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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578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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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导  言 

 COVID-19 疫情陷劳动世界于灭顶之灾。经济和社会动荡除危及公共健康和生命外，还令成百
上千万人的生计和福祉受到威胁。在 2020 年的前 9 个月，这一病毒夺走了 100 多万人的生命，
使世界陷入了一场人道、经济和社会危机，损失了相当于近 5 亿全职工作岗位的工时。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三方成员通过大胆和前所未有的努力，不失时机地奋起应对爆发的疫
情，确保工人的安全和企业及工作的可持续性，并在出现紧急卫生状况后立即重整经济。  

 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及其驻世界各地的多数办事处，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进入封闭状态。它
们不畏艰难，快速地行动起来，调整工作计划、成果目标和战略，以应对三方成员不断变化的
需求，包括评估疫情对就业、企业和生计的影响，开发工具和指南，规划和支持应对战略，同
时考虑到各国的不同需求，并以最弱势群体为重点。 

 本文件概述了劳工局为缓解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向其三方成员提供的支持，介绍了利用人
力和财务资源以满足支持申请的方式，还简述了劳工局为确保危机期间治理结构的业务连续性
而须制定的机构和实际安排。 

 II. 主要活动和产品 

全球峰会：COVID-19 与劳动世界 
 2020 年 7 月，劳工局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人、雇主和政府在线会议，审议 COVID-19

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51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来自总共 98 个国家的
高级别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出席了国际劳工组织“COVID-19 与劳动世界”全球峰会的五
场区域会议或三场全球会议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会上发表了讲
话。 

 全球峰会向三方成员提供了探讨劳动世界应对措施并听取世界领袖意见的机会。劳工组织的三
方成员一致呼吁营造一个疫情之后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 
 迄今为止，劳工局已经发布了六期《国际劳工组织监测：COVID-19 与劳动世界》报告，提供

了有关危机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信息，以及对全球和各区域工时损失的估计。监测报告利用非
传统来源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填补疫情封闭期间数据生成的空白，涵盖了以下重点议题：(i) 对
劳动收入和工作贫困的影响，(ii) 面临最大风险的行业、企业和工人，以及(iii) 对非正规经济工
人、年轻人和妇女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的出版引发了国际知名媒体对劳工组织
的持续报道，并在多边系统内巩固了劳工组织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events/WCMS_74747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and-responses/WCMS_755910/lang--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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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信息中心 
 劳工局建立了一个信息中心，汇总了 187 个劳工组织成员国政府和社会伙伴的国别应对政策。

该中心定期更新，成为三方成员知识共享的平台。自 2020 年 4 月 1 日推出以来，其访问量超
过 162,211 次，2020 年 5 月初的峰值访问量达每天 4,000 次左右。 

 III. 劳工组织应对 COVID-19 疫情之经济和社会 
影响政策框架的执行情况 

 劳工组织围绕四大支柱形成了应对 COVID-19 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关键政策信息。最新的
国际劳工标准针对更高质量重建工作，继续为所有支柱下的包容和可持续性对策提供经验证的
可靠依据。 

     

 支柱 1 

刺激经济与就业 

 积极的财政政策 

 宽松的货币政策 

 向包括卫生行业在内的特定行业提供贷款和财

务支持 

 支柱 2 

为企业、就业和收入提供支持 

 扩大全民社会保护 

 实施保就业措施 

 向企业提供财务/税收及其他减免 

 

     

 支柱 3 

保护工作场所的工人 

 加强职业安全和卫生措施 

 调整工作安排 (例如远程办公) 

 防止歧视和排斥 

 提供全民医疗保健 

 扩大带薪休假范围 

 支柱 4 

依靠社会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加强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能力和韧性 

 提高政府的能力 

 加强社会对话、集体谈判和劳动关系的机构和

程序 

 

     

支柱 1：刺激经济与就业 
 劳工局根据支柱 1，重点利用工具和研究协助成员国增进对 COVID-19 破坏性影响的了解，从

而为就刺激其经济和就业的途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政策性意见创造了条件。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regional-country/country-response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533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993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99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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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和知识产品  

 劳工组织制定了《评估 COVID-19 对国家层面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快速诊断指南》，以协
助三方成员生成关于疫情对就业影响的即时、实时信息。通过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区域金融机构的合作，积极参
与的三方成员利用这些指南在超过 47 个国家开展了快速评估工作。 

 这些快速评估得到了与“为青年创造体面工作机会全球倡议”合作开展的全球青年和 COVID-
19 调查的补充，该项以就业、技能、权利和心理健康为重点的调查，得到了来自 112 个国家
的 12,000 份回复。开展的专项调查涉及提供学徒培训的企业、职业指导系统和技能政策制定。
就实现全球普遍社会保护所需资源进行的新评估表明，自 COVID-19 危机爆发以来，资金缺口
扩大了约 30%。 

