（特别是青年、妇女和边缘群体）成功创办

和发展企业；

• 可持续和负责任的工作场所——揭示生产率的提高与改善的工作条件、良

好的劳资关系和环境友好型实践之间的联系。

该计划将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与能力建设和企业支持服务相结合，通过咨询

服务和一揽子技术合作，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推广。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

织共同参与该计划，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经济和学术机构、捐助方及其他机

构为合作伙伴。

国际劳工组织

企业司

中小型企业科

4 Route des Morillons 
CH-1211 Geneva 22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799 6862

传真: +41 22 799 7978
电子邮箱: sme@ilo.org
www.ilo.org/sme
迈克尔•埃尔金

SCORE 项目首席技术顾问

elkinm@ilo.org

国际劳工组织促进负责任的工作场所实践的技术援助项目总览
计划 目标企业 服务 覆盖国家
更好的工作

(Better Work)
• 全球服装供应链中

的大中型供应商

• 核心劳工标准和国家劳动法的遵守

状况评估

• 以社会对话为重点的企业培训和咨

询服务

• 孟加拉共和国

• 柬埔寨

• 海地

• 印度尼西亚

• 约旦

• 莱索托

• 尼加拉瓜

• 越南

生产率综合衡

量和提升系统

（SIMAPRO）

• 大中型企业

• 中小型企业

• 有关SIMAPRO方法的培训师培训

• 培训师和机构的工作网络建设

• 企业层面的量身制定测量系统和基

于能力的培训

• 智利

• 古巴

• 多米尼加共

• 萨尔瓦多

• 洪都拉斯

• 墨西哥和国

具有可持续

竞争力和负责

任的企业

（SCORE）

• 在国家和国际供应链

中位于较底层的中小

型企业

• 通过企业层面的培训和提高认识（

包括劳动监察服务）促进对工作场

所实践的改进

• 对国家组织进行的有关提供培训和

咨询服务的能力建设

• 玻利维亚

• 哥伦比亚          

• 中国

• 加纳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秘鲁

• 南非

•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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