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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表巴厘进程人口贩运问题工作组 (简称工作组)，我们很高兴在此提交这份《打击供
应链中的剥削行为良好实践范例汇编》(简称《汇编》)。该汇编汇集了工作组成员的良

好实践举措，可对政府打击该地区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提供指导。它针对工作组在其

2019年年度会议上商定的工作重点提供了答案，并有助于推动政府和商业论坛的优先

事项，在“确认、行动、推进(简称AAA)建议”中对此予以阐明。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Forced labour, modern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2014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lang--en/index.htm.

供应链中的剥削可以有多种形式体现，包括人口贩运、奴役和严重的劳动剥削，如苦役、强迫劳动、债役和欺骗性

的劳动或服务招聘。不幸的是，这些做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有超过2400万人被

困于强迫劳动，其中1600万人在私营部门的供应链中1。没有一个国家例外，也没有一个行业或部门没有风险。

此外，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导致该地区人口贩运和剥削出现了新的和更大的风险。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正在加剧人口

贩运的驱动因素，包括失去工作和收入。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现还使得识别和支持受害者更为不易。

政府在打击剥削和采取行动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私营部门、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进行合作。然而，我们

无法单独打击这些罪行。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区域和国际应对措施，以解决剥削问题，并为那些面临风险的人提供

保护和支持。

本汇编是区域协作与合作的产物。它汇集了作为工作组成员的16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的知识和专长，目的是就打击

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的举措，促进其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共享，以激励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我们期待着继续与工作组和更广泛的巴厘进程成员合作，加强政府对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的反应，并努力实现一

个没有人成为这些罪行受害者的未来。

罗利安赛亚·索米拉特 先生 瓦妮莎·霍尔本 女士

联合主席 联合主席 
巴厘进程人口贩运问题工作小组  巴厘进程人口贩运问题工作小组  
外交部  澳大利亚边境部队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词汇

本汇编使用“剥削”一词来描述人口贩运、奴役、苦役、强迫劳动、债役和欺骗性招募。

缩略词语

Bali Process Bali Process on People Smuggling,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Related 
Transnational Crime

GABF Bali Proces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Forum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PEC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ur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SO Bali Process Regional Support Office

SDGs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ompendium Compendium of Good Practice Examples to Combat Exploitation in  
Supply Chains

TIP Protocol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UN United Nations

UNGP 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ODC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Working Group Bali Process Working Group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32 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良好实践范例汇编巴厘进程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lang--en/index.htm


目录

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 6

 “供应链”和“供应链透明度”是什么意思？ 7

问题的规模和范围 7

新的持续挑战 8

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是什么样子的？ 10

什么是剥削？ 11

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剥削问题 11

特定行业案例研究 12

在国际范围内定义剥削 15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的议定书 16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第29号)。 17

P029 –“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的2014年协定 17

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公约，家政工人公约，2011年 17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17

主要术语：定义和概念 19

剥削犯罪 20

工人保护 22

企业与人权 23

政府可以做什么？ 24

以身作则，鼓励最佳实践 25

新西兰：执业操守与可持续工作实践指南 25

政府的杠杆作用 28

美国：负责任的采购工具 28

加强法律和政策框架 30

澳大利亚：现代奴役法2018 30

泰国：反人口贩运法修正案 32

提高认识并进行能力建设 34

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的技术指导和能力建设 34

支持和保护工人 35

越南：招聘机构的行为准则 35

斯里兰卡：防止斯里兰卡人在国外遭受人口贩运的伤害 36

政府可以与谁合作？ 38

全面的伙伴关系 39

政府间合作 3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 40

政府和企业的伙伴关系 40

政府与国际和多边组织的合作 42

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 44

缅甸：2017–21年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行动计划 44

附录1：提示摘要 46

附录2：词汇表 47

附录3：主要资源 49

54 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良好实践范例汇编巴厘进程



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

在我们每天出售、购买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中，全球

有数百万人受到剥削。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在每个行业和部门

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服装和食品的生产、道路和建筑物等必要

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及包括清洁在内的服务行业。剥削在世界

所有地区的供应链中普遍存在，估计每年产生1500亿美元的

非法利润2。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says forced labour generates annual profits of US$150 billion” 20 May 2014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243201/lang--en/index.htm.

 “供应链”和“供应链透明度”是什么意思？

每个政府和企业都有供应链。这些供应链是由向政府或企业提供其运作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组成的。例如，一

家时装公司的供应链包括采摘棉花的工人、将棉花加工成布料的工人、将布料缝制成衣服的工人、将成品服装运

送到时装公司商店的卡车司机，以及这些商店的销售人员。同样，政府的建筑业供应链可能包括采购原材料的工

人、将原材料加工成建筑产品的工人、将货物从工厂运输到建筑工地的工人，以及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建筑工人。

通常情况下，供应链中的工人可能容易受到人口贩运和剥削。然而，许多政府和企业对其供应链知之甚少。这使我

们难以发现供应链中可能发生的人口贩运和剥削。通过采取措施，政府和企业可以了解他们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是

如何生产和交付的，从而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供应链。这样做会有助于使供应链更加透明，并意味着人口贩运和剥

削案件可以被识别。

问题的规模和范围

供应链中存在的剥削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全球有超过2400万名强迫劳动的受害 

者3。其中，估计有1600万人在全球供应链中受到剥削，包括建筑、纺织、农业和家务劳动等行业。

这些受害者中有50%是通过债役而受到剥削4。

480万名受害者受到强迫的性剥削，400万名受害者处于国家实施的

强迫劳动状态4。

妇女和女孩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在商业化性产业的受害者中占99%，

在其他行业占58%4。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强迫劳动。然而，这种现象在亚洲和太平洋地

区最为普遍5。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Forced labour, modern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2014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lang--en/index.htm.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nding forced labour by 2030: A review of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10 December 2018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publications/WCMS_653986/lang--en/index.htm.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Forced Labou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  
https://www.ilo.org/asia/areas/forced-labour/WCMS_63453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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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持续挑战

某些全球状况会使劳动力容易受到剥削。这些状况包括：

 • 冲突、大量移民流动、流离失所和治理不善等方面的地理风险

 • 受“逐底竞争”驱动的商业运作，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以及

 • 供应链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在全球努力解决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的过程中，这些情况仍然是持续的挑战。同时，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如全

球新冠病毒疾病大流行，需要紧急应对方式和创新解决方案。

地理风险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根源或驱动因素的影响，使人口更容易受到剥削。这些因素可能包括：

 • 流离失所，包括因为冲突或自然灾害

 • 贫困，包括因为失业或就业不足

 • 法治薄弱

 • 不平等和边缘化

 • 不完善的国际招聘做法，以及

 • 工作场所保护不力。

公司的做法–“逐底竞争”

通过参与“逐底竞争”来降低成本，企业和政府可以缩短生产和交货时间，从而助长对工人的剥削。在探索削减成

本的措施时，企业可能会忽视其决定将对人权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隐藏在供应链深处的最弱势工人的影响。