 关于促进复苏和复原力的国家就业政策、帮助小企业抵御 COVID-19 冲击的宏观经济措施、青
年就业、性别平等、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简报和工具，随即应运
而生。此外，这场危机还为通过关于投资和贸易政策的社会对话更好地开展重建，并推进能够
带来体面劳动和以人为本的对策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商业做法提供了机会。在大小公司之间牵线
搭桥以增进合作的做法得到提倡。公共投资和采购计划在支持企业、升级有形和社会基础设施
以及促进向绿色经济公正过渡方面的关键作用，也得到了凸显。 

国家层面的支持  

 许多国家开展的上述快速评估，侧重于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如移民、非正规经济工人、妇女
和青年。而其他国家的这项评估则聚焦农村经济、旅游业、纺织业和服装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雇
主和工人受到的影响。所有国家和行业都将中小企业、技能再培训需求以及对工作条件的影响，
作为其重点关注的议题。所有评估都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重点是创造就业富集型复苏，
不让任何人掉队。 

 除快速评估外，劳工局还向国家统计局和其他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机构提供支持，包括为数据编
制机构提供指导，以支持各国持续开展数据收集工作，并提供关于此次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的数据。劳工局还通过一系列网络研讨会和远程技术支持提供广泛的技术援助，使众多受益国
维持重要数据的流通。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建立的伙伴关系，旨在统一步调，避
免重复劳动。 

 根据现有和新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和评估，劳工局通过政策修订和更新或新的国家就业战略，支
持针对 COVID-19 危机制定就业政策和开展三方对话。所有进行快速评估的国家都将评估结果
纳入国家和联合国的应对计划。 

 刺激经济和就业的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以特定国家、地区和行业为对象。例如，劳工组织向
乌干达政府的城市薪酬工作方案提供设计支持，并调整交付机制，以支助受疫情影响最重的弱
势家庭和个人。还向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秘鲁的正规化和生产性恢复
战略提供技术援助，并通过技术援助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将 COVID-19 对策纳入国家就业战略。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劳工组织针对劳工部制定应对
COVID-19 疫情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在黎巴嫩，劳工局向
劳动部提供了咨询服务，并就有效的疫情应对战略提出建议，还开展了一项评估黎巴嫩多重危

https://www.ilo.org/emppolicy/pubs/WCMS_74364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CMS_74074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CMS_740745/lang--en/index.htm
https://iloblog.org/2020/04/16/which-policies-can-help-small-businesses-withstand-covid-19/
https://www.ilo.org/secsoc/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tools/Brochures/WCMS_742337/lang--en/index.htm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guidance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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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影响的调查，并将该调查经三方协商进程纳入国家就业复苏政策的制定。许多劳工组织办事
处倡导将绿色就业和公平过渡作为生产性复苏的一部分。  

 劳工局还支持各国政府和社会伙伴提高制定和执行经济和就业刺激政策的能力。劳工组织国际
培训中心(都灵中心)举办的多种虚拟课程，涉及从在 COVID-19 背景下促进青年就业到实现有
效职业转换的就业服务等议题。都灵中心还协办了一个关于 COVID-19 疫情背景下的优质学徒
制的大型开放在线课程，来自 125 个国家的决策者和从业人员参加了该课程。此外，被重新定
位为创新灯塔的美洲职业培训知识发展中心，将支持三方成员提高经济转型和劳动世界未来所
需的技能。 

支柱 2：为企业、就业和收入提供支持 
 在支持企业、就业和收入方面，劳工局重点协助三方成员向企业提供支持和救济、实施保留就

业措施和扩大社会保护。 

政策工具和知识产品  

 编写完成的政策简报和报告，旨在提供政策建议和分享良好做法，主要向企业、供应链、可持
续企业的有利环境、负责任的企业级重组、企业正规化、绿色复苏、业务连续性、收入保障和
其他社会保护措施提供支持。 

 就社会保护提供的知识产品和技术咨询，可向包括临时工、个体经营者、非正规经济中工人和
移民工人在内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紧急收入支持和健康保护。劳工局宣传失业保护在支持求
职者保留工作和保障收入安全，以及儿童和家庭福利、养老金、残疾福利和社会援助方面的重
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护监测》报告概述了 208 个国家和地区公布的 1,400 多项国家
社会保护应对措施。劳工局还开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保护计划的成本计算、筹资和长期可持续
性工具和政策建议，包括一个快速社会保护计算器。 

 开展了一项针对 COVID-19 疫情的全球企业调查，将采自八个国家 1,000 多家企业的调查结果
用于确定企业一级的具体应对措施，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干预措施，在 COVID-19 疫情和恢复
期间向企业提供支持。以健康、安全和良好的工作场所做法为重点，缓解疫情对企业和工人的
影响。与全球学徒网络合办了两次网络研讨会，研究疫情对基于工作的学习的影响。 

 各级政府和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和共享经济合作得到了加强。劳工局的建议强调小额贷款相关机
构、合作社和更广泛的社会和共享经济企业提供重要服务和网络的方式，以此帮助政府走近众
多小型企业、自营职业者以及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和非正规经济群体。  

