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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议程 

第五届全球童工问题大会的筹备工作 

 
文件的目的 

文件强调 2021 年是实现关于童工和强迫劳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7 的转折点，

要予以高度重视。文件报告第四届持续消除童工劳动全球大会以来的发展情况，

包括联合国大会最近通过第 73/327 号决议，宣布 2021 年为“消除童工现象国际

年”。文件还强调在 2021 年组织召开第五届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全球大会的

重要性，并提供包括调动所需资源在内的有关筹备情况的信息。请理事会就 2021

年之前的拟议行动方针提供指导。还请劳工局采取此拟议行动，并向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2020年 10月至 11月)通报进展情况(见决定草案：第 21段)。 

 

相关的战略目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及权利。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目标 7：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中充分有效的保护。 

政策影响：完全符合联合国大会第 73/327号决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8.7。 

法律影响：无。 

财政影响：需要调动额外预算外资源以实施拟议的行动计划。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见决定草案。 

作者单位：治理与三方机制司(GOVERNANCE)。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32/POL/3。 

 

http://www.ilo.org/gb


GB.338/POL/4 

 

GB338-POL_4_[GOVER-200115-1]-Ch.docx  1 

引  言 

1. 第五届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全球大会是《2020-21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产出 7.1)

的全球可交付成果。目前关于这一主题的全球大会以四年为一个周期，据此大会应

于 2021 年举行。这比可持续发展目标 8.7规定的 2025 年消除一切形式童工劳动的最

后期限提前了四年。 1 

第四届全球大会的背景和成果 

2. 2017年 11月，阿根廷政府主办了第四届持续消除童工劳动全球大会。经理事会批准，

第四届全球大会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符合目标 8.7的强迫劳动，以及合法工作适龄的年

轻人体面劳动。与会者来自 138 个国家，包括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分别代表政府、

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企业、民间社会、青年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和区域

组织。 

3. 在第四届全球大会之前，劳工组织发布了关于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新的全球估算。

据此，2016 年，仍有 1.52 亿 5 至 17 岁的儿童(其中 42%是女孩，58%是男孩)成为童

工，至少有 2,500 万妇女、男子和儿童被强迫劳动，包括人口贩运。《2012-2016 年

全球童工估算：结果和趋势》报告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加快进展，因为按照报告所述

期间要实现的减少速度，2025 年仍将有 1.21 亿童工。 

4. 第四届全球大会结束时，国际社会再次承诺执行消除童工劳动的综合政策和方案。

成果文件《关于童工劳动、强迫劳动和青年就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为如何制

定这一综合方针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它具体提到了非正规经济和农村经济、危机局

势和武装冲突以及供应链。它强调，《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加速消除不平等

和贫穷的一个独特机会，并欢迎建立联盟 8.7。《宣言》要求所有利益攸关方承诺采

取基于权利的方针为儿童的最大利益服务，并敦促国际社会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

(1) 政策和治理；(2) 知识、数据和监测；(3) 伙伴关系和创新。它强调了全球伙伴关

系、新的合作形式以及次区域和区域倡议在制定和带来协调一致的政策和创新方面

的重要性。 

5. 第四届全球大会组织委员会请劳工组织的三方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承诺采取具体

行动，加快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步伐。在第四届全球大会期间，总共登记了

96 项行动承诺。一半以上的承诺由政府和地区组织做出。这些承诺涉及政策行动、

促进伙伴关系、宣传工作、批准国际文书和国家一级的立法行动。首次明确提到并

 

1 目标 8.7：“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强制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禁止和消除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包括招募和利用童兵，到 2025 年终止一切形式的童工”。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549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549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976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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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消除强迫劳动。第四届全球大会期间成立的三方委员会对承诺进行了审查，以

确保符合国际标准，并随后予以公布。 2 

6. 在第 332届会议(2018年 3月)上，理事会批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并要求劳

工局结合劳工组织《2017-23 年行动计划》支持其实施，以落实国际劳工大会 2017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第二次周期性讨论的结论。理事会重

申其对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承诺，并要求劳工局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技

术援助。此外，理事会还要求劳工局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出的承诺进行审查，按

主题和/或专题分类；并请劳工局与联盟 8.7 合作，在第五届全球大会之前组织开展

一次中期审查，审查在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8.7 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还力促联合国大会宣布 2021 年为“消除童工现象

国际年”。 

第四届全球大会以来的进展情况 

7. 自第四届全球大会以来，许多国家重振和加速了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努力。

2020年 7月，在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联盟 8.7将介绍自第四届全球

大会以来在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方面取得的进展。还将详细审查 96 项承诺的执

行情况。初步评估已经表明，特别是在批准、 3 立法和通过符合《布宜诺斯艾利斯

宣言》的全面国家行动计划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50 多个国家在“消除童工劳动和