同样，在吸引外国投资的竞赛中，政府可能会减少对体面工作条件的监管和执行，以降低在该国经营的企业的劳动

成本。反之，政府可以与私营部门合作，推动“逐顶竞争”，以改善整个企业的工作场所做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政

府可以支持那些促进负责任和透明的供应链的商业采购行为，以及加强公共部门的采购程序来鼓励负责任的商业

行为。

提示：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增进了解

 • 重要的是，政府应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探索并鼓励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和提高供

应链透明度的机会，包括通过监管和非监管举措。

 • 政府也可以与自己的供应商合作，应对公共部门供应链中的剥削风险，包括为政

府供应商设定明确的期望。

供应链的复杂性

供应链具有全球性质，所以就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采购、生产、制造和分销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全球供应

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发展也更为迅速。这意味着，供应链可能极难识别和追踪。大多数商品在到达消

费者手中之前，都要经过生产者、制造商、分销者和零售商的漫长链条。正因为如此，剥削问题可能隐藏在供应链

的深处，难以识别和揭露。因此，企业和政府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助长了剥削。

新冠病毒疫情

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流行加剧了那些最容易受到这些做法影响的人的剥削风险，包括全球供应链上的工人。

风险的增加有各种推动因素，包括：

 • 丧失工作和收入

 • 对工作场所的权利认识不足

 • 要求过度加班以弥补产能缺口

 • 供应链短缺导致的需求增加，以及

 • 旅行限制，限制了工人安全返回本国的能力。

同时，对旅行和人际交往的限制，以及劳动力状况的变化，打乱了现有的风险评估程序和控制。这些因素结合在一

起，增加了全球供应链中工人容易受到剥削的风险。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都要继续监测并共同努力，以解决新冠

病毒疫情带来的更多剥削风险。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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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是 

什么样子的？
什么是剥削？

供应链中的剥削包括一系列严重的剥削行为，即利用胁迫、威胁或欺骗来剥削受害者，破坏或剥夺他们的自由。在

本“汇编”资料中，剥削不包括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或少付工人工资等做法，尽管这些做法是有害的，并可能存在

于某些剥削案例中。下面的方框说明了与体面的工作标准相比，剥削工人可能是什么样子。

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剥削问题

世界上许多剥削的受害者都是在全球供应链中受到剥削。剥削可能发生在供应链的每个阶段，包括：

 • 原材料的生产

 • 商品的制造和提炼

 • 服务的提供，如清洁和安保服务

 • 世界各地的货物运输或交付，以及

 • 处置、拆解或移除不再使用的货物。

剥削也可能发生在劳动周期的任何时候，包括招聘、就业期间的任何时候，甚至是离职时。尽管剥削在供应链中有

多种表现形式，但有一些核心特征可以表明剥削的风险较高：

 • 部门和行业风险：由于其特点、产品和工艺，某些部门和行业可能具有较高的剥削风险。例如，全球公认的高风

险行业包括采掘业、纺织品和时装业、渔业、电子产品行业、清洁业和农业。

 • 产品和服务风险：某些产品和服务可能因其生产、提供或使用方式而具有较高的剥削风险。

 • 地理风险：一些国家由于治理不善、法治薄弱、冲突、腐败、流离失所、国家未能保护人权、大量移民流动和社会

经济因素 (如贫困或普遍歧视)，可能具有较高的剥削风险。

 • 商业风险：某一实体的供应链模式的性质可能造成较高的剥削风险。例如，广泛依赖分包和使用劳工招聘机

构，会增加人口贩运和剥削的风险。

剥削工人的形式

 • 因为胁迫、威胁或欺骗或

债务，劳动者不能拒绝或停

止工作

 • 劳动者被剥夺了个人自由

危险或不符合标准的 

工作条件

 • 劳动者可以拒绝或停止工

作，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损

害的发生

 • 劳动者没有得到公平的报

酬，也没有得到部分或全部

的应得利益

 • 劳动者被要求工作时间

过长

 • 工作场所不安全

体面的工作

 • 劳动者的权利得到尊重

 • 劳动者有拒绝或停止工作

的自由

 • 劳动者得到公平的报酬 

(至少是最低工资)

 • 工作场所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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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业案例研究

全球供应链中每天都在发生剥削行为，以下提供了针对具体行业的假设性案例研究，并强调了识别和应对这些行

为的一些困难。这些案例研究中的行业通常被认为是剥削 (包括强迫劳动) 的高风险部门。

电子行业 – 案例研究

电子行业的供应链特别复杂，往往涉及多层次的海外分包，以生产和制造电子产

品。这可能使企业难以了解其整个供应链，并增加剥削的风险，包括强迫劳动。此

外，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三方劳工招聘机构，会增加工人遭受剥削的可能性。 

举例：某跨国公司与一家大型电子公司Everyday Electronics签订了一份新合约，

为其全球所有办事处提供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Everyday Electronics 将
生产分包给位于第三国的一家叫做ElectroStack的公司。在这个第三国，一个当

地非政府组织发现，ElectroStack公司的工人被第三方招聘公司从其他国家引诱过来，这些公司承诺给他

们高薪、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机会。工人们都向招聘者支付了大笔费用，以确保他们可以前往东道国并在 

ElectroStack公司就业。他们被告知，招聘人员将在他们到达时安排工作签证和住房。然而，当工人到达

时，他们的护照被没收，被迫与其他十几名工人共用小房间，生活条件相当恶劣。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

签证，并被告知，如果他们试图离开，ElectroStack将以非法移民罪向警方报告。

航运业 – 案例研究

航运部门在打击剥削行为时面临着特有的挑战。海员由于长期在物理和地理上

与世隔绝，并经常到外国去，因此特别容易遭受剥削的风险。航运业的监管和执

法机制往往很薄弱。此外，对报告的恐惧，或缺乏对现有报告机制的认识，意味

着需要帮助的海员的真实人数要比数据显示的高得多。在某一国水域内作业的

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具有最大的风险，因为东道国对船上的状况往往不进行调

查。

举例：Simple船运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海运集装箱公司，为一些大公司提供海运服务。在接到匿名举报

后，Simple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被扣留在一个港口。当调查人员登上这艘船时，船员们报告说不得不喝海

水，因为船上没有饮用水。他们还报告说，他们被迫吃不能吃的食物。在过去的12个月里，没有一个船员得

到工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这艘船，甚至在停靠时也不能离开，而且当初为了获得这份工作还支

付了大笔费用。

建筑行业 – 案例研究

建筑业的供应链既漫长又有很多层次，并且分包比例很高，从而可能导致对供应

商和分包商的招聘和就业行为缺乏可见度和控制。建筑中使用的许多材料的生产

也可能涉及重大的剥削风险，包括砖、石料、混凝土和再生钢。建筑项目的很大一

部分劳动力可能来自低技能的移民工人，他们容易受到剥削。

举例：Construction Corps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专门从事公路和铁路桥梁的建