国家层面的支持 

 在非洲，劳工局与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等伙伴合作，支持喀麦隆、埃及、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拉维、莫
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津巴布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保护计划，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莫
桑比克针对弱势群体的第一阶段新收入支助计划筹集了 7,500 多万美元。在尼日利亚，劳工局
通过支持推广国家社会登记机构，将现金转移计划受援人数从 200 万增至 300 万。此外，劳工
组织通过推广远程教育，为佛得角、塞内加尔和索马里中小企业的生存提供支持。 

https://www.ilo.org/skills/areas/work-based-learning/WCMS_75044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covid-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policy-briefs/WCMS_74936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Publications/WCMS_75032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Publications/WCMS_75032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2725.pdf
https://www.ilo.org/actemp/publications/WCMS_740375/lang--en/index.htm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jsessionid=Y2KRrvcPPUFNXCtFhWg03-nh8JxqLHoyVtKMjpRRMnBSQpayzwwE!445242879?id=62&lang=EN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6833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6783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6834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3417&lang=EN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Ressource.action?id=56007
https://www.ilo.org/emppolicy/projects/WCMS_74509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covid-19/WCMS_74187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covid-19/WCMS_741870/lang--en/index.htm
https://mailchi.mp/12050c080c10/world-bank-s4ye-webinar-28-jan-1344708?e=a1d88adbda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multimedia/video/institutional-videos/WCMS_74983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multimedia/video/institutional-videos/WCMS_74983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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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为阿拉伯国家的约旦，劳工局对社会保护差距进行了分析，为建立“劳工组织-社会保障
公司应急失业和就业稳定基金”提供信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劳工组织参与编写了题为
《研究 COVID-19 疫情的社会影响》的政府报告，并支持政府探索失业保险计划的备选方案。
还就定量评估社会保护需求和差距，向黎巴嫩提供了援助。劳工局与儿基会合作，支持国家社
会支助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为受危机冲击国家的弱势家庭提供现金转移支付。  

 在亚太区域，劳工局将社会保护作为财政刺激计划的组成部分加以推广，以保护工人、刺激总
需求和支持社会经济复苏。在斯里兰卡，劳工组织正在领导一个由联合国 COVID-19 多伙伴信
托基金资助的项目，向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快速和紧急支持，以保护非正规经济工人的工作和收
入。在印度，向参与电子零售商和公司供应链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业务连续性规划支持，以减轻
市场失序的风险。在区域一级，劳工组织正在与儿基会共同主持联合国基于问题的包容和赋权
联盟，借以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各国建立更加全面的冲击应对社会保护体
系。 

 在欧洲和中亚，劳工局就疫情对西巴尔干地区和乌克兰业务连续性的影响，对国家雇主组织进
行了六次企业调查。摩尔多瓦共和国的 90 家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接受了业务连续性
管理培训。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劳工局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开发署合作，支持
解决与当地供应链重组和为打入新市场创造条件相关的问题。此外，还就社会保护计划的调整
和成本计算以及扩展覆盖面问题，向西巴尔干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
提供了技术咨询。劳工局还为北马其顿的立法改革提供技术援助，以扩大其失业救济覆盖范围。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实行的干预措施包括支持社会保护，给予实施新规则和措施的中小企
业实际支持，以及开发业务连续性计划等实用工具和指南。劳工局新开发的创业服务，包括进
一步推动妇女创业和负责任的商业做法。 

支柱 3：保护工作场所的工人 
 保护工作场所的工人，是有效和可持续的疫情应对和恢复工作的关键环节。鉴于妇女通常工作

在保健和护理一线和高风险行业，对妇女无偿护理工作的需求上升，以及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
报道与日俱增，劳工局特别重视疫情应对工作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就此，劳工局登记了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生效所需的批准书。 

政策工具和知识产品 

 为帮助开展工作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制定了一份以 20 个语种发布的行动核对表。评估和减
轻感染风险的具体行业指南和工具、确保安全重返工作岗位的政策简报和实用指南、与工作相
关的心理社会风险管理手册以及 COVID-19 疫情期间及其后远程工作实用指南，对该表做了补
充。围绕“世界工作安全与健康日”开展的宣传工作，呼吁成员国将与疫情相关的指导纳入国
家职业安全和卫生体系。 1 通过一次全球和两次区域网络研讨会，讨论了劳动监察员在危机应
对工作中的具体作用。 

 

1 一份全球报告和一次全球网络研讨会吸引了超过 13,000 名读者和观众，还在 30 个国家举办了全球性活动。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374.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resources-library/publications/WCMS_74181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63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74554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74863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74863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1232.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events-training/events-meetings/world-day-safety-health-at-work/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administration-inspection/events-training/WCMS_74760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246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lab_admin/documents/newsitem/wcms_7446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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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危机对 16 亿非正规经济工人造成严重冲击，致使其贫困率大幅提升。劳工局编制了
关于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非正规就业的政策简报和工具，并强调采取改善卫生服务紧急措施的
必要性，以确保高质量医疗保健的普及。专题简报提供了关于社会保护应对措施和政策选择的
循证知识，涉及病假和隔离期间的福利以及将社会保护扩展至非正规经济工人 2 和移民工人的
问题。 

