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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日内瓦 

 

政策制定部分 POL 
多国企业分项  
日期：2022 年 9 月 30 日 
原文：英文  

第五项议题 

在经修订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 
三方原则宣言》通过五年后进行评估 

 
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在第 329 届会议上通过了经修订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第 5 版)(《多
国企业宣言》)，包含一个经修订的文本和《多国企业宣言》涉及到的国际劳工组织宣言、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
书、业务守则、准则和其他指导性文件一览表(附录一)以及新的附录二，其中载有一套操作工具，鼓励所有各方采
用《多国企业宣言》的原则。自 2017 年以来，理事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进一步鼓励所有行动方使用该文书。
本文件概述了自 2017 年以来取得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使用《多国企业宣言》来推进体面劳动
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机会(见决定草案，第 30 段)。 

相关战略目标：全部。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目标 4：作为就业创造者与创新和体面劳动促进者的可持续企业。 

政策影响：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和指导，将调整劳工局关于推进《多国企业宣言》和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工作计划。 

法律影响：无。 

财政影响：是。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是。 

作者单位：企业司(ENTERPRISES)。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46/INS/3/3、GB.346/INS/6 和 GB.346/INS/INF/3。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85779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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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多国企业宣言》)旨在鼓励多国企业为实现经济
和社会进步以及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做出积极贡献，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克服其各种经营活动可能
带来的困难。各国政府通过的适当法律和政策(包括劳动行政管理和劳动监察)以及各国政府与雇
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合作进一步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宣言》提请劳工组织成员国政
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在其领土上运营的多国企业遵守其所载的原则。 

2. 在劳工组织的规范性文书中，《多国企业宣言》有其独特性，除了政府和社会伙伴之外，《宣
言》直接针对企业，强调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进程(包括供应链)促进体面
劳动方面，所有行动方各司其责，但又相辅相成。它在促进多国企业的母国与东道国政府之间
的磋商 1 以及鼓励开展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促进国家层面体面劳动方面也发挥着独特作用。 

3. 劳工组织理事会于 1977 年首次通过了《多国企业宣言》，并对该文书进行了数次更新，以便与
工商业经营在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经济中不断变化的特性以及对工商业经营如何促进可持续
发展和体面劳动优先事项的不断变化的期望保持同步。在 2017 年的最新修订版中，理事会增加
了附录二，其中列出了促进各方采用《多国企业宣言》原则的操作工具。理事会随后决定推荐
三方成员和企业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工商业与人权以及走出新冠肺炎危机实现以人为本复
苏方面使用这一工具。 

 A. 2017 年以来，《宣言》的可见度和采用度得到提高 

国际和区域层面可见度提高 

4. 在劳工组织内，国际劳工大会将《多国企业宣言》纳入了关于与私营部门就体面劳动进行接触
以及加强供应链、贸易和投资的体面劳动成果的决议。自 2017 年以来，劳工组织各区域会议的
所有成果文件都提到了《多国企业宣言》，并经常呼吁进一步支持三方成员实施。它还被纳入
14 个行业和技术会议的成果文件。  

5. 其他政府间机构也提及了《多国企业宣言》，将其作为可持续和负责任的工商业方面重要文书，
这包括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声明、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公正过渡宣言》
以及区域组织的倡议，特别是欧洲联盟(欧盟)的一系列通报、结论、指令和贸易协定。工人和雇
主在全球层面申明了对促进《多国企业宣言》的承诺，例如国际雇主组织以及七国集团工商业
和劳工联合声明。 2  

 
1 见劳工组织，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12/2 和“在供应链中实现体面劳动的全面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2 2017 年以来提及《宣言》的详细清单见劳工组织，“国际和区域政策框架中提及多国企业宣言的情况概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142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0438.pdf
https://www.ilo.org/beijing/areas-of-work/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WCMS_688936/lang--z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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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成员在国家层面更多地使用《宣言》  

6. 自 2017 年修订以来，将《多国企业宣言》作为处理体面劳动优先事项的框架的三方成员数量显
著增加，包括在国家层面、在双方对话中以及在支持自己的会员方面。《多国企业宣言》有史
以来第一次有了 20 种语言的版本，其中许多语言的版本是应各国三方成员的要求制作的。  

