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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部分 INS 
  
日期：2022 年 10 月 14 日 
原文：英文  

第十四项议程 

关于从国际劳工组织权责的角度看俄罗斯联邦入侵 
乌克兰之决议的相关进展情况的报告 

 导言 

1. 理事会在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上，通过了一项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权责的角度看俄
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决议。 1 该决议要求劳工组织向乌克兰的三方成员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决议还要求劳工局与三方成员合作制定计划，支持那些逃离乌克兰的民众。此外，决议还决定，
除人道主义援助外，暂停劳工组织向俄罗斯联邦提供的技术合作援助，并暂停邀请俄罗斯联邦
参加由理事会酌情决定其组成的专家会议、大会和研讨会。 

2. 在向理事会第 345 届会议(2022 年 6 月)提交了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一份报告之后， 2理事会
要求总干事就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技术支持工作组和东欧中亚国家局(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
局)可能的迁离拟定详细的备选方案，包括预算信息，以便在第 346 届会议上作出决定，作为探
索保障向该区域所有其他国家提供技术合作或援助的备选方案工作的一部分。 3 作为该项决定的
内容之一，理事会重申了最初决议的诉求，要求总干事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局势，并提交一份关
于该决议落实情况的报告，供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审议。本报告正是对理事会

 
1 理事会文件 GB.344/Resolution。  
2 理事会文件 GB.345/INS/5/3。 
3 理事会文件 GB.345/PV/Draft，第 189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999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4744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1157.pdf#pag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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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回应，概述了乌克兰、邻国和全球的事态发展及其对劳动世界的影响。此外，报告还着
重介绍了劳工局采取的行动以及为落实该决议应当考虑的备选方案。 

 总的事态发展 

3.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始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迄今已持续 8 个月。虽然最初的袭击覆盖
了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实际作战主要转移到了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尽
管如此，由于全国各地经常遭到导弹袭击，基础设施普遍遭到破坏进而造成恐惧气氛，持续影
响乌克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难民潮已开始减弱。根据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9 月底，欧洲各地登记在册的乌克兰难民超过 740 万
人。估计还有 710 万人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4 

4. 2022 年 6 月 23 日，欧洲联盟(欧盟)理事会核可了欧盟委员会的意见，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共
和国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开启了正式入盟谈判进程，预计将于 2023 年启动。 5 随后，欧盟委员
会主席于 9 月宣布，将为乌克兰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提供便利。2022 年 7 月初，瑞士与乌克兰在
瑞士卢加诺联合举办了乌克兰复苏国际会议。58 个国际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各国
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大约 40 个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协调一致的政
治、财政和重建支持方面保持合作和政治承诺，以启动恢复和重建进程，并确立恢复和重建进
程应遵循的原则。 6 

5. 会上，乌克兰政府还提出了一项以复原力、恢复、现代化和增长为重点的《国家恢复计划》。 7 
该计划强调了乌克兰融入欧盟以及进入欧盟和七国集团市场的雄心；建议创造一个有利于工商
业的环境；呼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并提出了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计划。已经开
始关于乌克兰恢复计划细节的讨论，但迄今为止，社会伙伴的参与有限。与联合国系统在重建
进程中的作用、促进就业、工人权利和社会对话等有关的问题，仍然处于会议讨论的边缘。 

6. 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宣布，建立一个“重建乌克兰”平台，欧盟委员会将与乌克兰政府
一道监督该平台。该平台将负责批准乌克兰起草和实施的重建计划，并将得到欧盟行政能力的
支持和技术援助。为了支持重建计划，欧盟委员会提议设立重建乌克兰基金，作为欧盟通过赠
款和贷款相结合的方式提供支持的主要法律工具。 8 

7. 在编写本报告时，参与支持乌克兰的会员国已筹集了大量财政资源，主要以宏观金融援助、预
算支持、紧急援助、危机应对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支持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金融复原