 向政策制定者和成员提供及时的政策指导，以便在疫情期间保护移民工人和难民及被迫背井离
乡者的工作权利。劳工局还通过知识开发和宣传工作，提请关注残疾人、艾滋病感染者以及土
著和部落民族等遭受重创的群体所面临的独特风险和脆弱性，其中许多人易受歧视，而非正规
经济从业者中这类人的占比尤高。 

 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和海运业的社会合作伙伴积极配合，在流动性严重受限的情
况下寻求维持航运业务的解决办案，并重点保障海员享有医疗保健、登岸休假和遣返的权利。
劳工组织就在此背景下执行《经修正的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向三方成员和其他伙伴提供咨
询，包括发布一份关于海事劳工问题和 COVID-19 的情况说明。 

 同样，劳工组织就劳工标准和 COVID-19 问题向各国政府和社会伙伴提供咨询意见，并公布了
与依据所有四大支柱处理的问题相关的最常见问题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劳工局与政府官员
和社会伙伴举行了多次虚拟技术会议，并回应了 12 个成员国提出的支持劳工立法草案的申请，
其中一些旨在填补远程工作等领域的监管空白。劳工局还应社会伙伴的请求进行干预，就可能
对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劳动标准或社会对话产生不利影响的 COVID-19 相关立法倡议，
向政府提供咨询。劳工局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采取措施缓解疫情对监督机构的破坏性影响，
并通过虚拟会议确保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结社自由委员会和第 24 条特设委员会的
持续运行。 

 为纪念“世界反童工劳动日”，劳工局与儿基会举办了一次关于 COVID-19 和童工劳动问题的
高级别虚拟辩论会。劳工组织和儿基会发布的题为《COVID-19 和童工劳动：危机之际，行动
之时》的联合议题文件强调，COVID-19 危机可能导致数百万儿童被迫从事童工劳动，从而使
童工人数在持续 20 年递减之后首次上扬。所有 187 个成员国普遍批准 1999 年《最恶劣形式
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成为劳工组织的一个里程碑，也及时提醒人们关注意义重大的
国际劳工标准。在这方面，题为《COVID-19 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议题文件不仅涉
及有效废除童工劳动，还涉及在劳工组织更广泛的 COVID-19 应对框架内，保护和促进工作中
的所有基本原则和权利的重点问题。  

国家层面的支持  

 在非洲，劳工组织与非洲联盟一道，支持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突尼斯等国制定和发布职业安全与卫生指南。在
科特迪瓦，劳工局以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为目标开展宣传活动，增进对病毒传播途径及其对健
康影响的认知。在毛里塔尼亚和津巴布韦，劳工局支持以保护公众为目的的非正规企业生产线
改造，向医疗保健提供者提供支持，并满足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埃塞俄比亚，劳工组织支

 
2 劳工组织，《在 COVID-19 危机期间向非正规工人提供社会保护：国家对策和政策考虑》，即将出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14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1655.pdf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6009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510.pdf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6783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migration/publications/WCMS_74326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migration/publications/WCMS_74848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migration/publications/WCMS_74848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isability-and-work/WCMS_75050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ids/Publications/WCMS_74726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indigenous-tribal/publications/WCMS_74689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indigenous-tribal/publications/WCMS_74689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41024.pdf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WCMS_7399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pec/Campaignandadvocacy/wdac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pec/Events/WCMS_74512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pec/Events/WCMS_74512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742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742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2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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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针对 COVID-19 疫情制定工作场所协议。还为制定非洲联盟的 COVID-19
准则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保护卫生工作者的统一办法提供了支持。与非洲联盟开发署的合作，
为非洲联盟 COVID-19 疫情对策职业安全与卫生专家咨询小组的成立，提供了便利。 

 劳工组织在阿拉伯国家一如既往，通过翻译和传播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相关
出版物以及关于在疫情爆发背景下改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措施和劳动监察的虚拟能力建设计划，
支持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指南的制定工作。除了区域政策简报外，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编写了关于 COVID-19 疫情对移民工人影响的国别政策文件。 

 在欧洲和中亚，劳工组织应多国政府就职业安全与卫生倡议提出的要求，促进经济活动的安全
重启，并为非正规经济设计保护措施。巴尔干西部国家和乌克兰的约 1,500 名劳动监察员和其
他执法官员接受了培训。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劳工局创建了一个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安全和卫生地重返工作岗
位的十步走工具，并支持墨西哥农村和家庭工人职业安全与卫生规程和哥斯达黎加国家职业安
全与卫生战略的制定工作。在巴西，劳工局支持在建筑和肉类加工等行业开展在线职业安全与
卫生自我评估。劳工局还与开发署、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难民署)合作，支持委内瑞拉移民和难民的社会经济融合，并支持智利远程工作和阿根廷平
台工作工人的立法举措。此外，劳工组织已将减轻疫情的不利影响纳入其消除童工劳动的主流
工作。 