7. 科特迪瓦、加纳、牙买加、尼泊尔、挪威、巴基斯坦、葡萄牙、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在三方基
础上指定了国家联络点，在国家范围内促进使用《多国企业宣言》。这些国家联络点的组成和
优先行动视国家具体情况而定。 3 如附录二所预期的，劳工局组织了能力建设活动，促进各国家
联络点之间分享在国家范围内利用《多国企业宣言》的经验，包括通过与其他部委和在该国经
营的企业接触。塞拉利昂国家联络点成立了一个技术工作组，协调国家机构和部委在促进实施
《多国企业宣言》原则方面的行动，启动了关于批准《1989 年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第 169 号)
的讨论，以便在工商业活动增加的地区更好地保护土著居民。科特迪瓦的国家联络点制定了一
项促进《多国企业宣言》的国家行动计划，目前正在与国家人权理事会讨论该计划。西非的各
国家联络点共同强调了《多国企业宣言》对该次区域的相关性，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
联盟)劳工和社会对话理事会因此而通过了一项意见，鼓励在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盟)
所有成员国使用该《宣言》。 4 葡萄牙的国家联络点为工会开展了培训活动，并参与了与非洲葡
萄牙语国家三方成员的交流。  

8. 《多国企业宣言》鼓励各国政府促进社会伙伴参与和国家联络点类似的工具和进程，如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国家联系点。根据《多国企业宣言》关于母国--东
道国对话的指导，法国国家联系点参加了与非洲法语国家三方成员的交流，重点是法国关于尽
职调查的立法和对法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的期望。一些国家联系点表示有兴趣更好地利用《宣
言》，与劳工组织的工具和资源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9. 在其他成员国，三方成员正在《多国企业宣言》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在智利，劳动总局运用该
文书以及《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开展试点计划，鼓励葡萄
酒行业的企业使其经营活动更加符合国际劳工标准的原则。在秘鲁，妇女与弱势群体部和大型
企业合作，聚焦工作与生活平衡，促进性别平等，企业因此而实施了改进计划。在越南，三方
成员发起了一个有关电子行业对社会负责的劳工实践的“三方加”工作队，将《多国企业宣言》
作为全面的政策框架。   

10. 三方成员越来越多地将《多国企业宣言》、《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更广泛的工商
业与人权议程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背景下。国家行动计划是“一
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制定的一项不断发展的政策战略，旨在防止工商
企业对人权的不利影响”。 5 鼓励联合国会员国通过部际和多利益攸关方协商进程制定、通过和
执行国家行动计划，推行实施联合国指导原则。迄今为止，已有 30 个会员国公布了此类国家行

 
3 劳工组织，“情况介绍—促进劳工组织《多国企业宣言》的国家联络点，2022 年 7 月”，2022 年 7 月 27 日。 
4 劳工组织，“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劳工和社会对话理事会跨国对话将《劳工组织多国企业宣言》作为中心”。 
5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指导”，2016 年 11 月。 

https://www.ilo.org/empent/Publications/WCMS_09438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32952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83486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72800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838427/lang--en/index.htm
https://files.nettsteder.regjeringen.no/wpuploads01/blogs.dir/263/files/2019/01/EN-Mandat-Kontaktpunktet-2018.pdf
https://www.ilo.org/islamabad/info/public/pr/WCMS_767700/lang--en/index.htm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gert.gov.pt%2Fdeclaracao-tripartida-de-principios-sobre-as-empresas-multinacionais-e-a-politica-social-oit-ponto-focal-nacional&data=04%7C01%7Cakimova%40ilo.org%7C4cd374ddd05d44ce379408d8cddb6b0d%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748568956211411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LjK%2BxfezIGvHdT8fRdA6FqzDsFDkgNqJmTc9cwaIMXo%3D&reserved=0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61683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71603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85224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733981/lang--en/index.htm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Business/UNWG_NAP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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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其他国家也正在推动各种进程。一些国家行动计划呼吁批准和/或更好地实施国际劳工
标准，特别是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并经常提到《多国企业宣言》以及劳工组织面向工商业的
国际劳工标准服务台(劳工组织服务台)。劳工组织的三方成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行动计划的制
定、执行和评估(有时是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 6 这促使有关工商业、人权和体面劳动议程的各
项国家政策更加协调一致。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日本、巴基斯坦和秘鲁等国
的三方成员利用劳工组织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来加强他们对这一进程的参与。一些国家行动
计划，如日本和巴基斯坦的国家行动计划，明确提到《多国企业宣言》并承诺对其予以推广。  

