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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议程

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4 届会议
工作相关的事宜
关于中小型企业与创造体面和
生产性就业决议的后续措施
文件的目的
本文件介绍了 2015 年大会有关中小型企业与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业结论的后
续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采取突出重点的策略，重视国际劳工大会讨论过程中出
现的具体要求以及那些直接有助于实现国际劳工组织 2016-17 两年期战略计划的优
先事宜的成果。文件并没有介绍劳工局促进中小型企业工作计划的完整内容，大
会结论对此大多表示赞同。相反，文件强调了根据大会结论对工作计划所做的具
体调整。为了推进监测工作，行动计划确定了明确任务、成果指标、责任所在和
资源调拨。为此，提请理事会就后续战略提供指导意见(见决定草案第 12 段)。
相关的战略目标：在 2016-17 两年期战略计划所确立的劳工局十项新成果目标中，行动计划将为其中的六
项做出直接的贡献。这些成果目标包括：目标 1(更多更好的工作)；目标 2(国际劳工标准)；目
标 4(可持续企业)；目标 5(农村经济)；目标 6(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以及目标 10(强大且有代表
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政策影响：行动计划将在未来两个两年期内塑造劳工局未来中小型企业政策，其途径是消弥重要的知识
鸿沟，尤其是有关干预举措对企业可持续性和工作条件影响方面的知识鸿沟，并且指明劳工
局将如何根据结论的要求加大其中小型企业干预力度。
法律影响：无。
财政影响：2016-17 两年期内的所有成果目标都已纳入新的计划和预算之中。关于 2018-19 两年期，经常预
算将需要增加运营拨款，以实施拟议的行动计划。

这份理事会文件印刷数量有限，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和程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气候中和做贡献
并 提 高 效率。恳请出席会议的理事会成员和观察员自带文件，避免重复索取文件。 所有理事会文件可在网上查阅。
网址：www.ilo.org。

GB.325/INS/5/2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劳工局在实施行动计划时将考虑理事会所提供的指导意见，并将其实施进展情况报
告给理事会。
作者单位：企业司中小型企业处(ENTERPRISES/SME)，同时得到相关司处的密切配合。
相关文件：在 2015 年国际劳工大会第 104 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小型企业与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业的决
议和若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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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 言

1. 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向理事会介绍劳工局一份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即劳工局将如
何落实中小型企业与创造就业委员会结论中提出的建议。上述结论由国际劳工大会
第 104 届会议(2015 年)予以通过。

2. 结论重申，中小型企业对于实现体面和生产性劳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全球而言，
它们占所有就业岗位的三分之二，同时也创造了大多数的新增就业岗位。实际上，
联合国成员国对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的具体目标的支持，再次承认了这类企
业集群的重要性。第八项目标下的第三项子目标具体鼓励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从而有助于确保人人享有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劳动。此外，大会结论确认了国际劳工
组织现有的干预举措在促进中小型企业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业中的意义，同时敦请
劳工局加大其干预力度。为了获得更多有关中小型企业发展有效办法上的证据，结
论呼吁要更加重视结果测定工作，尤其是有关企业可持续性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的
结果测定工作。

3. 在此背景下，结论为劳工局未来的工作提供了详细的指南，并要求劳工局制订一项
行动计划并于 2015 年 11 月提交给理事会。

4. 在起草行动计划时，劳工局已优先考虑到了大会期间出现的具体要求，同时对那些
能为实现国际劳工组织 2016-17 两年期战略框架内新的优先事宜做出重大贡献的事
项也给予优先考虑。关于资源影响，要指出的是预算外资源将在资助国际劳工组织
中小型企业举措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劳工局将继续动员这些资源。有关国际劳
工组织经常性预算，2016-17 两年期内的所有成果目标已纳入新的计划预算之中或者
能在现有预算框架下通过小规模资源调拨予以资助。由于结论要求劳工局加大其干
预力度，因此行动计划将要求为 2018-19 两年期内的所有成果目标增加业务性经常
预算划拨。