 
4 难民署，业务数据门户——“乌克兰的难民状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5 欧盟委员会，“关于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委员会意见”，2022 年 6 月。 
6 Ukraine Recovery Conference，conference-materials 和《卢加诺宣言和原则》。 
7 《国家恢复计划》，2022 年 7 月。 
8 欧盟委员会，乌克兰：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为解决乌克兰的资金缺口和长期重建而作出的即时反应计划，2022 年 5 月。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_ga=2.193031598.244725142.1662027464-1046699400.1662027464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system/files/2022-06/Ukraine%20Opinion%20and%20Annex.pdf
http://www.urc2022.com/conference-materials
https://uploads-ssl.webflow.com/621f88db25fbf24758792dd8/62c68e41bd53305e8d214994_URC2022%20Lugano%20Declaration.pdf
https://uploads-ssl.webflow.com/621f88db25fbf24758792dd8/62c166751fcf41105380a733_NRC%20Ukraine%27s%20Recovery%20Plan%20blueprint_ENG.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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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9 成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支付和认捐的资金总额估计为 436 亿美元。 10 这包括世界银行在
2022 年 6 月和 8 月批准的额外紧急资金，目前总额为 130 亿美元，其中约一半已在 2022 年 7
月底前支付。大部分资金由赠款组成，用于维持提供基本服务，包括社会福利和养老金。世界
银行高级官员在发言中强调，在乌克兰准备实现可持续重建之际，需要更加关注改革、透明度
和治理问题。 11 

8. 7 月 22 日，达成了一项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协议，以促进乌克兰粮食的出口。 12 “黑海谷物倡议”
旨在方便从奥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和尤日内港出口谷物和相关食品以及包括氨水在内的化肥
的安全航运。此倡议由联合协调中心推动，其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在伊斯坦布尔成立，成员包
括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土耳其和联合国的代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初步评估
表明，该倡议已经帮助降低了谷物、杂粮和油类的价格。 13 此外，劳工组织注意到周围军事冲
突的严重情况，动员社会伙伴和参与该倡议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确保考虑到工人的权利，包括为
船只配备足够的人员，规定休息时间和遵守职业安全和卫生标准。此外，乌克兰政府最近通过
了一些程序性规定，准许某些海员免服兵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参与“黑海谷物倡议”的海员
和目前在国际水域航行的其他海员。 

9. 人们也越来越担心被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人的安全。尽管目前所有核电站反应堆都已关闭，
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 2022 年 9 月 6 日发布的报告中警告称，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完
整性仍面临重大风险。这些关切主要是由于核燃料储存设施和为冷却反应堆提供所需电力的输
电线继续遭到炮击。 14 此外，从劳工组织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工作条件和工人安全不断恶化感
到担忧，主要是因为辐射照射可能增加，这就需要不断进行现场和场外监测，并采取应急准备
措施，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也承认了这一点。 15 这些警报也已由全球产业工会联合会及其下属工
会国际核工业工人工会网络发出。此外，乌克兰工作人员继续在该设施工作。 16 然而，在编写
本报告时，尚不清楚这一工作是否是自愿的，没有受到强迫，这引起了人们对可能发生强迫劳
动的更多关切。 17 

10. 9 月 22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一次由外交部长参加的高级别会议。辩论的重点是对乌克
兰冲突期间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追究法律责任，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其他人提到需要与国际刑事法
院充分合作。多名与会者还对核战争幽灵的隐现以及通过强制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俄罗斯联邦吞

 
9 文件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定稿。如果在此日期之后出现重大事态发展，劳工局将向理事会口头通报最新情况。 
10 数据来源于 Arianna Antezza 等人，“支持乌克兰跟踪器：哪些国家帮助乌克兰和如何帮助？”，Kiel，工作文件，第 2218
号，2022 年 8 月 18 日。 
11 世界银行，2022 年 8 月 8 日，新闻稿。 
12 《乌克兰港口粮食和食品安全运输倡议》，2022 年 7 月。 
13 贸发会议，“‘黑海谷物倡议’有助于稳定全球粮食市场”，2022 年 9 月 12 日。 
14 原子能机构。《乌克兰的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保障》，总干事的第二次简要报告，2022 年 4 月 28 日至 9 月 5 日。 
15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分别于 1967 年 9 月 22 日和 1968 年 6 月 19 日批准了《1960 年辐射防护公约》(第 115 号)。 
16 在俄罗斯联邦 2 月 24 日入侵之前，该核电站有 1.1 万名工作人员。乌克兰当局以安全考虑为由，没有透露目前的工人人数。 
17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批准了所有八项基本公约。 

http://hdl.handle.net/10419/262746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08/08/world-bank-mobilizes-4-5-billion-in-additional-financing-for-vital-support-to-ukraine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black_sea_grain_initiative_full_text.pdf
https://unctad.org/news/black-sea-grain-initiative-helps-stabilize-global-food-markets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22/09/ukraine-2ndsummaryreport_sept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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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乌克兰领土和通过部分动员俄罗斯公民入伍使核战争进一步升级表示关切。 18 9 月 23 日，乌
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通报的最新情况证实，已找
到有关犯下战争罪的证据。 19 被指控的罪行包括使用集束弹药、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平民和军
事人员、大量处决以及使用性暴力和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 