 劳工局实施了一系列支持移民工人和难民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关于 COVID-19 对南亚原籍国
移民工人影响的“三方+”对话，构建了一个在线平台，使孟加拉国回返移民的技能得到认可，
以及实行价值链评估，为移民和难民确定有助于融入目的地国和重新融入本国劳动力市场的行
业。劳工局还向移民工人提供信息、保健包和住所，并协助他们收回移民费用和未付工资、现
金转移支付和法律救济支助。截至 2020 年 8 月，劳工组织支持的移民资源中心向 185,000 多
名移民工人提供了支持，其中 39%为妇女。 

支柱 4：依靠社会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劳工局重新设计了大部分与社会对话有关的行动， 3 以支持三方成员的

危机应对，并将社会对话置于决策的核心，同时借鉴最佳国际做法和相关劳工组织标准。 4 由
于其全领域覆盖性，社会对话一直是劳工局在劳工组织政策框架内其他三大支柱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其应对 COVID-19 危机的具体行业行动的一部分。  

政策工具和知识产品 

 自疫情爆发以来，劳工局编制和开发了大量政策简报、指导文件和工具，介绍社会对话参与方
和机构在应对 COVID-19 的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涉及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护、劳动

 
3 特别是 2019-2023 年期间关于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的行动计划修订案；见 GB.335/INS/3(修订版)。 
4 如 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port_of_spai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8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port_of_spai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881.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6767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614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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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治理和其他政策领域。 5 其中的简报论述了社会对话的必要性，并列举了雇主和工人就
防止疫情蔓延、保护生计和支持复苏的措施开展谈判的实例。 

 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局牵头收集关于这场疫情对企业和工人影响的信息，并编制了相关的政
策和知识材料。 

 在与雇主成员的合作方面，修订了以前商定的工作计划，以及时应对雇主和企业成员组织及其
成员新出现的紧迫需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层面开发了用于职业安全与
卫生、居家办公、安全重返工作岗位、其他工作场所问题和业务连续性计划等领域的实用工具，
在根据当地情况量身打造后向企业成员组织提供支持。此外，还开发了模板工具，用于调查企
业的复工需求和评估疫情带来的培训需求。这些由都灵中心协助进一步开发和数字化的工具，
得到各区域雇主成员的采用。 

 除为 COVID-19 信息中心收集数据外，雇主活动局还开展了一项关于疫情对企业成员组织及其
运作的影响的全球调查。这为根据疫情和企业复苏可能产生的中长期影响审查未来干预措施提
供了依据。调查仍将以新成员的保留和服务提供战略以及关于业务恢复和复原力的政策宣传为
重点。此外，劳工组织信息中心持有的信息，为将于 2020 年底出版的一篇关于企业成员组织
未来作用的研究文章奠定了基础。最后，为促进企业成员组织之间的信息和知识共享，举办了
关于重大政策主题的网络研讨会。编制的多份出版物包括雇主防范 COVID-19 和安全重返工作
岗位指南以及 COVID-19 疫情期间业务连续性的六步走计划。 

 工人活动局与世界各地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收集和传播国家工会对这一疫情的应对措施，包
括社会对话进程、政府措施和工人权利侵害等问题，重点关注最弱势群体(例如移民工人、一
线卫生工作者和非正规经济工人)。它还编写了关于部分重要国际劳工标准和工会作用的多份
简报，而制作的 12 个多语种视频，介绍了工会在解决工作中的不实信息、污名和暴力等与疫
情相关的紧迫问题中的作用。 

 通过社交媒体、电子培训课程和网络研讨会发布的劳工局资料，包含通过社会对话应对危机的
创新做法。 6 工人活动局为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层面运作的工会举办了 40 多场网络
研讨会。两年期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社会对话和劳资关系学院，将首次以电子学院形
式授课，而关于危机时期加强劳资关系的“劳资关系全球工具包”的新模块，将用于在线培训。 

国家层面的支持  

 支持开展各级(企业、行业、国家、跨境)的双边和三方(电子)对话。向国家社会对话委员会和
类似机构，或负责制定防止疫情蔓延、保护生计和支持复苏的全国性措施的特设机构提供咨询。
劳工局推动加强或重启阿根廷、厄瓜多尔、巴拿马和赞比亚等国的三方协商机制，并为加强埃