设。该建筑公司的桥梁制造规范要求在非现场预制钢和混凝土构件。这个公司的这些预制构件的供应链

包括沿海地区的海外拆船厂。但公司不知道的是，这些拆船厂正在使用强迫劳动来拆解回收废钢，然后回

收用于炼钢。当这些做法引起这个建筑公司的注意时，调查显示，该公司无法确定哪些桥梁构件是通过强

迫劳动所生产的。

提示：解决可能助长剥削的问题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解决业务和供应链中可能造成或促成剥削的问题，包括:

 • 向工人收取招聘费

 • 将工人的住宿与他们的就业状况挂钩

 • 没收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

 • 强加无法做到的交货时间和采购方式，以及

 • 少付工资，包括非法扣减工资。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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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良好实践范例汇编

纺织业 – 案例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与原材料的生产和这些材料的后续加工有关的风险，纺织

业被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剥削行业。因为分包广泛存在，并且有时未经授权，纺

织品供应链的能见度有限，这可能使人们难以识别犯罪行为。自由行走基金会

的“2018年全球奴役指数报告”估计，G20国家进口了价值超过1270亿澳元的服

装，其中许多服装有可能是用强迫劳动生产的。

举例：Umbrella制服公司是一家服装公司，为一些大型企业包括快餐连锁店

和零售商提供制服。Umbrella制服公司聘请了多间海外分包商来生产其制服。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

本，Umbrella制服公司定期更换分包商，并经常使用短期合同来完成大批量订单。调查显示，Umbrella制

服公司的一个分包商在强迫劳动现象严重的工厂生产制服。然后，这些制服被供应商贴上虚假标识， 

假装是在不同国家制造的。

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律框架以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方

面，各国政府处于独特的地位。一些国际法律和标准可以指

导各国政府制定这些框架，以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

在国际范围内定义剥削

提示：考虑你如何能从第三方的专业知识中获益

 • 政府可以反思在哪些方面可以利用专题知识，以改善其对剥削问题的整体反应，

包括与行业机构、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国际组织、非政府专家组织和工会协作。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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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的议定书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的议定书(简称TIP议定书)是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6 的补充。在各国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打击贩运人口犯罪方面，包括全球供应链中的贩运人

口犯罪，TIP议定书可提供重要的指导。

主要义务

TIP议定书共有20条。各国的主要义务包括：

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贩运人口定为

刑事犯罪，并确保刑事责任延伸至：

 • 企图实施贩运人口罪行

 • 作为共犯参与贩运人口犯罪，以及

 • 组织或指使他人实施贩运人口犯

罪。

将与贩运人口有关的剥削形式定为犯

罪，包括：

 • 债役

 • 强迫劳动

 • 性剥削，以及

 • 未经同意摘取器官。

解决推动人口贩运犯罪的剥削需求 

和增加人口贩运犯罪脆弱性的驱动 

因素。

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利益 

相关方合作，制定政策、方案和其他适

当措施，打击和预防人口贩运。

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保护，包括通过以下方式：

 • 保护他们的身份、隐私和国际公认的人权

 • 提供人身保护，防止再次受害，并提供必要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康复措施

 • 采取措施，为受害者提供获得损害赔偿的可能性，以及

 • 在适当考虑到受害者安全的情况下，为其遣返提供便利。

6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15 November 2000.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第29号)。

1930年“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第29号)(强迫劳动公约) 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八项基本公约之一7。“强迫劳动公约”

为各国加强打击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提供了重要指导。

主要义务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禁止使用

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确保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有效

并得到严格执行。

将强迫或强制劳动  
作为刑事犯罪进行处罚。

P029 –“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的2014年协定

该协定要求成员国向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提供保护以及有效的补救措施，包括赔偿。它还要求各国制定一项国家政

策和行动计划，以有效和持续地制止强迫或强制劳动。关于私营部门的作用和要求其解决业务中的强迫劳动的问

题，与之相邻的第203号建议里面包括了补充措施。

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公约，家政工人公约，2011年

 “家政工人公约”规定了家政工人的劳动标准，于2013年月生效。该公约规定，工人应享有每日和每周的休息时间，

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并可选择居住地和休假时间。该公约还指出，批准国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暴力，并应执行最

低年龄，与其他类型就业的最低年龄一致。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简称UNGPs)8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1年批准的一项全球标准。联合国工商业与

人权指导原则由31条原则组成，旨在支持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偿”框架的实施。UNGPs为国家和企业提供了关

于如何有效形成企业良好做法和建立企业责任的重要指导。将“UNGPs”有效地纳入商业实践，有助于创造一个

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环境。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No. 29)” 28 June 1930.

8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1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1716 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良好实践范例汇编巴厘进程



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良好实践范例汇编

主要标准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各国规定了明确的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认识到根据国际法，各国维护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现有义务，包括：

 • 防止企业侵犯人权

 • 采取适当措施，通过有效的政策、立法、法规和裁决，防止、调查、惩处和纠正侵

犯人权行为

 • 设定企业尊重人权的明确预期

 • 执行要求企业尊重人权的法律

 • 向企业提供关于如何尊重人权的指导，并鼓励他们交流如何处理其人权影响，

以及

 • 对企业活动进行必要和适当的监督，以确保人权得到尊重。

为与企业有关的侵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获得补救的机会，包括:

 • 采取适当步骤，确保在发生侵犯人权行为时，受影响者能够获得有效补救

 • 确保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内司法和非司法申诉机制的有效性

 • 确保寻求补救者在法律、实践和其他商业方面遇到最小障碍，以及

 • 确保非司法申诉机制是合法的、可利用的、可预测的、公平的、透明的、与权利

兼容的，并且是不断学习的来源。

企业在“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也有义务，包括：

 • 开展企业责任活动，尊重人权并遵守适用法律

 • 通过一个全面的、公开的和可获得的政策声明，来表达他们对尊重人权的承诺

 • 处理和评估他们所涉及的任何负面人权影响，并将这些影响评估的任何结果适

当地纳入内部职能和程序，以及

 • 开展持续的人权尽职调查，以识别、预防、减轻和说明他们如何处理其负面人权

影响。

主要术语：定义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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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犯罪

贩运人口

贩运人口是指以欺骗、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以达到剥削该人员的目的。贩

运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TIP议定书第3(a)条规定了贩运人口罪的如下三个关键要素：

                贩运人口

手段

威胁使用武力

胁迫

欺骗

绑架

诈骗

滥用权力

滥用弱势地位

给与或接受付款或利益

目的

剥削，包括：

‐	 对他人卖淫行为的剥削

‐	 其它形式的性剥削

‐	 强迫劳动或服务

‐	 奴役或类似于奴役的做法

‐	 劳役

‐	 摘取器官

行动

招聘

交通运输

转移

窝藏

对人口的接收

+

+

=

奴役

联合国1962年的“禁奴公约”将奴役定义为一个人的地位或状况，对其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所有权力。这包

括因受害者的债务或合同而产生所有权的情况。

奴役可能包括以下情况，某人：

 • 购买或出售另一个人

 • 以基本不受限制的方式使用一个人或其劳动

 • 控制一个人的行动，或

 • 使一个人在报酬很低或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工作。

劳役

一个人要么不能自由地停止工作，要么离开工作场所，其个人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

欺骗性地招募劳动力或服务

在个人将从事的工作类型、停留时间、生活或工作条件或收入多少方面对其进行欺骗。

债务束缚

一个人通过工作来偿还真实的或想象中的过多的债务，而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还清。通常情况下，个人几乎无法控制