 危机的全球影响 

11. 针对乌克兰的敌对行动开始八个多月以来，冲突造成的可怕和直接的人员代价正在增加，包括
生命损失、流离失所、家庭分离、失去工作和收入，进一步限制了低收入家庭获得基本保健和
教育服务的机会，并加剧了脆弱性和不平等。这场冲突无疑正在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冲突正在加剧业已存在的性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并可能逆转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12. 就在若干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开始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之际，乌克兰冲突的爆发，改变了移民和汇
款的全球格局。据世界银行估计，2022 年乌克兰收到的汇款预计将增长 20%以上。 20 与此同
时，由于在俄罗斯联邦工作的劳务移民人数众多，预计向许多中亚国家的个人汇款将大幅下降。 

13. 最初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正在逐渐减弱，部分原因是在发起“黑海谷物倡议”之后，乌克兰
恢复了谷物出口。 21 八月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粮食价格指数连续第五个月
回落，但总体价格仍比 2021 年 8 月水平高出近 8%。 22 然而，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面临粮食
无保障高风险的人口数将增加到 3.45 亿人。 23 能源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尽管石油和天然气之间
以及各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欧洲，由于更多依赖俄罗斯联邦的供应，天然气价格暴
涨。自冲突开始以来，金融市场已有所稳定。然而，也有相当大的阻力，因为各国中央银行正
试图控制高通胀，而冲突的影响通过迅速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高通胀，预计它将阻碍增长，
甚至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预期的经济放缓幅度极不寻常：预计
2021-2023 年全球增长的路径将是自 1970 年以来全球经济衰退初步反弹后最大幅度的增长下
滑”。 24 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由于主要以美元交易的燃料、粮食和化肥价格上涨，
冲突推高了贸易赤字，增加了主权债务负担。 25 持续通胀和经济放缓的叠加，可能会延长联合
国所称的“生活成本危机”， 26 预计将导致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紧张。为了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18 联合国，2022 年 9 月 22 日，新闻稿。 
19 Erik Møse，“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的最新情况通报”，2022 年 9 月 23 日。 
20 世界银行，2022 年 5 月 11 日，新闻稿。 
21 联合国，“乌克兰战争对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影响”，第 1 号简报，2022 年 4 月 13 日。 
22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形势。 
23 粮食署，《粮食署全球业务应急计划：最新情况第 5 号》，2022 年 6 月。 
24 Guénette，J. D.等人，《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吗？》，世界银行集团，2022 年 9 月。 
25 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乌克兰战争的全球影响：能源危机》，第 3 号简报，2022 年 8 月。 
26 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乌克兰战争的全球影响：数十亿人面临着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第 2 号简报，
2022 年 6 月 8 日。 

https://press.un.org/en/2022/sc15036.doc.htm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2/09/update-chair-independent-international-commission-inquiry-ukraine-51st-session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05/11/remittances-to-reach-630-billion-in-2022-with-record-flows-into-ukraine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un-gcrg-ukraine-brief-no-1_en.pdf
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zh/
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40306/download/?_ga=2.215156183.1923906267.1664974662-1032316664.1664974662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8019/Global-Recession.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un-gcrg-ukraine-brief-no-3_en.pdf
https://news.un.org/pages/wp-content/uploads/2022/06/GCRG_2nd-Brief_Jun8_2022_FINAL.pdf?utm_source=United%20Nations&utm_medium=Brief&utm_campaign=Global%20Crisis%20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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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调就业在缓解生活成本危机方面的核心作用，劳工组织一直是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
融危机应对小组工作的积极伙伴。 27 

 对乌克兰的就业、民生和企业的影响 

14. 敌对行动对乌克兰经济的影响是可怕的。乌克兰国家银行预计，2022 年经济产出将损失 33.4%。
据估计，冲突已经造成至少 1145 亿美元的损失，重建费用估计约为 1,980 亿美元。造成的损失
中约 72%(829 亿美元)是住宅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但企业至少也遭受了 97 亿美元的有形资产
损失，农业部门则遭受了 43 亿美元的损失。 28 激烈的武装冲突、安全风险、人口大规模外流、
高通货膨胀、供应链瓶颈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和生产场所遭到破坏，正在对就业造成重大影响。
即使在冲突发生八个月之后，也不可能准确估计出乌克兰因冲突而损失的就业人数。劳工组织
估计，2022 年期间，就业人数将比前一年减少 15.5%，相当于敌对行动期间失去 240 万个工作
岗位。 29  