 
5 劳工组织，“关于 COVID-19 背景下职业安全与卫生的社会对话 — 确保安全重返工作岗位：实例”，简报，2020 年 8 月 26
日；劳工组织，“社会对话在制定 COVID-19 危机社会保护对策中的作用”，简报，2020 年 10 月 6 日；劳工组织，“COVID-
19 疫情期间作为治理工具的社会对话：全球和区域趋势和问题”，简报，即将出版。 
6 例如，劳工组织莫斯科局关于“社会对话在支持就业和推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的网络研讨会(2020 年 7 月 13 日)；劳工组
织工人活动局和贝鲁特局关于“阿拉伯国家依靠社会对话获得解决方案”的网络研讨会(2020 年 7 月 30 日)；劳工组织雇主
活动局、东非雇主组织和南共体私营部门论坛关于“建立从 COVID-19 疫情复苏和走向繁荣的政策框架”的网络研讨会(2020
年 8 月 19 日)。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departments-and-offices/governance/WCMS_743640/lang--en/index.htm#:%7E:text=The%20COVID%2D19%20pandemic%20with,policies%20to%20address%20its%20impacts.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llective-bargaining-labour-relations/publications/WCMS_74984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llective-bargaining-labour-relations/publications/WCMS_74984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emp/publication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rav/info/pub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rav/info/pub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rav/media-center/video/lang--en/index.htm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e-academy-social-dialogue-and-industrial-relation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dialogue/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5422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24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246.pdf
https://www.ilo.org/moscow/news/WCMS_75145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rav/events/WCMS_75187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ctemp/events/WCMS_752769/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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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工作场所的劳动管理合作做出了贡献。印度的社会伙伴牵手非正规经济
中的经济单位和工人，在吸纳该国 90%劳动力的非正规经济中强化社会对话。  

 此外，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局还直接深入国家一级的雇主协会和工人组织，向它们提供有针
对性的培训和技术援助。国家一级的主要行动包括社会伙伴评估疫情对工人和企业影响的能力
建设，重点针对弱势群体，并在三方参与的基础上制定解决方案，还协助社会伙伴通过提供信
息与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等方式，获得都灵中心的能力建设资源。 

 在安全返回工作岗位方面向政府提供的援助，包括加强社会伙伴在设计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战略
(如危险摸底、风险评估和弱势群体纾困安排)方面作用的内容。关于劳动监察系统在疫情期间
的作用的三方网络研讨会，成为这项行动的补充。“劳工组织-国际金融公司改善工作计划”
与其业务所在国的劳工和就业部合作，为工厂管理层和工人编写提高 COVID-19 认知的材料。 

部门影响与对策(所有四大支柱) 
 COVID-19 疫情对工作场所的毁灭性打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部门不同程度的深刻影响，突显了

积极和精心设计的行业危机对策的重要性。劳工局连续编写了 17 份行业简报，内容贯穿
COVID-19 政策框架的所有四个支柱。简报旨在协助其三方成员评估疫情对特定行业的影响，
并凸显有助于维持企业和保护工人的现行劳工组织工具和文书。 

 劳工局还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
组织)和世卫组织合作，制定了针对农业、教育、卫生服务、采矿、航运、纺织、服装、皮革
和鞋类等具体行业的 COVID-19 疫情防控新指南及核对表。雇主和工人的行业组织为编写这些
简报和工具做出了努力，使它们成为助推更高质量重建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储存库。 

 劳工局支持三方成员努力制定保护工人和支持企业的联合声明和行动呼吁，包括国际雇主组织、
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联)和全球产业工会联合会发出的行动呼吁“COVID-19：全球服装业的
行动”。劳工局推动与《经修正的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特别三方委员会的定期协商，从而
形成了《负责人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声明》，要求承认海员为关键工人，免除对他们
的一切旅行限制和特殊考虑，使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登离其船只和返家。 

 IV. 劳工组织都灵国际培训中心 

 在疫情期间，都灵中心着手其业务组合转型工作，从面对面培训转向个人、机构和系统层面的
在线学习和能力建设。 

 该中心针对 COVID-19 提供的培训服务包括一个题为“在 COVID-19 期间支持中小企业”的远
程学习课程，该课程以四种语言向 2,500 名参加者提供了培训。中心还支持“启动和改善你的
企业”计划和“了解企业”计划的数字化工作，使劳工组织合作伙伴能够在整个疫情封锁期间
继续开展企业培训和教育。 

 中心还制定和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保护的电子辅导课程，为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150 多名从业
人员提供了关于有效应对疫情的最新信息。为雇主和企业成员组织的职业安全与卫生要素移动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125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63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63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193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WCMS_7423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WCMS_7423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statement/wcms_740130.pdf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supporting-smes-during-covid-19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start-and-improve-your-business/WCMS_75155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start-and-improve-your-business/WCMS_75155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e-coaching-social-protection-towards-responsive-systems
https://www.itcilo.org/projects/new-training-package-essentials-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e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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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平台，新增了一个卫生危机和 COVID-19 管理模块，并为工人代表推出了新的在线培训模
式，包括关于社会对话、职业安全与卫生、暴力和骚扰的在线课程以及一所全球工人数字学院。 