强迫劳动国际计划”(IPEC+)旗舰计划的技术支持下，采取了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

动的行动。 4 还加快了供应链等一些专题优先事项的行动。明显的事例是，2020年 1

月，荷兰政府组织了一次关于结束全球供应链中童工现象的会议，促进交流这方面

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5 

8. 第四届全球大会进一步激发了新的伙伴合作。它为巩固联盟 8.7铺平了道路，以便在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的充分参与和领导下，加强多利益攸关方的行动。在联盟 8.7的框

 

2 可在与全球大会有关的联盟 8.7 网页上查询所作承诺的正式清单 https://www.alliance87.org/ 

events/iv-global-conference-on-the-sustained-eradication-of-child-labour/。 

3 自第四次全球大会以来，下列国家批准了该公约：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

2(苏里南和瓦努阿图)；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5(库克群岛、厄

立特里亚、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图瓦卢)；和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2014年议定书：22(奥

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科特迪瓦、吉布提、德国、爱尔兰、以色

列、拉脱维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耳他、莫桑比克、新西兰、俄罗斯联邦、

斯里兰卡、苏里南、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 

4 《IPEC+全球旗舰计划实施：建立一个没有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世界》提供了一份详细

的行动清单，第 14-17 页。 

5 见 https://takingnextsteps.nl/。 

https://www.alliance87.org/%20events/iv-global-conference-on-the-sustained-eradication-of-child-labour/
https://www.alliance87.org/%20events/iv-global-conference-on-the-sustained-eradication-of-child-labour/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33435.pdf
https://takingnextstep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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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18 个劳工组织成员国已经成为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开拓者国家，从而

在政府各级促进综合战略，并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 6 联盟 8.7 还促进整个联合国

系统在具体专题领域的协调行动，特别是供应链、移民、冲突和人道主义环境以及

法治和治理。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移民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出版和传播了一份题为《终结全球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

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全球报告，该报告已提交给二十国集团就业工作组，并于

2019 年 11 月在巴黎和平论坛上推出。 

9. 社会伙伴在国家和全球一级也加强了行动。有代表性的工人和雇主组织积极参与联

盟 8.7、开拓者国家进程和关于目标 8.7 的区域会议。劳工组织关于童工劳动和强迫

劳动的企业网络召集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跨越供应链并支持国家一级进程的解决

方案。 7 

10. 第四次全球大会后重新做出的承诺和采取的行动加强了各级资源调动工作。例如，

通过联盟 8.7开拓者国家进程从国家预算中调动了资源。此外，“消除童工劳动和强

迫劳动国际计划”(IPEC+)旗舰计划增加了发展伙伴的预算外捐款。 8 

11. 第四届全球大会推动了全球及区域两级高级别宣传和承诺。2019 年 7 月，联合国大

会通过了第 73/327 号决议，宣布 2021 年为“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除其他行动

外，该决议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

会，包括非政府组织、个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通过旨在提高对消除童工劳动

的重要性的认识的活动，酌情纪念“国际年”，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该决议

还邀请劳工组织促进“国际年”活动的落实，并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国际

年”活动提供自愿捐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12. 此外，劳工组织第 19 届美洲区域会议于 2018 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巴拿马

宣言：美洲劳动世界的未来》、国际劳工大会于 2019 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以及劳工组织第 14届非洲区域会议于 2019年通过的《阿

比让宣言 — 推进社会正义：塑造非洲劳动世界的未来》，都将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

确定为实现劳动工作的主要障碍。2019年 12月，非洲联盟通过了《消除童工劳动、

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现代奴役十年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承诺对童工

采取零容忍政策。 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无童工区域倡议不断推动国家行动，以实现

 

6 有关开拓者战略和承诺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联盟 8.7 网站。 

7 有关企业网络的更多信息可在“童工劳动平台”和“强迫劳动企业网络”的网站上查询。 

8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IPEC+全球旗舰计划实施：建立一个没有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

世界”。 

9 见下一届欧盟委员会 2019-2024 年政治指导方针，第 17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693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693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637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637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4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46.pdf
https://www.alliance87.org/pathfinder-countries/
http://childlabourplatform.org/
https://flbusiness.network/the-global-business-network-on-forced-labour-annual-foru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3343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33435.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political-guidelines-next-commission_en.pdf


GB.338/POL/4 

 

4 GB338-POL_4_[GOVER-200115-1]-Ch.docx  

目标 8.7。2019 年 11 月，联盟 8.7 与“南亚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倡议”合作， 10 

在加德满都举办了一次关于实现目标 8.7的区域会议，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分享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加快国家行动以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良好做法。 