11. 三方成员们还更好地利用《多国企业宣言》，鼓励通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供应链实现积极
的体面劳动成果。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协定纳入了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条款，其中提及《多
国企业宣言》， 7 有时还同时提及《联合国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这些条款
促进了《多国企业宣言》在国家层面的落实，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伙伴之间关于体面劳动挑战
和机遇的对话。这也体现在更多的制度安排中，例如塞拉利昂国家联络点中包含塞拉利昂当地
内容营销代理机构，加纳的国家联络点中包含加纳投资促进中心。西非经货联盟鼓励其成员国
将《多国企业宣言》的原则纳入投资政策。  

12. 国家社会伙伴也积极采取行动促进其成员实施《多国企业宣言》，包括在供应链范围内。例如，
中美洲的一些雇主组织根据《多国企业宣言》提供的指导建立了国家工商业网络，开发资源，
消除童工劳动及其根源。比利时国家劳工理事会的雇主和工人制定了年度行动计划，以提高社
会伙伴和企业对该文书的国家主导权。在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雇主联合会的领导下，通过国
家工商业议程和《多国企业宣言》的利益攸关方对话，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交付伙伴之间分
享了在锡亚尔科特获得的有关促进对社会负责任的劳工实践的经验。已经收集了更多的实例，
作为国家案例研究在《多国企业宣言门户网站》上分享。 

在企业层面更多地使用《宣言》 

13. 企业——主要是多国企业——是劳工组织服务台的主要用户。 8 对于进行尽职调查并希望使其政
策和实践与国际劳工标准和《多国企业宣言》的原则保持一致的公司而言，劳工组织的这一服
务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在最近的报告所述期间，服务台网站每月平均有 54,481 次访问
量，自启动以来的页面浏览量迅速接近 300 万次。公司管理人员的各项查询越来越多地寻求第
一手资料，以便为其自身程序提供参考，例如要求澄清国际劳工标准中的具体规定或劳工组织
监督机构的评论意见。这凸显了劳工组织通过向公司和其他人提供其监督机制的信息，推动将
劳工问题纳入尽职调查程序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拟订确保供应链中体面劳动的组成部分的三
方工作组将扩大劳工组织服务台确定为一个具体行动项目。 9  

 
6 例如，见劳工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RBCLAC)”。 
7 劳工组织，“《多国企业宣言》和贸易与投资”。 
8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工商业服务台：2022 年 3 月关于专家咨询服务和网站的最新报告”。 
9 理事会文件 GB.346/INS/6。 

http://www.ilo.org/mnedeclaratio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multi/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472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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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 30 多家多国企业及全球工会在全球框架协议中提及了《多国企业宣言》。10  

15. 在一家公司和一个工会联合请求劳工组织提供技术援助或促进对话，在特定情况下支持实施
《多国企业宣言》的原则之后，已经使用了六次公司--工会对话程序。  

 B. 《宣言》采用度的提升可归功于更广泛的劳工组织 
认识提高和能力建设活动、国家层面的支持以及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强化合作 

能力建设 

16. 2017 年以来，劳工局大幅增加了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认识提高和能力建设活动。劳工组
织国际培训中心(都灵中心)每年提供三个关于《多国企业宣言》的标准培训班： 11“《多国企业
宣言》及其方法”培训班主要面向三方成员；“尽职调查”培训班面向企业和三方成员；“促
进体面劳动的投资”培训班面向投资促进机构。2021 年，关于“《多国企业宣言》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 8”的大型开放式在线培训班吸引了来自 114 个国家的 1，200 多名参与者。这是与国际
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合作举办的培训班，包括来自经合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
发会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欧盟的发言者。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以法语为非洲法语国家
举办类似的大型开放式在线培训班。 

17. 这些培训班得到了自学培训材料以及区域和国家两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补充。雇主活动局为雇
主组织开展了培训，工人活动局为工人组织，包括若干全球工会联合会开展了培训。关于《多
国企业宣言》的培训班或选修课也已被纳入都灵中心的其他培训班，如关于社会对话和产业关
系的电子学院及农村发展研修班。能力建设活动往往辅以支持三方成员制定根据国情促进和实
施《多国企业宣言》的路线图，从而加强能力建设与国家层面后续行动之间的联系。  

18. 劳工局还为三方成员开发了工具，提供如何利用《多国企业宣言》实现国家体面劳动优先事项
的具体例子。它扩大了供公司使用的工具的范围，所有这些工具都可以通过劳工组织服务台获
得：与国际雇主组织联合开发的企业自我评估工具；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其政策和实践与《多国
企业宣言》对接的一揽子培训计划；以及特定主题工具，如消除童工劳动及其根源——劳工组织
《多国企业宣言》提供的指导。 