5. 行动计划包括知识开发成果，因为这对基于实证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行动
计划提出在国家层面开展更多的工作，以便满足成员国希望提供有关中小型企业政
策咨询方面的高要求。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都灵中心)合作开展面向三方
成员以及社会伙伴、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局的能力建设活动，这是拟议的后续行
动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6. 知识开发的关键计划成果包括：(1) 为了充实给可持续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计划
(EESE)，将在社会伙伴的充分参与下对该计划进行审议；(2)对供应链中大型企业采
购中小型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典型做法开展研究；(3)对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干预举措
进行额外评估，以测定其对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与质量的影响；(4)对社会对话和
集体谈判给中小型企业工作条件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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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层面工作的主要计划成果包括扩大 EESE 计划，服务更多成员国，以改善其经
营环境。这包括另外开发一种中小型企业正规化的干预模式——这是一个与有利营
商环境密切相关的话题。此外，行动计划提出国际劳工组织应当设计和试验一项成
长型中小型企业(“瞪羚”企业)的计划。关于 2018-19 两年期计划预算，行动计划提
出扩大中小型企业核心干预举措的范畴，服务更多的成员国。应特别关注扩大中小
型企业正规化的规模；制订成长型中小型企业的干预举措；绿化中小型企业并且使
其能够抓住绿色经营的机会；以及使用经常预算资源，加大有关中小型企业生产率
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工作力度，因为该项工作目前完全依赖于预算外资源。国际劳工
组织中小型企业任何干预举措的扩展必将有关于所创就业的质量的额外数据采集工
作相伴随。

8. 文件第二部分提供了拟议行动计划的细节，并确定了具体成果；成果指标，包括时
间表；劳工局的责任；与国际劳工组织新成果目标的战略适配性；以及对资源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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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中小型企业结论的拟议后续行动计划

后续项目
(结论段)

拟议成果

成果指标，包括时间表

责任方

与国际劳工组织
优先事宜对接

资源影响

报告旨在：(1) 盘点计划中哪些行之有
效，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2) 就如何
充实 EESE 计划提出建议；及(3) 就如何
在实施新规章制度前评估其对中小型企
业可能的影响提供指导。

发表报告(2016 年 3 月)。

中小型企业、工人
活动局、雇主活动
局。

推动创造一个有利
营商环境是第 4 项
成果目标的一个支
柱，也有益于第 6
项成果目标。

在现有的资源许可
的范围内。

供应链中大型企业从中小型企业
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典型做法研究
(20(e))。

报告将总结以下方面实验证据：(1)大型
企业从中小型企业采购的意义；(2)中小
型企业参与供应链的机遇和风险；(3)
使中小型企业获得增加值的主要内外因
素；(4) 国际劳工组织在加强大型买方
和中小型企业之间联系上取得的经验
(例如，维持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
计划(SCORE))。

报告拟于第 105 届大会之前
出版(2016 年) (2016 年 4 月)。

中小型企业、多国
企业和企业联系处
(MULTI)、产业政策
司(SECTOR)、就业
政策司发展与投资
处(DEVINVEST)。

支持成果目标 1，
2 和 4。

2015 年主要工作计
划。由现有资源支
持。

收集更多在中小型企业发展举措
中行之有效的方面，特别是有关
企业可持续性和改善工作条件等
方面行之有效的地方(21)。

(a) 收集主要证据：完成四项实验性或
半实验性效果评估。

(a) 发布四份简报(2017 年 12
月)。

中小型企业、社会
财 政 计 划 (SFP) 与
工作条件和平等司
(WORKQUALITY) 、 1
绿色就业以及都灵
中心(共同开展知
识分享活动)。

成果目标 4。

资金来源是现有的
预算外技术合作
(XBTC) 资源。

2016–17 两年期
知识开发
为扩大 EESE 计划而对其进行审
议(20(b))。
新规章制度对中小型企业及其工
人影响的评估(9(a))。

(b) 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项目通过外部
对其结果评定系统的审计，以期进
一步加强该组织的有关能力。

(b) 外部审议报告确认两个项
目通过了审计(2017 年 12
月)。

GB.325/INS/5/2

3

研究社会对话与集体谈判制度对
中小型企业的工作条件及其资源
使用率的影响(21)。

拟议成果

成果指标，包括时间表

责任方

与国际劳工组织
优先事宜对接

资源影响

(c) 与三方成员分享试验成果：组织两
项知识分享活动，介绍新的研究成
果。

(c) 两项活动的书面评估报告
显示，70%的参与者能将
得到的实验成果应用于其
中小型企业计划的设计之
中(2017 年 12 月)。

一份报告，为了与三方成员讨论研究成
果而召开一个研讨班，一份政策简报。

发表简报(2017 年 3 月)。

社会对话、中小型
企业、绿色就业、
都灵中心。

成果目标 4 和 10。

需要 100,000 美元
的额外资源。

(a) 制订和实施另外七项国别计划成果
目标(CPOs)，以协助成员国改善其营
商环境。

(a) 另外七个成员国报告称，
其营商环境得到改善(来
源：国际劳工组织成果测
定框架指标 4.1；基线：
八 个 成 员 国 (2017 年 12
月)。

中小型企业、工人
活动局、雇主活动
局、就业司、地区
办事处和国家局。

支持成果目标 1、4
和 6。

根 据 有 关 2016–17
两年期计划预算讨
论的结果划拨资
源。

(b) 国际劳工组织 EESE 网站
提供相关 产品 ； 有 关 中
小 型 企 业 正规 化的 一 个
工具包已经出版发行
(2017 年 3 月)。

中小型企业和
就业司。

(c) 三份项目建议书已通过内
部质量控制审查，并已提
交 给 捐 资 方 (2017 年 12
月)。

中小型企业。

国家层面的工作
扩大 EESE 计划，包括与国际劳
工组织就业和工作质量政策以及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建立更紧密的
联系(20(b))。
在非正规中小型企业正规化过程
中增加一个 EESE 的内容，这是
与 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
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的后续
措施相一致的(20(c))。