15. 这并不否定劳工组织先前的预测，但意味着冲突刚开始时就业损失要高得多，而随着乌克兰部
分地区从俄罗斯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一些工人重获就业。 30 一些指标，如职位空缺的增加和目
前不营业的公司数量的减少，都表明了这种改善。 31 然而，就业增长可能主要出现在生产率较
低和工资较低的活动中。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求职者人数仍大大超过空缺人数，这给工资带
来了下行压力。复苏的步伐可能是缓慢的，而且非常脆弱。这一点，加上冲突期间人口大幅度
下降(由于难民外流)，将导致就业在中期内，至少在冲突期间，仍远低于入侵前的水平。 

16. 劳工组织估计，约有 160 万乌克兰难民在逃离侵略之前在乌克兰就业，占该国劳动力总数的
10.2%。在乌克兰，难民外流造成的就业损失在各职业群体中分布不均。在入侵之前，目前难
民从事的主要职业包括：办事员、服务和销售人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在经济活动方
面，约 16%的乌克兰难民在逃离前从事教育工作，另有 7%从事卫生和社会服务工作。 32 难民
外流可能对乌克兰这些行业和职业的劳动力产生重大影响。 

17. 越来越多的企业已重启运营，但各地区、各行业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许多企业不得不应对投
资、基础设施和员工的损失，以及预计将达到 30%的年通胀率。根据乌克兰国家银行的数据，
企业关闭率从 3 月份最初的 42%下降到 7 月份的 16%，但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以冲突

 
27 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是由秘书长设立的，旨在帮助决策者调动解决方案，制定战略，帮助各国应对粮食、能源和金融
方面相互关联的危机。劳工组织总干事是该小组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28 这些估计数是由基辅经济学院与不同政府机构合作定期编制的，无法独立核实。详情可查阅基辅经济学院网站。 
29 详情见即将出版的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 10 版。这是核心估计数，按 95%的置信系数，损失的预测区间很宽，从 8.2%
到 22.7%不等。 
30 劳工组织简报，《乌克兰危机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初步评估》，2022 年 5 月 11 日。 
31 乌克兰国家银行，《按月宏观经济和货币评论》，2022 年 9 月。 
32 难民署，《生活停滞：乌克兰难民的打算和看法》，区域意图报告第 2 号，2022 年 9 月。 

https://kse.ua/about-the-school/news/due-to-the-last-estimates-damage-caused-to-ukraine-s-infrastructure-during-the-war-is-114-5-bl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urope/---ro-geneva/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44295.pdf
https://bank.gov.ua/admin_uploads/article/MM-2022-09_eng.pdf?v=4
https://data.unhcr.org/en/documents/download/9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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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产能力的 60%或更低的水平运营。虽然“黑海粮食倡议”有助于促进出口，但由于收成较
低和播种季节上遇到的持续挑战，预计农业部门将维持更低的生产水平。 

18. 总而言之，失业和工资下降给家庭带来了入不敷出的压力。收入减少和工作机会有限，被认为
是乌克兰人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资大幅度缩水。 33 

 对劳工组织乌克兰三方成员的影响 

A. 乌克兰政府 

19. 在本文件所涉期间，乌克兰与劳工组织对话的主要政府部门，即经济部和社会政策部的情况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它们仍在活动和运行。政府继续为所有因冲突而失去工作或不得不停止或搬
迁企业的工人和企业家实施大规模的收入支持计划。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都按时发放。由于
公共资源日益枯竭，国民经济越来越依赖国际社会的预算支持，估计每月约为 50 亿美元。 

20. 近年来，国家就业服务局一直是劳工组织的主要合作伙伴，推出了若干项合作举措，包括在设
计包容性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联合工作。这个拥有 500 多个办事处和 9,000 名工作人员的大型公
共机构，正因冲突而经历重大转变。为了应对经济活跃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情况，国家就业
服务局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失业救济金在线申请。根据对申请人在不同注册管理机构中的个人
资料进行的数字分析发放救济金。失业救济金的数字化及其与其他社会服务的整合，可能导致
全国各地国家就业服务办事处的关闭或重新定位。在目前情况下提供的其他新的服务包括：为
从战区迁出的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匹配，以及为支持初创企业提供赠款。应经济部的请求，劳工
组织就改革就业服务所需的法律改革提供咨询，并支持国家就业服务局实现就业服务数字化、
提供职业咨询，特别是为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提供职业咨询，以及开展创业培训。国家就业服
务局改革的情况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需要包括同时提供人道主义、预算和发展方面的援助，
而不是采取分阶段的办法，在较晚阶段才着手提供发展援助。 