他们必须工作多长时间或需要做什么类型的工作来偿还债务。

强迫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对强迫劳动的定义是：在惩罚的威胁下，从任何人身上榨取的所有

工作或服务，而这些人并不是自愿的。

这个定义由三个要素组成: 

1. 工作或服务是指发生在任何活动、产业或行业的所有类型的工作，包括在非正规经济中。

2. 任何惩罚的威胁指的是用于强迫某人工作的各种惩罚措施。

3. 非自愿性是指工人没有在自由和知情状况下同意接受工作，并且缺乏在任何时候离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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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保护

公平招聘并符合职业操守

符合职业操守的招聘是指公平、透明、择优录用工人的过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平招聘的一般原则和操作指南”

提倡，招聘应以尊重、保护和实现国际公认的人权的方式进行。

人权与商业协会的“达卡尊严移民原则”是一套基于人权的原则，旨在加强对移民工人权利的尊重，从招聘开始并

贯穿整个就业期。

以下是10项达卡原则的重点：

提供获得补救的机会

尊重更换工作的自由，保证安全返回

9

10

所有移民工人的合同都是明确和透明的2

政策和程序具有包容性3

不扣留移民工人的护照或身份文件4

定期、直接和及时地支付工资5

工人的代表权得到尊重6

工作条件是安全和体面的7

生活条件是安全和体面的8

不向移民工人收取任何费用1

核心原则A：平等待遇，不受歧视 

核心原则B：所有工人享有就业法的保护

企业与人权

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一词是指进行工作的持续责任，旨在识别、预防、减轻和说明侵犯人权行为。这些工作过程应包括评估

实际和潜在的人权影响，对调查结果予以整合并采取行动，跟踪反应，并沟通如何解决影响。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GPs)建议各国酌情采取额外措施，要求国家机构和接受其支持和业务的工商

企业在人权方面尽职尽责。这类行动将有助于保护由国家拥有或控制的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或从国家机构获得

大量支持和服务的企业不侵犯人权。

申诉机制 

申诉机制和补救措施是“UNGPs”中的关键概念，也是有效打击供应链中剥削犯罪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诉机制

是指受到某些商业活动和业务负面影响的个人、工人或社区可以使用的正式、法律或非法律投诉程序。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一个组织如果发现自己造成了或促成了负面人权影响，就必须提供或配合对

该影响进行补救。补救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采取措施确保伤害不再发生，正式道歉，赔偿，或停止某些活动。

雇主支付原则

雇主支付原则要求任何工人都不应该为一份工作付费；招聘的费用不应该由工人承担，而应该由雇主承担。与招

聘、旅行和处理移民工人相关的成本和费用应该由雇主承担，包括从他们的家乡到工作场所，以及工人返回时的相

关费用，如果搬迁不是永久性的。

采用雇主支付原则与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一致，是实现联合国关于人人享有体面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7的重要一步。这种方法将保护移民工人，并应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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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供应链中剥削行为，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其应对能

力。这些方法包括： 

• 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公共部门采购鼓励最佳实践

• 利用政府作为主要采购商的市场杠杆作用，推动积极的变革

• 加强法律和政策框架，以及

• 开展活动，提高认识，加强能力建设

政府可以做什么？ 以身作则，鼓励最佳实践

各国政府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以身作则，打击本国采购中的剥削风险，为良好的实践设定明确标准。在全球范围

内，对这种积极行动，各国政府的承诺日益增多。政府对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行为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措施，可以成

为企业和民间团体良好实践的范例。作为大量商品和服务的采购者，我们鼓励政府关注其采购和投资的供应链中

的贩运和剥削问题。政府可以采取措施，确定其供应链中可能存在贩运和剥削高风险的领域。有效识别这些高风

险领域，可以让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评估并处理这些风险。

新西兰：执业操守与可持续工作实践指南

新西兰政府已经开发出一整套资源，以影响企业和政府，通过执业操守和使用可持续的工作实践来实现对

工人的公平待遇。这些资源所针对的是雇主、采购方、特许经营商及招聘者，其重点是就业标准以及劳工

和人权方面的风险。这些资源也涉及新西兰实施的更广泛的新效果采购规则“改善新西兰工人的工作条

件”，该规则提高了对企业的期望，要求其改善高风险行业工人条件。

资源包括：

就业标准检查表

一个可编辑的核对表，雇主可以按

照它来评估合规性。

就业标准指南

与核对表配套的指南，包括与就业

标准立法相关的解释。

有用的步骤

采购方可以采取的初步措施，依此

识别和尽量减少供应链中的劳工

权利风险。

采购流程

可在采购过程中实施的步骤，以帮

助确保供应链符合就业标准。

各种风险因素列表

有助于识别不合规情况的各种风

险因素。

缓解措施清单

在进行风险评估后考虑的缓解措

施。

特许经营商指南

特许经营商可采用的一些工具， 

帮助其在特许经营合同的整个有

效期内，监测和管理就业合规方面

的风险 

招聘者的考虑

在将候选人安排到另一个组织之

前，招聘者和就业经纪人应提出的

尽职调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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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通过以下方式开发这些资源：

研究现有的国际和本地指南。

就其现有的程序和部门风险，与高风险企业进行接触。

从政府机构实施采购流程的做法中得到启示。

向具有最佳实践的组织进行咨询。

与采购、人权和劳工权利以及鉴证方面的专家进行讨论。

目的

新西兰政府开发这些资源的目的是：

 • 帮助用户了解并应用与工人待遇有关的职业操守和可持续工作实践

 • 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公平对待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的认识，以及

 • 概述公司可以采取的方法，以确保其组织和供应链公平对待工人。

通过有效的执行，这些资源将对全世界工人的健康、安全、生产力和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

展望未来

在采购清洁服务时，新西兰的政府机构利用了最近发布的资源。政府正在通过对资源的领会以及与行业和

政府机构的接触，了解指南的实际应用情况。这些资源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可供各机构组织应采取行动，负

责解决其自身组织及供应链中劳工剥削问题。了解这些资源，请浏览网站  
https://www.employment.govt.nz/workplace-policies/ethical-sustainable-work-practices/.