13. 上述发展概况表明，第四届全球大会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驾驭行动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如上所述，如果保持目前的全球大会周期，下一届全球大会将在 2021 年

“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期间举行。劳工组织与其他联盟 8.7伙伴一道，已经开始技

术工作，争取在 2021 年制作和出版关于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新的全球估计数。它

们很可能表明，大量儿童仍然是童工。这意味着需要更多有力的国际承诺和行动，

以根据目标 8.7，在 2025 年之前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工劳动，并进一步提高 2021 年作

为这方面国际一级战略行动的关键转折点的重要性。如果要在 2030 年前实现目标

8.7，在强迫劳动、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方面也需要类似的努力和战略考虑。 

第五届全球大会的筹备工作： 

现状、制约因素和拟议行动方针 

14. 在目标 8.7 的框架内，从国际政策和行动的角度来看，劳工局认为在 2021 年组织召

开第五届全球大会很重要。第五届全球大会的目标可以是：(i) 推动在全球、区域、

国家和地方各级加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ii) 创造机会，继续学习良好做法和创新

方法；(iii) 审查现有承诺的履行情况，并酌情做出新的承诺；(iv) 确定或加强合作机

制，以推广经证实的解决方案；(v) 探索创新筹资方式。第五届全球大会除了强调社

会伙伴的核心作用之外，还可以创造机会，与其他相关伙伴密切协商，扩大私营部

门的参与并加强其承诺。最后，筹备进程可以为联合国大会可能通过的关于有效消

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决议提供信息，作为第 73/327 号决议的后续行动，该决议

旨在增加在 2025 年之前按期实现关于童工的目标 8.7 和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关于强迫

劳动的目标 8.7 的可能性。 

15. 磋商始于 2017 年，重点是非洲作为第五届全球大会的潜在主办区域。一个劳工组织

成员国已经表示有兴趣主办，但尚未确认其提议。这将需要从东道国的国家预算中

划拨必要的资源。 

16. 按照以往的做法，劳工局会向第五届全球大会的东道国提供技术支持。例如，包括

公布 2021 年新的全球估计数和政策报告。劳工局还将与东道国和联盟 8.7 伙伴协调，

为第五届全球大会的专题议程提供技术投入。联盟 8.7 活动计划于 2020 年 7 月在可

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举行，活动预计将通过审查取得的进展情况和确

定良好做法来支持第五届全球大会的筹备工作。法国作为联盟 8.7的现任主席，已经

提供了财政和全面支持。 

 

10 见 https://saievac.org/。 

https://saiev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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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于第四届全球大会，劳工局已设法从有关两年期的核定预算总额中调拨资金(约

450,000 美元)，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三方代表团的参与。此外，2016-17 年还筹集了约

600,000 美元，通过几次区域会议和日内瓦《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草案谈判来支持

筹备进程。区域会议旨在使三方成员做好参加第四届全球大会的准备，并就建立联

盟 8.7进行协商。然而，在当前资源有限的环境下，劳工局将无法维持同样水平的财

政支持，除非停止其他工作或降低对其重视程度。 

18. 为了缓解资源有限的情况，劳工局提出了一些措施。首先，它提议与发展伙伴和联

盟 8.7的其他伙伴接触，包括通过其全球协调小组，以期调动资源，使三方成员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三方成员能够切实参与。第二，关于筹备会议，可以考虑节省费

用的措施。劳工局认为，鉴于已通过联盟 8.7部署的行动以及国家进程进展顺利，可

能没有必要召开区域筹备会议。尽管如此，劳工局仍将确保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倡

议方的充分参与。成果文件力求简洁明了，以减少筹备会议的次数，从而节约成本。 

19. 此外，根据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进程的精神，可以探索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联盟

8.7 伙伴组织的合作协议和加强伙伴关系，以期承担第五届全球大会的专题领域或部

分工作。这并不排除社会伙伴充分参与第五届全球大会。 

20. 尽管竭尽一切努力，但如果到 2020 年 6 月仍无法确定东道国和必要的资源，第五届

全球大会将不得不推迟到 2022-23 两年期举行。无论如何，劳工组织及其联盟 8.7 伙

伴将提议开展更多活动来执行第 73/327 号决议。这将包括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

会议(2021 年)期间结合“世界无童工日”举办一次特别活动，随后在纽约联合国大

会第 76 届会议期间举办一次高级别活动。如上所述，这些活动还可以为起草和通过

一项可能会产生的关于有效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联合国决议奠定基础，作为

第 73/327 号决议的后续行动。 

决定草案 

21. 理事会请劳工局继续筹备第五届全球童工问题大会和落实文件GB.338/POL/4

第 14-20 段提出的行动方针，同时考虑讨论期间表达的意见和提供的指导，

向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通报取得的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