21. 劳工组织在乌克兰的另一个重要政府伙伴是国家劳动局。根据戒严法，劳动监察员的任务是有
限的。劳工组织支持劳动监察局调整服务，以适应对乌克兰入侵造成的紧急情况。200 名劳动监
察员接受了提供社会心理急救的培训。国家劳动局发起了一场打击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遭受
人口贩运和劳动剥削风险的运动。到目前为止，该运动已接触了约 40 万人。新的网上服务为雇
主和工人提供关于工作合同和公司及工人外迁的法律咨询。此外，还核准了 26 万美元的额外资
金，用于收集当前危机局势下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护需求方面的更多数据，并最终确定了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电子学习平台。 

 
33 乌克兰国家银行，《按月宏观经济和货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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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乌克兰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 

22. 工会——两个主要的工会联合会：乌克兰工会联合会(FPU)和乌克兰自由工会联合会(KVPU)——
和三个主要的雇主组织——乌克兰雇主联合会(FEU)、乌克兰雇主联合会(CEU)和乌克兰雇主组
织协会(AEOU)——仍在运作，但受到当前局势的严重影响。社会伙伴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失去会
员及其对财务状况造成的负面影响。许多工人和会员企业没有能力支付其会费。有些组织丧失
了全部会费收入。与政府机构相反，除了姐妹组织的一些捐款外，社会伙伴没有从国际社会获
得预算帮助。 

23. 尽管出现这些困难，社会伙伴仍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向被迫搬迁到乌克兰较安全地区的境内流
离失所者和企业提供紧急援助。敌对行动爆发后，乌克兰各工会立即为难民开放了度假中心和
疗养院，在劳工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支持下，过去几个月提供了超过 1.3 万张床位。在劳工组织的
财政支持下，雇主们向受冲突影响最严重地区的贫困人口分发了食品和药品。 34 劳工组织最近
决定，从经常预算技术合作储备金中拨出 50 万美元，为社会伙伴的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提供
额外支持。 

24.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都表示，在危机时刻需要加强社会对话，因为在目前的戒严环境中其他机
制是不可能运转的。它们预计乌克兰社会将在冲突后发生重大转变，这将需要它们实现自身结
构的现代化，包括开发新的服务项目。它们已请求劳工组织为其会员开发新的服务项目提供支
持。 

 在乌克兰实施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和发展合作活动方面的行动 

25. 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劳工组织将重点放在人道主义援助上，以补充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努力。
支持劳工组织在乌克兰工作的发展伙伴同意将经批准的预算的一部分转用于人道主义援助，而
不对有关协议作任何修改。 35 因此，已经完成总额为 130 万美元的紧急调整用途款，并于 5 月
底交付——主要用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工会提供的难民庇护所以及防止人口贩运和劳工剥削的活
动。 

26. 未来几个月计划提供的支持将继续聚焦于人道主义需求、经济稳定和保就业，所有这些领域都
至关重要，这取决于在乌克兰采取干预行动的地理区域。劳工组织在同乌克兰三方成员事先协
商后，继续就六个优先干预领域开展工作，包括：(a)人道主义援助；(b)将难民纳入劳动力市场
和教育；(c)收入支持；(d)乌克兰安全地区的稳经济和保就业措施；(e)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优先改
革(劳动法、网上学习)；(f)支持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 36 这些优先干预措施的部分费用可通过
重新规划目前的发展合作组合来支付，数额为 1,300 万美元。现在所有发展合作项目都已重新确
定用途，支持上述一项或数个优先领域。然而，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捐助方正把重点放在人道

 
34 《塞浦路斯航运新闻》，“乌克兰雇主联合会正在帮助企业维持运营”，2022 年 8 月 25 日。 
35 加拿大、捷克、丹麦、欧盟、德国和瑞典。 
36 如需详细信息，见：劳工组织针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中欧和东欧) 。 

https://cyprusshippingnews.com/2022/08/25/the-ukrainian-federation-of-employers-is-helping-businesses-to-keep-afloat/
https://www.ilo.org/budapest/what-we-do/projects/ukraine-crisis/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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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援助和预算支持上，而发展和重建工作才刚刚缓慢开始。最近出台了一项支持小企业搬迁
到更安全地区的新举措。劳工局打算，一旦乌克兰安全局势允许安全出入和国家对口单位密切
参与，就立即派出一个多领域特派团，任务是就制定一项全面举措支持一项就业密集型恢复和
重建计划。 

27. 最近修订《劳工法》的法律举措在工会运动中引起了对限制劳工法和国际劳工标准适用范围的
担忧。2022 年 7 月，乌克兰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小企业劳动关系的修正案，并由总统
签署成为法律。根据新的法律，250 人以下企业的工人将无法得到工会的充分保护。劳工局正在
分析该项新立法的细节内容，并将密切关注它在戒严法下实施的情况。 