商业、创新和就业部正在继续支持行业领袖和政府机构实施这些资源，并正在为公司董事和投资者制定额

外的指导。

提示：就执行方式进行合作

 • 政府可以利用其他组织的专业知识，保护工人免受剥削，并对剥削案件作出回

应。

 • 政府可以咨询专业的国际组织、有声望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一线官员，以制定

全面和有力的对策，应对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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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杠杆作用

政府拥有巨大的杠杆作用，可以利用其采购活动推动供应商作出积极的改变，以确保全球供应链中的工人能够获

得体面的工作，免受剥削。鉴于公共部门采购的规模和范围，政府在向各级政府、企业和更广泛的社区推动良好做

法的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

协作

RST平台是在与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伙伴的密切协作下建立的。美国政府主要与供应链管理非政

府组织“维泰”(Verite)合作，此外还与“自由世界制造”(Made in a Free World)和“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合作。在制定RST平台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及维泰向人口贩运的幸存者以及其他私营部门和民间 

团体利益相关者均征求了意见。

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美国政府提供了资助，并与维泰密切合作制定RST平台，为公司、联邦承包商、 

联邦采购和承包专业人员、倡导者、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寻求解决其供应链中的人口贩运问题的机构 

提供资源。

展望未来

RST平台正在继续发展和扩大，以涵盖与政府和私营部门供应链相关的新行业。目前正在开发一套新的工

具，以满足多样化的私营保安部门的需求。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开发一个培训网络研讨会，以协助这些新工具

的营销和分发。

已经证明，RST平台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源。数据分析显示，网站的使用率在稳步增长，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

新用户和老用户。为了使在线平台能够反映准确的数据并保持更新，美国国务院需要持续的财政资源和主题

专家的支持。要访问RST，请前往https://www.responsiblesourcingtool.org/ 

美国：负责任的采购工具

美国的“负责任采购工具(RST)”是一个在线平台，包括各种资源，可帮助联邦政府承包商、采购官员和企业

识别、预防和解决供应链中的人口贩运风险。美国人口贩运办公室认识到，私营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正在

寻求帮助，以识别、预防和解决其全球供应链中的人口贩运问题。开发RST平台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些资源

能够惠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采购，并为其提供信息。

 “负责任采购工具”的主要特点

RST平台包括对面临人口贩运风险的11个关键部门和43种商品的深入检查，还包括针对海产品和食品饮料

部门的10个综合风险管理工具及定制工具。自2016年推出以来，该平台每年都会进行更新，包括增加新的特

定行业工具。

RST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易于访问的、集中的信息来源。通过鼓励对该平台的使用，美国政府的

目的在于支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改善筛选和评估，并加强全球供应链内的合规管理。

通过RST平台，可在线获得以下工具：

行为准则样本。 供应商协议样本。

关于如何进行移民工人 

访谈的工具。

供应商和分包商自我评估

样本。

筛选和评估劳工招聘人员

的工具。

美国联邦采购条例的 

合规计划样本：打击人口 

贩运。

提示：考虑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提高能力

 •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与政府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供应商建立具有支持性、透明性

和协作性的关系，包括鼓励供应商对剥削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态度。

 • 向供应商清楚地传达期望，包括确保在合同和其他相关的资格预审机制中具体处

理剥削问题。

 • 制定供应商参与战略，以帮助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重点关注高风险供

应商。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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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律和政策框架

政府也可以通过立法举措来推动有意义的变革。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为有力和有效地应对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提供

了基础。政府可以采取的加强立法框架的关键行动包括：

 • 保持强有力的刑事司法框架和惩罚制度，以打击人口贩运和剥削行为。

 • 确保法律和政策框架能够保护和支持受害者或容易遭受贩运和剥削的人。

 • 考虑新的立法，如供应链透明度或人权尽职调查法，以增加企业的责任和透明度。

广泛的覆盖面

该法案适用于3,000多个商业和

慈善实体。这包括外国和澳大利

亚实体。

高级管理层批准

声明必须由公司的主要管理机构

批准，并由授权的代表签署。

指导和支持

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现代奴役

企业参与团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

向报告实体提供支持和建议。

公开问责

未能遵守该法律的实体可由相关

部长公开点名。

提高认知度

自2019年1月以来，该团队参加了澳大利亚各地和海外的150多个活动，目的是提高认识。2019年6月，澳大

利亚政府为来自18个国家的400名代表举办了全国现代奴役会议。会议汇集了各方专家，讨论该法律对报告

方面的要求以及政府和企业如何合作解决现代奴役问题。

该团队还与澳大利亚政府各部门密切合作，提高对现代奴役的认识，并在政府官员中建立起应对现代奴役

风险的能力。2020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第一份联邦现代奴役声明，概述了其在公共采购中应对现代

奴役风险所做出的努力。

展望未来

该法律规定对其有效性进行三年的审查。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供应链透明度打击现代奴役现象的努

力仍处于早期阶段，并确保该法律的有效性可以根据未来的发展进行评估。澳大利亚政府将在2022年开始

这项为期三年的审查。

澳大利亚：现代奴役法2018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通过“2018年现代奴役法(联邦)(简称“法律”)打击全球供应链中的现代奴役行为。该法

律要求在澳大利亚市场经营的3,000多家大型企业发布年度现代奴役声明，详细说明其评估和处理现代奴役

风险的行动。该法律为企业在现代奴役方面的行动制定了明确的标准，目的在于通过向企业提出要求，推动

企业对其运营和供应链的管理方式负责，从而产生变革。作为世界首创，该法案也适用于澳大利亚联邦，要

求每年发布联邦现代奴役声明，其标准与企业现代奴役的声明相同。

该法律的制定

通过与社区的合作，经历了10个月的广泛的磋商过程，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该法律。这些磋商包括一份详细

的讨论文件，利益相关者提交的99份书面材料，以及与170多名企业和民间社会专家举行的16次磋商圆桌会

议。澳大利亚正在与企业和民间团体合作，通过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现代奴役企业参与团队”(简称团队)

实施该法案。该部门还与商业和民间社会专家合作，为那些提供报告的实体制定关于如何遵守该法律的指

导。

该法律的主要特点

明确的报告门槛

所有在澳大利亚经营、年综合

收入超过1亿澳元的实体必须

遵守。

集中公布

报表提交给政府，以便在网上登

记公布。

强制性报告标准

所有报表必须符合相同的强制性

报告标准。

适用于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也被要求编制年

度现代奴役报表。

提示：鼓励培训和提高意识

 • 政府官员可以在其机构内提高对剥削问题的认识，促进积极的实践方式，包括尽

职调查。

 • 推广内部和外部培训材料，增加工作人员的知识基础，这很重要。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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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反人口贩运法修正案

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努力修订其“反人口贩运法”，以将强迫劳动作为第6/1条下的一项独立罪行定罪。

该修正案目的在于使强迫劳动的受害者能够像其他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一样获得法律支持。通过这些修正

案，泰国旨在鼓励受害者与执法当局合作，促进对犯罪者的有效起诉。通过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打击违法行

为，泰国的目的在于防止剥削情况进一步恶化为胁迫性劳动。

该修正案的目的

修订后的条款将作为一个实用工具，帮助起诉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罪。修正案将确保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应

根据新规定得到平等的保护和支持。根据新的修正案，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将以与人口贩运受害者相同的方

式获得法律支持。这包括赔偿以及免于起诉因其受害而引起的或与之直接相关的罪行。泰国政府正在努力确

保劳动剥削的受害者，无论是正规移民还是非正规移民，都应根据修正后的规定得到同样的保护和支持。

为什么要修改立法？

强迫劳动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需要强有力的刑事司法应对。目前在泰国，没有任何法律专门惩罚非人口