 中心针对 COVID-19 提供的能力建设服务，包括一个题为“通往复原力之路：在 COVID-19 疫
情期间维持企业和体面劳动”的知识管理平台，而该平台已被纳入劳工组织 COVID-19 综合应
对平台。 

 V. 与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的合作 

联合国 
 劳工局自疫情之初，就大幅增加了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接触，并为联合国关于采取即时社会经

济措施应对 COVID-19 的框架做出了重大贡献。劳工局还牵头编写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劳动世
界和 COVID-19 的政策简报，并与其他机构合作，就 COVID-19 如何改变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
统计数据的收集提出统计学观点。劳工局还推动编写了联合国关于人权和 COVID-19 的政策简
报以及关于以包容残疾人的方式应对 COVID-19 危机的联合声明。在国家一级，劳工组织的国
家官员和体面劳动工作队深入世界各地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开展工作，协助设计和实施
COVID-19 国家应对方案。 

 劳工局支持设立联合国 COVID-19 多伙伴信托基金，以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战胜危机。劳工局还
着手分别与开发署和粮农组织协商修订和加强现有合作框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COVID-19 问题，进而启动了新的全球行动框架，其中规定了七个优先领域，劳工组织和开发
署将在这些领域巩固疫情背景下的劳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成果。劳工局还与粮农组织、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开发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一道，为联合国驻地协
调员编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列出了他们在应对 COVID-19 时可以联手向各国提供的服务。 

 劳工局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合作包括：(i) 根据劳工组织-经合组织-世卫组织“为卫生事业工作”
计划，开发一种保护医疗设施卫生人员的实用工具；(ii) 为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COVID-19 和旅
游业转型的政策简报提供素材；(iii) 与机构间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小组合作，开展了一项关
于疫情对工人、学徒和实习生培训的影响的全球企业调查；(iv) 与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农发基金)和世卫组织发布关于 COVID-19 和生计及粮食安全的联合声明；(v) 与海事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世卫组织密切合作编写 COVID-19 防控指南；(vi) 与海事组
织、贸发会议、移民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国际民
航组织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立即承认海员为关键工人，并消除船员
轮换的障碍。 

二十国集团 
 劳工局积极支持沙特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应对 COVID-19 疫情。此举包括： 

• 劳工组织总干事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虚拟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发言，随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要求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监测此次疫情对就业的影响；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global-workers-digital-academy-future-work-towards-human-centred-approach-better-future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framework-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covid-19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framework-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covid-19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covid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_june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covid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_june_2020.pdf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guidance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guidance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75828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75828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6029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http://working4health.org/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publications/WCMS_750808/lang--en/index.htm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policy-brief-covid-19-and-transforming-tourism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policy-brief-covid-19-and-transforming-tourism
https://g20.org/en/Pages/home.aspx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40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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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上介绍 COVID-19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和劳工组织应对 COVID-19 危机
的政策框架；以及 

• 在二十国集团旅游部长和二十国集团卫生与发展伙伴关系会议上发言。  

 VI. 发展合作  

 劳工局及其三方成员制定、调整和重新安排发展合作组合，以应对 COVID-19 危机。体面劳动
工作队和国家办事处获得了管理封锁和远程工作安排影响的指导。考虑到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地
域覆盖，为不同项目制定了应急计划。融资合作伙伴始终对预算、工作计划和执行方案的调整
表示支持和认可。 

 在确保三方成员和执行伙伴以及劳工组织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的同时，制定和实施了创新的
服务提供方法，其中包括利用其他当地合作伙伴和移动电话开展调查、提供电子学习平台和虚
拟技术咨询服务。 

 例如，“废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国际计划”，该旗舰计划得以对其在 60 多个国家开展的活
动进行重新部署，重点严密监测疫情对女童和强制劳役的影响。“全民安全+健康”旗舰计划
因此筹得 550 万美元的额外资金，向各国服装行业的三方成员提供帮助。重新部署于世界各地
的“更好的工作”团队，就重大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劳资关系问题向工厂和工人提供支持，
协调针对国家合作伙伴的宣传和培训活动，提供政策建议，并帮助政府、雇主、工人和国际买
家制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联合应对措施。 

 “改善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前景的伙伴关系”计划重新部署了多个国家的活动，以推动
关于疫情对难民收容地区经济影响的评估工作，为可能的重新设计提供依据，并采用工作换现
金紧急方案等缓解对策。合作伙伴和捐助方正在就国家疫情应对措施以及疫情对难民收容地区
的影响，探讨未来逐国进行调整的问题。其他计划中应对不断变化的服务需求的项目包括，将
弱势群体纳入社会保护计划和其他救济和经济援助一揽子计划的覆盖范围；效仿约旦的做法，
向“就业密集型投资计划”的工人发放自动取款卡，以确保在封锁期间持续得到工资支付；随
着印度尼西亚数字技能的提高，为企业主和下岗工人提供提高竞争力的机会；并支持赞比亚小
型企业转产个人防护设备。 