28. 劳工组织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乌克兰的工作，并为执行最近敲定的为期 18 个月的
临时过渡框架提供助力，该框架取代了将于 2022 年到期的联合国-乌克兰伙伴关系框架。《联
合国过渡框架》还将为联合国的综合规划和行动奠定基础，它涵盖联合国在乌克兰的一系列干
预措施，以减少人道主义需求，并通过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方针保护该国的发展成果。关于
联合国伙伴关系，劳工组织继续在所有相关论坛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包括区域难民协调论坛
(由难民署领导)及其工作组，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红十字运动的应急协调平
台。 37 此外，正在与联合国其他机构讨论在乌克兰的援助项目，包括与难民署、世卫组织、粮
农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 

 对次区域其他国家的影响 

29. 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对中亚各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局势仍在发展、具有
高度不稳定性。尽管如此，还是发现了一些已经出现的趋势。首先，预计对俄罗斯联邦的经济
制裁将迫使来自中亚的劳务移民返回原籍国，这将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护系统造成压力。然
而，根据原籍国劳工部以及移民组织的资料，移民返回的人数没有显著增加。但预计到 2022 年
底，这些国家的侨汇将减少 20%以上。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个人汇款分别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4.5%、32.8%和 13.3%。对 2022 年修正后的预测显示，
这三国的侨汇将大幅下降：塔吉克斯坦(22%)、吉尔吉斯斯坦(32%)和乌兹别克斯坦(21%)。该
次区域各国也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与世界其他地区大致相同。 

30. 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可能导致人权和劳工权利、结社自由、童工
劳动和强迫劳动方面的倒退，并可能造成更大的性别差距和青年失业，因为在可能的经济衰退
期间，青年和妇女是最先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群体。 38  

31. 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还导致传统的出口贸易路线受阻，因为中亚国家大多数是内陆国家，因此
依赖公路和铁路运输其出口货物，其中大部分货物都要经过俄罗斯联邦。这意味着对企业保留
和创造就业机会(最终为返回的移民)和维持体面劳动的能力造成额外的负担。雇主组织要求作出

 
37 区域保护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38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22 年的趋势》。 

https://reliefweb.int/attachments/0ae7ea9d-8729-35b4-853d-5db316187b70/Regional%20Protection%20Working%20Group%20TORs%20March%20202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340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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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了解趋势并制定政策措施。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与 2021 年同期
相比，2022 年 1 月至 6 月的出口下降了 40%。在最新的报告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同比增长
为零(2022 年 6 月)，但进口增长了 13.2%。 

32. 自冲突爆发以来，劳工组织的三方成员聚焦于下列干预领域：(a)宏观经济分析、预测和政策建
议；(b)支持设计和实施抗危机措施；(c)雇主/企业生存战略的设计和能力建设；(d)支持执行和
遵守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劳工权利和结社自由。三方成员提出的请求虽然与乌克兰境内的军事
冲突没有明确联系，但与冲突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有一定关联。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
队/国家局将这些议题纳入其与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的经常性活动。此外，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
国家局已开始与移民组织驻俄罗斯联邦国家办事处对话，为劳务移民调查奠定基础，调查重点
是目前在俄罗斯联邦各地就业的中亚移民工人，他们的职业可能因当前危机而面临风险。 

33. 劳工组织在取代俄罗斯捐助方对促进青年就业的次区域长期项目捐款上面临挑战。在理事会
2022 年 3 月的决议之后，该项目于 2022 年 5 月终止。这导致计划中的活动(通过次区域青年就
业网络开展同行学习、俄罗斯联邦的区域青年就业计划以及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培训)戛然而止。
作为一项解决办法，劳工局正在利用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为两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提
供资金，继续开展优先活动，这需要重新规划在其他国家的活动。 

34. 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正在实施一项新的筹资战略，以提供三方成员优先考虑的政策支
持和技术干预措施，目的是帮助他们抵御当前经济衰退的后果。这一战略涉及就亟待关注的技
术领域，如劳动行政管理和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护和劳工权利，与现有捐助方进行沟通。
这反映了这些技术领域的重要性，它们对于应对与乌克兰冲突有关的问题至关重要。该战略的
另一个特点是在上述领域以及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的发展应急模式内，与联合国
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该模式于 2022 年 7 月启动，以应对因乌克兰军事冲突而进一步加剧的
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在这一模式下，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已经与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关联合国机构合作，设计了三个积极的试点项目。 