贩运导致的强迫劳动。与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相比，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贩运的发现率和起诉率也

较低。泰国政府希望通过修订“反人口贩运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展望未来

能力建设

制定明确的政策，并对私营招聘和就业机构进行能力建设，认识到这些机构

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指导和支持

制定明确的指导意见，提供相关培训，以补充修正案的内容。将制定和发放

强迫劳动的指标清单，以协助一线人员评估和识别强迫劳动的受害者，使他

们能够被介绍给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的组织。

检查

提升劳动监察的重要作用，努力查明与强迫劳动行为有关的违反劳动法的

行为。

加强合作

加强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将劳动执法和刑事执法结合起来，调查强迫

劳动犯罪。

培训

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探索机会，促进对一线官员进行有关预防强迫劳动和执

法的培训。这种培训将提供给执法人员、劳动监察人员、工会和民间社会组

织。

提示：在立法中纳入对受害者的支持

 • 政府可以考虑如何在立法中纳入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支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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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并进行能力建设

应对供应链中的剥削风险，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政府可以提高政府官员、私营部门和广大社区对人口贩运

和剥削风险和标志的认识。政府还可以使企业有能力更好地识别和应对剥削问题，包括提高对潜在补救途径的认

识。鼓励各国政府酌情与最高行业机构和专业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合作。

支持和保护工人

保护工人免受剥削是每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GPs)明确指出，如果组织发现自己

造成或促成了负面的人权影响，就必须为这种影响提供补救措施，或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的技术指导和能力建设

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加强地区政府在防止人口贩运方面的作用，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指导并制定能力建设

方案，以更好地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案件。

目的

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官员对人口贩运危险的认识，并提高他们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能力。该计划

特别针对移民原籍省份负责社会服务和劳工服务的政府机构。

该计划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机会，使其全面了解关键考虑因素，以更好地支持在国外成为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印

度尼西亚公民。这包括印尼海外使团提供的保护信息，以及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过程。

更好地教育当地执法部门，了解人口贩运的风险和识别方法，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者。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

能力建设，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通过康复、遣返和涉及相关国家的联合预防努力，来更好地支持受害者。

经验教训

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认，在该国的一些地区，由于专门用于管理人口贩运案件的财政资源和人员编制有限，应

对人口贩运案件可能很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鼓励国家工作队识别提高地区政府能力的手段，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和

预算方面。同时，外交部将优化利用国际合作，协助地区政府解决这一问题。

展望未来

在为地区政府官员设计能力建设计划时，印度尼西亚正在开发指导活动的标准教程模块。这些模块将对现

有的指导进行补充。印度尼西亚政府还希望在实施技术指导方面进一步发展与政府各相关机构的合作。

越南：招聘机构的行为准则

越南已经为向海外派遣工人就业的越南招聘机构制定了“行为守则”。该“行为守则”于2010年首次制

定，因为认识到在招聘行为中存在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风险。它规定了越南招聘机构应遵守的基本原

则。2018年，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对“行为守则”进行了修订。

目的

促成这一倡议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

 • 招聘工作中存在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风险

 • 缺乏全面的操作原则来指导招聘工作，促进问责制并及时保护移民工人

 • 越南对相关国际公约的承诺

 • 性别不平等和缺乏对女性的授权，以及

 • 需要提高招聘机构的效率

虽然“行为守则”是自愿采纳，但它属于企业的一个重要工具，可支持加强法律合规性，改善企业管理，并防

止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修订后的“行为守则”包括监测工具，目的在于提高招聘机构排名的透明度，并解

决移民工人，特别是家庭工人经常面临的挑战。

该倡议的影响

由于招聘机构采用了“行为守则”，其工作人员和移民工人对移民工人所面临问题的总体认识和知识都有

所提高。根据这一倡议，为准备出国的工人提供必要的出国前培训，并了解有关合同和工人权利的信息。自

2010年引入“行为守则”以来，该守则的接受程度也大幅提高。2013年，有20家招聘机构登记采纳“行为守

则”，而2018年有104家招聘机构。

展望未来

越南正在努力加强对“行为守则”应用的监测和评估，2020年底前对125家招聘机构进行评估。越南还将 

继续为所有招聘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重点关注新的国家法规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并鼓励进一步 

采纳“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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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防止斯里兰卡人在国外遭受人口贩运的伤害

斯里兰卡政府认识到，贩运人口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犯罪之一。斯里兰卡政府发现，许多斯里兰卡人在国

外申请接受高等教育和兼职工作机会。许多人沦为海外工厂或公司强迫劳动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东欧。越来

越多的犯罪集团利用社交媒体广告来锁定斯里兰卡人，并招募他们工作。这些辛迪加往往向每人收取20万

至150万斯里兰卡卢比的招聘费。许多人成为这些招聘者的受害者，然后被贩运到国外，被迫工作，报酬很少

或没有报酬。

防止贩运和劳动剥削

斯里兰卡刑事调查部制定了新的举措，以防止斯里兰卡人成为海外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根据这项新举措，斯

里兰卡国外就业局(SLBFE)正在与旅行社合作，阻断和防止斯里兰卡人成为外国人口贩运和劳动剥削的受害

者。

根据这项新举措，SLBFE和旅行社正在合作登记来自外国的工作订单，并确保申请人和旅行社都签署了就

业协议。如果一个人没有通过SLBFE登记而被招募，相关旅行社将根据“刑法”被指控，并被认为违反斯里

兰卡“外国就业局法”。这一举措旨在规范劳动力迁移，防止供应链中的强迫和廉价劳动力，并阻断在海外工

作的斯里兰卡人受到伤害。

挑战

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确定了其预防和打击工作中的一些挑战。  

下表概述了其中的一些挑战：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招聘

雇佣劳工的招聘往往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而招聘者大多在斯

里兰卡境外。这使得斯里兰卡当局的预防和阻断工作特别具有挑战

性。

对移民当局的恐惧

由于担心自己的移民手段和身份，人口贩运受害者往往不愿意向当

局报告他们的情况。

缺少文件

金融交易很少被记录下来，使当局难以证明交易的发生。

展望未来

斯里兰卡政府正在努力教育公众，提高对人口贩运指标的认识，以努力防止更多的人陷入强迫劳动的境地。

政府还注重加强调查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以应对人口贩运和相关劳动剥削的案件。

提示：让当地社区参与进来

 • 政府可以提高社区的认识和能力建设，以更好地识别贩运和剥削的标记。

 •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网络，政府可以让当地社区成员和团体参与进来，使政府更好

地收集信息，并支持工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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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与谁合作？ 全面的伙伴关系

对于打击任何剥削现象，协作是综合行动的关键。在打击供应链中的剥削方面，我们都可以发挥作用。

企业可以尊重人权，补救伤害，利用它们的影响力来影响和促成积极的变化。

工人可以提高对其权利的认识和理解，包括通过加入或组建工会。

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推广最佳实践，提高意识，让企业和政府参与进来，分享专业知

识，加强问责制。

国际和区域组织可以制定标准并推动协调行动。

政府间合作

各国政府可以合作，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应对措施，以应对人口贩运和剥削。政府间的协作可以使国际社会采取更