区域后续行动 

19. 《多国企业宣言》附录二所载的区域后续行动机制“包括在该区域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推动
和实施《多国企业宣言》的区域报告。 区域报告主要是基于对这些成员国的政府、雇主组织和

 
10 劳工组织，“在国际框架协议中提及《多国企业宣言》的情况”。 
11 劳工组织，“培训机会”。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business-helpdesk/WCMS_57211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5721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WCMS_84094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factsheets/WCMS_759191/lang--zh/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factsheets/WCMS_759191/lang--zh/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84433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84433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73755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572130/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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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组织进行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国际劳工组织区域会议特别会议提供一个三方对话平
台，进一步讨论区域一级的宣传活动。”劳工局为每次区域会议编写一份报告；区域会议期间
的特别会议推动了三方成员之间交流有关《宣言》实施情况。 12 下一次特别会议将在国际劳工
组织第 17 届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会议期间召开。  

发展合作 

20. 若干劳工组织成员国受益于发展合作项目，这些项目特别以《多国企业宣言》为集体行动框架，
集政府、雇主、工人和企业之力，应对与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有关的体面劳动挑战：日本资助
的“在亚洲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项目(巴基斯坦和越南)；欧盟--劳工组织--经合组织“亚洲负
责任的供应链”项目(中国、日本、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与国际劳工标准司联合实施的
欧盟--芬兰“有利于体面劳动的贸易”项目；作为法国--劳工组织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与工作中
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处共同实施了“联盟之间”项目；日本资助的“在亚洲建立负责任的价值链”
项目，该项目是与“创造更好的工作”项目共同实施的。其他项目的特定重点是负责任的工商
业行为，例如欧盟--劳工组织--经合组织--人权高专办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
项目”(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 

21. 劳工组织的其他发展合作项目已开始纳入关于《多国企业宣言》的认识提高或能力建设内容，
如“加快行动，消除非洲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现象”项目和“推进北非体面劳动议程”项目。
“埃塞俄比亚推进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工业化”计划包括一个三方部际讲习班，内容是建立一个
综合行动和政策协调框架，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体面劳动，从而制定了在埃塞俄比亚推广《多
国企业宣言》的路线图。 13 

 C. 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更广泛合作 

22. 国际政策协调是劳工组织促进采用《多国企业宣言》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自《联合国指
导原则》得到核可以来，工商业与人权议程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变得越来越重要。立足于
国际劳工标准的《多国企业宣言》对实施《联合国指导原则》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实施公
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强调了《多国企业宣言》作为劳工组织参与工商业和人权议程的基础的
作用。 14 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发布了一份简报，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联
合国指导原则》、工商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之间的联系，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
作出了贡献。 

 
12 劳工组织，“区域后续行动”。 
13 劳工组织，“埃塞俄比亚推进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工业化(劳工组织六个项目一体化计划)中期评估”，2022 年 3 月。 
14 劳工组织，“《多国企业宣言》和工商业与人权议程”。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57037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evaldiscovery/#bbaf7e2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mne-declaration/WCMS_845906/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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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鉴于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讨论了许多劳工议题，劳工组织持续为这
些论坛做出贡献。这些论坛主要由人权高专办组织举办，有时也由开发署组织举办，后者在国
家行动计划领域越来越活跃。 

24. 劳工组织为经合组织评估《2011 年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和作为非司法申诉机制的国家联系
点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并在欧盟的资助下为国家联系点提供了几次培训。劳工组织与联合国全
球契约组织合作加强能力建设工作，包括劳工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推出的一套新的面向
企业的关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劳工原则的自我指导模块；它还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修订进
展信息通报的进程提供了投入。其他国际组织和多利益攸关方倡议在制定或修订其负责任的工
商业行为标准或准则中有关劳工问题的部分时寻求了劳工组织的技术援助，如世界银行、区域
开发银行和“全球报告倡议”。  

25. 在有关使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并提高对所有国家惠益的更广泛政策讨论
和倡议中，人们越来越关注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包括尽职调查。劳工组织的许多声明呼吁在
贸易和投资方面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并强调《多国企业宣言》在这方面的相关
性。劳工组织与贸发会议一起开展了以下方面的调查：出口加工区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利用劳工
政策作为吸引投资的工具，或在与潜在投资者的沟通中提及劳工政策。这项研究为加强与贸发
会议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以便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建立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可持续区”，特别是在非洲。劳工局倡导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参与建立这种区域，根据出口加
工区专家会议的结论，利用《多国企业宣言》的规定，参与有关出口加工区如何助力体面劳动
和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三方政策讨论。 15 在 2021 年第七届世界投资论坛期间，劳工组织
和贸发会议联合组织举办了一次关于非洲出口加工区体面劳动的会议。劳工组织有机会加入最
近由贸发会议牵头发起的特别经济区全球联盟。 16 