(b) 为 中 小 型 企 业 正 规 化 提 供 新 的 产
品，包括一个新的干预模式、实施
方法和为三方成员提供重要的工
具。
(c) 提出三项相关的预算外技术合作项
目建议书，包括一个效果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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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项目
(结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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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项目
(结论段)

拟议成果

成果指标，包括时间表

责任方

与国际劳工组织
优先事宜对接

资源影响

扩大支持成长型中小型企业的工
作(20(a)。

一份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促进成长型中
小型企业方式的项目说明书提交给捐资
方。

一份建议书通过了内部质量
控制评审，并已提交给捐资
方(2017 年 12 月)。

中小型企业

成果目标 1 和 4。

资金来源为额外筹
资。

(a) 根据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和实
施另外十项国别计划成果，以协助
成员国加强其中小型企业政策。应
特别重视整合在上一个两年期内业
已扩大规模的 EESE 计划；同时加大
干预举措的力度，以实现中小型企
业的正规化，促进成长型中小型企
业的发展，绿化企业和价值链，为
中小型企业创造提供绿色产品和服
务的机会以及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生
产 率 和 改 善 其 工作 条件 ( 例 如通过
SCORE 计划等)。所有这些完全依赖
于预算外资源。

(a) 另外 10 个成员国报告称
实 施 了 中 小型 企业 支 持
计划，(来源：国际劳工
组织成果测定框架指标
4.1-4.3，基线：48 个成员
国，(2017 年 12 月)。

中小型企业、社会
融资计划、合作社
处(COOP)、多国企
业处、绿色就业。

成果目标 1、4 和
6。

将需要对总部企业
发展工作的业务预
算拨款增加至 250
万美元以及在地方
局增设两个企业专
家的岗位。

(b) 额外动员预算外资源。

(b) 中小型企业预算外技术
合作组合增加到 1 亿美元
(截至 2015 年 8 月，已达
到 84,000,000 美元)。

制订和实施另外三个国别计划成果目
标，协助成员国促进成长型中小型企业
(在能调动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

关于 2018–19 两年期
扩充国际劳工组织中小型企业核
心举措组合，并与体面劳动国别
计划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对
接(20(a)-(f))。

除上述所列的拟议成果外，预计将与工作条件和平等司就有关非标准形式就业、工资、工时和职业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开发进行紧密的合作，这已列入关于社会保护(劳动保
护)周期性讨论决议的后续措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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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实施工作的安排，伙伴关系的
建立和资源调动的战略

9. 实施行动计划的主体责任将在国际劳工组织全球企业工作队身上，该工作队由总部
的企业司、地方的企业专家和技术合作项目的职员组成。对行动计划的若干成果目
标而言，将有必要与劳工局其他司局的专家携手合作。这些专家已列入行动计划之
中，并且同意为实现有关成果目标而开展合作。鉴于有关中小型企业结论呼吁社会
伙伴参与其中，因此劳工局必须对此予以保证。

10. 根据结论的要求，劳工局将扩大在中小型企业发展领域的相互协作和伙伴关系。这
特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收集更多有关中小型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质量及其生产率
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数据花费很高。

11. 就所需资源而言，应指出的是预算外资源在资助国际劳工组织中小型企业干预举措
方面已起着主导作用。如行动计划所强调的那样，劳工局将继续尽可能筹措预算外
资源。然而，仍需要划拨额外的经常预算资金，这将作为启动资金，也是为了向捐
资方表明劳工局致力于在中小型企业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业。

决定草案
12. 理事会要求局长：
(a) 在实施 2015 年大会关于中小型企业与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业结论的后续
行动计划时，考虑其指导意见；
(b) 在实施 2016-17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时以及起草 2018-21 年战略计划和
2018–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草案时，充分考虑 2015 年大会关于中小型企
业与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业的结论，并且尽可能加以实施；
(c) 在现有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划拨必要的资源，确保行动计划的有效实施；
(d) 在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1 月，向理事会报告有关行动计划实施的进
展情况。

6

GB325-INS_5-2_[ENTER-150907-1]-Ch.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