加和谐的方式来打击这些犯罪行为。

 “指导政府行动以打击全球供应链中的人口贩运的原则”(简称原则)9是政府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些原则由澳大利

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政府于2018年制定，为政府利用其影响力解决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提供指导。这

些原则提供了一个框架，所有国家都可以据此制定战略，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供应链中采取有效行动。

下表概述了四个关键原则：

指导政府打击全球供应链中人口贩运行动的原则

原则1 各国政府应采取措施，在政府采购行为中预防和解决人口贩运问题。

原则2 政府应鼓励私营部门在其供应链中预防和解决人口贩运问题。

原则3 各国政府应推进负责任的招聘政策和做法。

原则4 各国政府应努力实现协调统一。

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tate,	Principles	To	Guide	Government	Actio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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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的伙伴关系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对于国家全面应对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至关重要。通过与企业合作，政府可以获得特定主题的

专业知识，接触更广泛的受众，并向企业部门学习。

巴厘进程政府和商业论坛 – 案例研究

巴厘进程政府和商业论坛(GABF)将各国政要和高级商业领袖聚集在一起，考虑如何防止和打击人口贩运、

强迫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剥削。

在2018年8月，“承认、行动、推进(AAA)建议”得到了GABF的认可。

 • 承认：鼓励企业和政府了解与这些跨国犯罪相关的挑战。

 • 采取行动：鼓励政府加强政策和立法框架，并鼓励企业推行有道德的商业行为

 • 推进：包括制定一个治理框架，以确保GABF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这些建议概述了加强和实施政策和法律框架的行动，并推进长期努力，以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推进有道

德的招聘行为，以及改善工人保护及补救措施。这是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为处理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相关

剥削问题而达成的第一个重要政策文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旨在应对供应链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贩运。

根据“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阿联酋制定了一项“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政策”，并为其国有的跨国

公司“迪拜港口世界”采用了一项职业操守准则。阿联酋还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人权工作小组，以制定一套

人权框架和尽职调查过程和程序。

战略的制定

阿联酋政府致力于支持高标准的商业诚信，确保遵守当地法律和国际框架。起草“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

来”战略是为了遵守“英国现代奴役法2015”和“阿联酋2006年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第51号联邦法律”。在

制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时，阿联酋进行了利益相关者磋商，开始了尽职调查行动并审查了其内

部运作。阿联酋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将第三方承包商和其他各方对迪拜港口世界港口的使用确定为潜在人口

贩运的最高风险领域。

迪拜港口世界

制定阿联酋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是因为迪拜港口世界被确定为全球供应链管理的世界领导

者。迪拜港口世界经营着50多家相关企业，在40个国家雇用了56,000多名员工。

阿联酋认识到，由于迪拜港口世界的规模和全球影响力，它可以在改善工人生活、加强其社区和改善环境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其业务和供应链中解决奴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问题。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的主要特点：

公司标准规定，员工有义务报告可

疑和已知的现代奴役事件。

招聘政策规定不得使用童工，禁止

扣留工人的身份证件。

供应商对现代奴役进行自我评估，

并将供应商行为准则作为其供应

商筛选过程的一部分。

对政策遵守情况进行内部和桌面

审计，由管理层监督，并与承包商

分享信息。

建立一个保密的外部管理的举报

热线，以报告侵犯人权的行为。

建立一个工作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

题，并进行在线培训以提高现代奴

役的意识。

展望未来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的下一步行动包括根据监测和评估机制进行分析，开发该机制的目的是监

测整个“迪拜港口世界”的关键绩效指标。这将确保与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有关的政策和程序得到最大程度

的执行。

提示：与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伙伴关系 

 • 鼓励政府与企业、民间社会专家团体、当地社区团体、多方利益相关者机构和行业

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提高对供应链中剥削风险的理解。

 • 政府可以利用这些伙伴关系，加强其政府应对风险的方法。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战略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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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国际和多边组织的合作

国际组织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决定其应对剥削的做法。与国际组织合作，除了增加可信

度和进行必要的审查外，还可以加强政府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应。以下是一些案例研究，强调了政府与国际组织合

作的好处。

国际移民组织(IOM)的CREST项目 – 案例研究

国际移民组织的“消除奴役和人口贩运的企业责任(CREST)”计划是劳工供应链中的参与者之间的区域

伙伴关系，以维护移民工人在其业务和供应链中的人权和劳动权利。

CREST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伙伴关系，促进移民工人获得更多符合职业操守标准的招聘渠道和服务，停

止向移民求职者收取费用，以及广泛的就业实践，保证工人的雇用条款、条件和补救措施的透明性。

通过CREST计划，国际移民组织正在与政府、企业和行业合作开展一系列的项目，包括：

 • 政策和准则 

 – 协助制定有关移民工人和道德招聘的统一方法。

 • 劳工供应链图谱

 – 对各个移民路线进行评估和研究，以提高劳动力招聘过程的可见度和监督力度。

 • 能力建设

 – 为品牌商、雇主和招聘人员提供培训计划，以应对商业和人权风险。

 • 符合职业操守的招聘和尽职调查 

 – 为公司、雇主和招聘人员提供工具包，以执行符合职业操守招聘的尽职调查程序。

 • 移民迁徙者支持服务 

 – 为移民工人提供指导材料，使他们在移民的各个阶段都能获得透明和相关的信息。

 • 补救和申诉机制

 – 为雇主和招聘人员提供申诉渠道和补救措施的准则和工具。

国际劳工组织的东盟三角项目 – 案例研究

国际劳工组织的东盟三角项目(TRIANGLE in ASEAN)向政府、区域机构和民间社会提供技术援助和支

持，以实现劳动力迁移的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东盟三角项目与东盟六个国家的劳工部、工人和雇主组织、招聘机构协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这些国

家是：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

2011年至2019年期间，东盟三角项目取得了以下成果：

 • 在三角项目的技术援助下，东盟国家通过了34项政策和立法文书

 • 对来自东盟成员国的36,476人进行劳工管理问题的培训

 • 缅甸和越南的376家就业机构承诺遵守公平和道德的招聘行为准则，以及 

 • 向移民工人发出了$4,787,431美元的法律索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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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

政府必须与民间社会合作，以使政府始终处于新问题的前沿，更好地了解幸存者和面临剥削风险者的生活经历。民

间社会组织可以为政府提供对问题更深入的见解，并建议政府加强应对措施。
组建监测和评估小组。

开展关于安全移民的教育项目。

为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举办教育讲习班。

未来的挑战

缅甸政府认识到，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重大挑战。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水平继续推动着移民处

于较高状态。大部分移民活动是通过非正式和高风险的渠道进行的，这些渠道的可见度不高。因为全国各地

均有冲突，所以人口中某些群体对人口贩运风险的继续增加。这种冲突也限制了人口贩运受害者成功重新融

入缅甸社会的可能性。缅甸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国家行动计划中应对这些挑战。

缅甸：2017–21年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行动计划

缅甸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单独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口贩运不能以与传统