26. 劳工组织--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确定了投资促进机构对于在体面劳动方面
取得进展的具体需求。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投资促进机构及其职能部委之间的强化联系将提供
进一步的机会，使多国企业在最大程度上对东道国的体面劳动优先事项作出贡献。 

27. 正如总干事向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提交的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这种联系特别重要，能够
使最不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多国企业的潜力，与国内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联系，从而帮助这些企业
提升生产能力。《多国企业宣言》鼓励多国企业与各国的企业签订合同，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就业，同时不回避《宣言》赋予它们的责任。它还促进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的多国企业参与国家
技能开发计划。劳工组织和都灵中心正在与贸发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最不发达
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和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合作，开
展一项由强化综合框架资助的联合计划，建设 20 个最不发达国家投资促进机构的能力，同时根
据《多国企业宣言》促进负责任的工商业行为。该计划以劳工组织与贸发会议和世界投资促进

 
15 劳工组织，“在出口加工区为工人促进体面劳动和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保护的三方专家会议通过的结论”，2017 年 11 月。 
16 见网站，SustainableFDI.org。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ifp_seed/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05081.pdf
https://sustainablefdi.org/#:%7E:text=UNCTAD%20joined%20hands%20with%20seven%20global%2C%20regional%20and,contribution%20to%20the%20UN%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Goals%20%28SDG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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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协会的更广泛伙伴关系为基础，旨在加强体面劳动和外国直接投资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影
响。 

 D. 向三方成员和工商业提供进一步支持的新兴领域 

28. 从区域问卷调查和会议、三方和公司培训、项目和其他对话中收集的反馈表明，可以开展更多
的工作，支持三方成员更好地利用《多国企业宣言》，协助企业运用其原则，包括在供应链和
尽职调查的领域。  

29. 理事会可审议以下问题： 

1. 加大面向三方成员的认识提高和能力建设活动。《多国企业宣言》正在成为各国劳工部以
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获得一席之地，倡导贸易和投资方面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框架。然而，
三方成员需要工具、同行学习和经验交流来支持他们充分参与制定影响体面劳动的更广泛
政策。 

2. 加强对国家联络点及类似工具和程序的支持。促进《多国企业宣言》的三方国家联络点和
类似程序提供了一个制度架构，以推动社会对话、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助力实现国家层
面的政策协调，包括制定和实施关于工商业与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并参与母国--东道国磋
商。然而，国家联络点和类似进程需要得到支持，才能站稳脚跟并充分发挥其能力。 

3. 促进分享关于实施《多国企业宣言》的知识和经验。虚拟知识共享活动，如大规模开放式
在线培训班，显示了三方成员、企业及其工商业伙伴以及国际组织对参与此类活动的兴趣。
基于其全球召集力，劳工组织有关工商业与体面劳动的专门论坛将加强劳工组织的领导作
用，鼓励工商业为体面劳动做出贡献。 

4. 根据劳工组织治理机构先前的呼吁，进一步将《多国企业宣言》纳入劳工局活动的主流。
这可包括更好地利用《多国企业宣言》，将其作为相关发展合作项目集体行动的框架，并
提高参与劳工组织项目或成为劳工组织工商业网络成员的企业对《多国企业宣言》的认识。 

5. 实施“确保供应链体面劳动的备选方案三方工作组”所确定的实现供应链体面劳动综合战
略的核心要素中与《多国企业宣言》相关的那些要素。 

 决定草案  

30. 理事会要求总干事： 

(a) 根据实现供应链体面劳动综合战略的核心要素，加大活动力度，支持三方成员更好地利用
《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多国企业宣言》)； 

(b) 加强面向工商业的劳工组织国际劳工标准服务台以及《多国企业宣言》附录二所列出的其
他操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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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相关发展合作计划以及劳工组织与企业的接触中进一步将《多国企业宣言》纳入主流； 

(d) 加强劳工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在贸易、投资和供应链领域促进《多国企业宣
言》，推进体面劳动； 

(e) 为此而促进资源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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