 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在乌克兰的处境 

35. 劳工组织继续在乌克兰雇用 14 名工作人员，他们在冲突前曾在基辅工作(1 名国家协调员、3 名
国际工作人员和 10 名本国工作人员)。所有工作人员继续在基辅以外的安全地点工作。随着联合
国于 7 月取消了基辅的外迁地位，劳工组织目前正在研究将工作人员迁回首都的选项。已拟订
了劳工组织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和应急计划。该计划提议分阶段让工作人员返回基辅。实施该计
划将需要根据联合国安全标准租用视为安全的新的办公处，并购置额外的安全设备。已初步从
难民署获得办公空间(合用同一地点)。劳工组织外勤安保访问团于 9 月下旬前往乌克兰，确认了
新确定的办公空间足够，并建议待劳工组织高级管理层作出最后决定之后，分阶段将所有工作
人员迁回基辅。 

36. 另一个挑战是，劳工组织在促进三方成员和劳工组织参与应对危机、恢复和重建工作方面的能
力有限。由于乌克兰团队规模太小，所能涵盖的范围有限，无法全部参与为支持乌克兰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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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和国际协调机制，并为之提供助力。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人道主义援助可以迅速转
变为发展举措，而其他发展伙伴可能会涉及劳工组织的核心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临时
增加乌克兰团队的技术和协调能力。 

 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技术支持工作队及东欧和中亚国家局 
可能暂时迁离的备选方案 

37. 在理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通过该决议后，国际劳工组织暂停了对俄罗斯联邦的技术合作和
援助活动。劳工局还暂停邀请俄罗斯联邦参加由理事会决定是否参加的所有劳工组织会议。其
中包括技术会议、专家会议、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关于充分、平等和民主参与劳工组织三
方治理的三方工作组、专题讨论会、研讨会、讲习班和类似会议。该决议的规定也适用于俄罗
斯申请人参加劳工组织都灵国际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活动。 

38. 在编写本报告时，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有 11 个由经常预算资源供资的专业职类职位、
3 名由经常预算资源供资的本国专业职类工作人员和 1 名由自愿捐款供资的本国专业工作人员。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中有 7 名工作人员，由经常预算资源供资，另外 3 名由自愿捐款供资。总的
来说，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在莫斯科有 25 名工作人员，持有定期或无时限合同。另外
有 2 名本国工作人员持有短期合同。 

39. 在编写本报告时，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仍在其目前所在地开展业务，没有在旅行限制、
签证发放、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限制方面遇到重要障碍，也没有因目前情势造成完成金融交易
方面的困难。该局继续向次区域各地的三方成员提供服务，没有业务问题或重大财政影响。因
此，总干事认为目前没有理由就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的临时搬迁采取行动。如果当前
形势恶化，需要紧急关注和采取行动，总干事将与劳工组织相关决策机关协商，确定最适当的
行动举措，以保障向该次区域所有其他国家提供技术合作或援助，并对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履行
必要的关护责任。还应提及的是，劳工局收到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发展合作资金的最大受益国)政府的来函，表示它们对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在
其目前所在地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并指出了继续不间断地提供援助的特别重要性以及搬迁可
能产生的影响。 

40. 根据理事会第 345 届会议(2022 年 6 月)的要求，劳工局在下文中介绍了详细的备选方案，包括
根据决议的规定临时外迁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的预算信息。根据目前的人员配备情况，
重新计算将整个团队迁至日内瓦或布达佩斯的费用，第一年分别为 565 万美元和 294 万美元。
与办公室面积、设备采购、当地征聘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情况、增加的出差费用以及莫斯科现
有办公房舍的租金义务有关的所有考虑因素保持不变。 39 

41. 劳工局还计算了可能将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临时迁至该地区两个联合国中心——伊斯
坦布尔(土耳其)和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以及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的增量成本，劳工组织在

 
39 见理事会文件 GB.345/INS/5/3，第 35 至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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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干有大量的发展合作项目。第一年的预算影响估计为：伊斯坦布尔，211 万美元；塔什干，
273 万美元；阿拉木图，187 万美元。如劳工局 2022 年 6 月的上一份报告所述，日内瓦和布达
佩斯的办公空间可以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提供，而在伊斯坦布尔、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则需
要租赁足够的办公场所，每年的额外费用估计为 18 万至 25 万美元。上述所有备选方案的拟议
费用意味着将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全体工作人员搬迁至上述指定地点。 