犯罪相同的方式来应对，所以开发了这些资源。

根据“2005年缅甸打击人口贩运法”，打击人口贩运中央机构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经常性国家计划，以协

调各政府部门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这就是连续五年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解决供应

链中的剥削问题的措施。目前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期国家行动计划(2017-21年)(简称“计划”)。该计划的关

键原则之一，是确保以受害者为中心，优先考虑受害者的权利。

制定2017–21年国家行动计划

在制定“计划”期间，三个工作组在各自的行业部门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以加强计划的具体实施，并且与民

间社会合作完成。该计划帮助缅甸确定贩运人口的新形式和新趋势，并加强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其他成员之

间的合作。该计划还有助于调查和起诉方面的合作，加强了对人口贩运案件的整体应对。

缅甸国家行动计划的未来步骤：

修订“反人口贩运法”和附则。

为相关组织提供关于法律、规则和条例的培训课程。

制定国家级的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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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提示摘要

以下是本“汇编”中涉及的解决供应链中剥削问题的关键提示的摘要。

 与私营部门合作，增强相互理解

 处理可能助长剥削的做法

 考虑如何能从第三方的专业知识中获益

 在做法上进行协作 

 考虑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提高能力

 鼓励培训和提高意识

 将对受害者的支持纳入立法中

 让当地社区参与进来

 与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伙伴关系

附录2：词汇表

债役 以受害人提供的服务作为债务抵押，以偿还明显过高的

债务，或者服务的时间和性质没有限制或界定。

欺骗性的劳动或服务招聘 受害人在被雇佣的工作的剥削性质方面受到欺骗，并可

能发现自己受到人口贩运或剥削。

尽职调查 一个实体的持续责任，即执行识别、预防、减轻和说明

其如何处理人口贩运或剥削风险的程序。

符合职业操守的招聘 招聘工人的方式，应以公平、透明、择优为原则，尊重、

保护并符合国际公认的人权。

强迫劳动 通过使用胁迫、威胁或欺骗手段，使受害者不能自由地

停止工作，或不能自由地离开他们的工作场所。

强迫婚姻 使用胁迫、威胁或欺骗手段迫使受害者结婚，或者受害

者不了解结婚仪式的性质和效果。

申诉机制 个人、工人或社区在受到某些商业活动和操作的负面影

响时，可以采用的正式的、法律或非法律程序。

劳动剥削 不公平地对待某人或使其处于不公平的条件下，以从其

工作或劳动中获益的行为。

劳动雇佣 提供劳动力招聘和安置服务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私

营就业机构。

移民迁徙工人 前往一个非国民的国家，以期在该国就业的人。

现代奴役/类似奴役的做法 包括强迫劳动、债役、强迫婚姻、奴役、剥削等做法。

人口偷渡 将一个人从一个国家非法运送到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或做

法，通常被偷渡者也同意。

招聘 广告、信息传播、选择、运输或安置人员就业。

招聘费用 在招聘过程中，为使工人获得就业或安置而产生的任何

费用或成本，无论其征收方式、时间或地点如何。

苦役 受害者的个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他们不能自由地停止

工作或离开工作场所。

奴役 受害者被当作商品拥有，可以成为购买的对象，他们的

劳动是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被强迫的。

供应链 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和分销的完整流程。

供应链的透明度 关于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涉及的步骤、过

程和方法，改善其可见性和公开分享信息的过程。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通过奴役或类似做法剥削儿童，包括性剥削，从事可能

损害其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危险工作，或被用来生产或

贩运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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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运人口/人口贩运 以剥削为目的，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

胁迫、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利用弱势地位取

得对他人有控制权的人的同意，招募、运输、转移、窝藏

或接收人员的行为。

跨国犯罪 在计划、执行或影响方面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违法行

为，无论是潜在影响还是实际影响。

工资盗窃 拒绝支付雇员应得的工资或雇员福利。

附录3：主要资源

资源 概况 组织

公司运营和供应链中的现代

奴役。强制性透明度、强制

性尽职调查和公共采购尽职

调查

该文件阐述了各主要政府为鼓励全球企业为消

除现代奴役所做的工作。

商业与人权资源

中心

公平劳动协会的行为准则 试图保护制造服装、鞋类、农产品和世界各地

消费者所喜爱的其他物品的工人。以国际劳工

组织的标准为基础。

公平劳动协会

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应对

风险和保障工人的自由

一份简报，重点介绍识别和消除供应链中强迫

劳动的国际标准、框架和最佳做法。

公平劳动协会

有尊严的移民的达卡原则 为雇主和招聘人员提供的关于安全移民的主要

原则和指导，包括向移民工人收取招聘费和保

留文件。

人权与商业研究所

负责任的招聘资源库 包含一系列关于如何确保移民工人在招聘期间

不受剥削的工具、指导和研究。

人权与商业研究所

消除奴役和人口贩运的企业

责任(CREST)

CREST对企业在其运营和供应链中解决移民工

人的脆弱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回应。

国际移民组织

国际招聘诚信体系 一个目的在于促进国际劳工招聘职业操守的全

球倡议。

国际移民组织

关于招聘的蒙特利尔建议 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提供实用指导，以改善

对国际招聘的监管和监督，保护移民工人。

国际移民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的8.7 联盟 联盟8.7是一个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8.7。他们有一系列的

政策指南，用于提供关于一系列问题的信息，包

括人口贩运。

国际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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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概况 组织

公平招聘的一般原则，操作

指南，以及招聘费和相关费

用的定义

现在或未来用于为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组织提

供信息，以促进和确保公平招聘的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

打击强迫劳动：雇主和企业

手册

为雇主和企业提供指导材料和工具，在自己的

业务和全球供应链，加强他们应对强迫劳动和

人口贩运风险的能力。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的解释指南

为联合国指导原则提供额外的背景信息，以帮

助对其含义和意图有全面理解。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

防止和解决与企业有关的人权损害的公认全球

标准。2011年6月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认

可。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图书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个国际组织，致力于

制定政策，促进所有人的繁荣、平等、机会和

福祉。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防止供应链中以劳动剥削为

目的的人口贩运措施的政府

示范指南

提供实用工具的示范准则，协助各国实施具体

措施，防止供应链中出现人口贩运。

欧洲安全与合作

组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应对全球挑战的蓝图，包括贫困、不平等、气候

变化、环境恶化、和平和正义。

联合国

联合国难民署 – 关于贩运人

口的网页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提供的

关于人口贩运对难民的风险的信息，其中包括

UNHCR和伙伴组织的有用资源。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署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会员国改革

其刑事司法系统，以实现有效、公平和人性化。

他们有一些与打击人口贩运有关的资源。

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

自由行资源  “自由行(Walk Free)”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专

注于消除各种形式的现代奴役。他们有许多关

于保护弱势人群免受剥削的资源。

自由行

资源 概况 组织

蒙特利尔招聘建议：可实现

更好监管的路线图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用的指导和想法，以改善

对国际招聘和保护移民工人的监管和监督。

国际移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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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aliprocess.net

关于偷渡人口、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的  

巴厘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