 合作伙伴还支持新的发展合作计划，以实施现金转移支付方案，保护工人收入并确保业务连续
性。就社会对话、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提供和使用个人防护设备以及针对非正规经济部门工
人的提高认知活动制定的干预措施，提高了未来抵御冲击的能力。这些及许多其他干预措施都
对各国的疫情应对和恢复战略提供了支持，并在制定联合国社会经济恢复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 

https://betterwork.org/1-better-work-response-to-covid19/
https://betterwork.org/1-better-work-response-to-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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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COVID-19 疫情和《2020-2021 两年期 
计划和预算》的执行情况 

 2020 年 4 月，劳工局向全体职员发布了关于在 COVID-19 背景下实施《2020-2021 两年期计
划和预算》的指导意见，并在两年期计划和预算确定的承诺范围内推出措施，以支持三方成员
的疫情应对工作，赋予他们必要的敏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根据 106 个成员国和地区不断变
化的需求和国情，对具体的国家战略和全球交付成果进行了调整。 

 对为实现政策成果目标而开发的所有全球产品进行了调整，并对 2020 年初规划的所有国别计
划成果目标的三分之一以上进行了相应审查。还对提高社会伙伴和社会对话机构的应对能力和
复原力，以及对工人和企业的保护，给予特别关注。 

 采取了积极措施，使劳工组织管理人员能够将可用资源用于劳工组织对 COVID-19 的应对措施。
到 2020 年年中，因征聘活动放缓，从经常预算职员开支中确定了约 360 万美元的节余，而用
以支持三方成员应对 COVID-19 的相关倡议(包括上述有关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快速评估和
职业安全与卫生干预措施)的费用，即出自这笔节余的资金。从经常预算补充账户划拨的资源
中有 70%以上(约 1,340 万美元)用于 31 个成员国的疫情应对战略，重点在于创造就业、社会
对话和三方合作、可持续企业、劳动保护和社会保护。 

 将向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提交关于 COVID-19 疫情对《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
预算》实施影响的更详细信息。 

 VIII. 通信产品 

 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劳工局将其宣传重点转向 COVID-19 疫情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和劳工组织
的全球应对措施上，并特别针对陡增的虚拟化需求做出努力，快速开发新型平台并调整通信，
以确保外部和内部受众均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和知识。网络研讨会迅速成为主要交流渠道。
配备员工支持和培训的必要基础设施已部署到位。 

 在劳工组织公共网站上建立了一个 COVID-19 门户网站，汇总劳工组织与疫情有关的所有知识
和交流内容。该平台受益于政策部门中各司更新和丰富的网页，其中还包括关于危机相关问题
的播客等新式通信手段。另一个平台为政府、雇主和工人领袖开辟了一个分享其应对疫情的建
议和经验的空间。工人和企业主涉及 COVID-19 的亲身经历，突显了此次疫情对各行业和各地
区人员的影响。 

 劳工局的工作是在全球 COVID-19 宣传战略的指导下，编制劳工组织的信息说明，并确保劳工
局生成的丰富知识、建议和信息能够为主要受众所用，其中包括开发一个虚拟推广《国际劳工
组织监测》报告和其他关键知识产品的有效模型。有关新政策简报和工具的新短视频摘要，进
一步提升了对社交媒体上知识内容的参与。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zh/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regional-country/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covid-19-stori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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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职员了解情况并积极参与一直是内部沟通的重点，而且是通过不断更新内联网首页(包括一
个 COVID-19 事项专区)、每周发布劳工组织内部通讯以及总干事定期向劳工组织全体职员发布
信息实现的。 

 IX. 机构对策 

 疫情爆发后不久，理事会主席经与两位副主席协商决定，推迟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6
日举行的理事会第 338 届会议。自那以来，理事会负责人与三方筛选小组的其他成员共同举行
了 12 次虚拟会议， 7 以确保在理事会能够面对面开会之前，维持劳工组织治理机关的运行。
在这些会议上，筛选小组及时了解了疫情对劳工组织业务的影响，并应要求创造条件，使理事
会能够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四次通过信函方式做出紧急重大决定，包括将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从 2020 年 6 月推迟到 2021 年 6 月，并为以虚拟为主的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制定特别
议事规则和安排。 

 封锁期间及其后，劳工局与其三方成员之间、三方成员自身之间以及与多边系统其他组织和其
他全球行为体之间保持联系。自 2020 年 3 月以来，以总部为中心举办了 250 多场虚拟会议(包
括网络研讨会、信息交流会和培训班以及雇主组、工人组和区域小组会议)，同期还以劳工组
织驻外办事处为中心组织了 1,700 多场虚拟会议。 

 决定草案 

 理事会将 GB.340/INS/18/6 号文件提供的信息记录在案，并要求总干事： 

(a) 考虑到其提出的指导意见，以引领劳工局就当前 COVID-19 危机采取的行动和应对措施； 

(b) 向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通报关于 COVID-19 对《2020-2021 两年期计划
和预算》实施影响的更详细信息。 

 
7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