42. 另一个替代办法是，只将部分国际专业工作人员临时迁至上述地点之一，而当地征聘的工作人
员继续留在莫斯科的现有办公地点工作，或在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在其工作地进行远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年的额外费用估计为：日内瓦，190 万美元；布达佩斯，104 万美元；伊斯
坦布尔，78 万美元；塔什干，99 万美元；阿拉木图，63 万美元。 

43. 最后，在考虑可能的搬迁时，劳工局还必须考虑，劳工组织是否具备一项为劳工组织及其工作
人员或为劳工组织工作的其他人员的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权作出规定的东道国协议。此外，
所确定的地点必须具备在该国有效运作所需要的设施，其中除其他业务要素外，包括与接受服
务的国家建立充分的连通性，条件不低于给予其他联合国组织的条件；瑞士和匈牙利的情况恰
好如此，它们已经建立了经过测试和核实的业务基础设施。正如 2022 年 6 月提交给理事会的报
告所指出的，可能搬迁到该区域两个联合国中心或劳工组织拥有大量发展合作单位组合地点的
备选方案，将需要缔结一项东道国协议，其中包括解决劳工组织在相关国家开展发展合作活动
的具体需求和促进该区域内国家国内活动安排的条款。 

44. 根据以往的经验，最后确定东道国协议可能需要数月的时间。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
有关国家是否批准了联合国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及其与劳工组织有关的附件一。
在上述三个国家——哈萨克斯坦、 40 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是 1947 年公
约及其附件一的缔约国，它于 1997 年 2 月签署了该公约。 

45. 如果有必要就上述任何一种备选方案采取行动，以保障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或援助，
劳工局将根据现有的机制，就对工作人员的影响与职工代表进行协商。 

46. 目前，在俄罗斯联邦积极开展活动的联合国其他机构仍在该国驻留。 41 继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委
员会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通过决议后，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重申了欧洲区域委
员会提出的大部分建议。 42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世卫组织区域委员会尚未作出关于设在莫斯
科的世卫组织欧洲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办事处可能迁离的决定。同时，区域管理层已作出
混合工作安排。与此同时，世卫组织驻俄罗斯联邦国家办事处仍在该决议规定的范围内运
作。 43 

 
40 与哈萨克斯坦没有关于劳工组织法律地位的具体协议。2021 年，哈萨克斯坦交存了对 1947 年公约的加入书，但持有保留
意见，由于保留意见的性质，联合国秘书长尚未登记，其中一项保留意见涉及对劳工组织免除关税的问题。 
41 United N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42 世卫组织，EUR/RCSS/CONF./2Rev.2，2022 年 5 月 10 日，以及 WHA75.11，2022 年 5 月 28 日。 
43 世卫组织，A75/A/CONF/6，2022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unrussia.ru/en/un-agencies
https://apps.who.int/iris/rest/bitstreams/1422150/retrieve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5/A75_R11-en.pdf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5/A75_ACONF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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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47. 鉴于 GB.346/INS/14 号理事会文件概述的乌克兰事态发展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通过的关于从国际劳工组织权责的角度看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之决议，
理事会： 

(a) 注意到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 

(b) 重申最深切关注俄罗斯联邦在白俄罗斯政府的协助下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以及这种侵略
对乌克兰的三方成员——工人、雇主和民主选举的政府——以及对乌克兰以外的劳动世界造
成的影响； 

(c) 再次敦促俄罗斯联邦立即无条件停止侵略； 

(d) 敦促俄罗斯联邦履行其批准劳工组织各项公约所承担的各项义务，其中包括经修正的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特别是关于海员遣返和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规定，以及
《1960 年辐射防护公约》(第 115 号)，关于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电离辐射方面的规定； 

(e) 注意到暂停向俄罗斯联邦提供技术合作和技术援助，包括终止公私伙伴关系项目，并暂停
邀请俄罗斯联邦参加劳工组织所有酌情决定的会议，包括劳工组织都灵国际培训中心提供
的培训活动； 

(f) 衷心感谢劳工组织在中欧和东欧以及乌克兰的工作人员为支持乌克兰的三方成员所做的持
续努力，以及乌克兰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支持和志愿工作； 

(g) 继续表示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三方成员，并要求总干事继续对乌克兰三方成员的需要
作出回应，扩大劳工组织的资源筹措工作； 

(h) 注意到包括预算信息在内的详细备选方案，以及总干事就体面劳动技术支持工作队和东欧
和中亚国家局(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的临时搬迁作出的考量，并要求总干事继续
监测莫斯科体面劳动工作队/国家局的业务能力，以保障对该次区域所有国家的技术合作或
技术援助； 

(i) 要求总干事继续监测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并根据该决议向理事会第
349 届会议(2023 年 11 月)报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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