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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 2020-2021 年执行报告涵盖了劳工组织旨在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
言》(2019 年)目标的首个两年期计划。在本两年期，劳动世界饱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奋力抗
击病毒、拯救生命、统筹卫生健康与经济社会目标。 

本报告总结了劳工组织两年来的行动和成就，着重介绍了本组织为应对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前所
未有的劳动世界危机以及政府、雇主和工人所面临的挑战而采取的对策。2021 年 6 月，首届虚
拟劳工大会通过了《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全球行动呼吁》，重申了劳工组织在制定包容性、可
持续和有韧性的复苏战略方面的领导作用。《全球行动呼吁》既是一项政治承诺，也是指导全
球努力支持就业密集、基础广泛的复苏的路线图。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并于 2021 年 9 月启动的
“全球就业和社会保护加速器”倡议，还使劳工组织在共同努力支持各国建立全民社会保护体
系并推动世界走上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和 8 的轨道方面发挥了主
导作用。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继续努力创新服务内容并调整服务交付方式，以满足三方成员紧急和不
断变化的需求，并确保劳工组织的业务连续性，包括确保其治理和监督机关的持续运行，同时
确保劳工组织职员和三方成员的安全和福祉。应该强调的是，本两年期的所有调整都是在理事
会和劳工大会于危机爆发前确定的政策优先范围内进行的。两年期的特殊经历表明劳工组织为
应对新冠疫情形势做出了多么显著的调整，也证明了其战胜疫情的能力、决心和韧性。 

这就是劳工组织《2020-2021 年两年期计划执行报告》的故事情节，也是报告发出的主要信息：
此场危机使《百年宣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也使其实施更为紧迫。劳工组织的
计划包含八项政策成果目标和三项保障性成果目标，是 2020-2021 年并依然是 2022-2023 年落
实《百年宣言》的适当载体。 

本报告和随附的“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中的补充信息显示，在 151 个成员国和两个领地取得
了进展，在八项政策成果目标中取得了 896 项成果，在许多情况下助力及时应对新冠疫情。这
些成果还表明，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对下列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群体给予了特别关注：小微
型企业及非正规经济中的雇主和工人、青年、妇女、移民工人和难民、残疾人和其他在劳动世
界遭受歧视的人。 

劳工组织在 2020-2021 两年期结束时加强了承诺和能力，以便为向前建设更美好的劳动世界未
来作出重大贡献。在 2022-2023 年及以后，疫情的持久影响将继续使劳动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
定性和持续的体面劳动挑战。三方成员的优先事项正从立即应对危机举措转向更长期的解决方
案。这就要求在实现劳工组织的价值主张方面取得持续进展，即《全球行动呼吁》所强调的通
过体面劳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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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将需要建立并加强基础广泛和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将不让任何人掉队的道义和政治愿
望转化为具体行动。2021 年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MOPAN)对劳工组织的评估承认，劳工组织完
全有能力继续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我相信，劳工组织将与国际社会和我们的伙伴一
道，继续迎接未来的挑战，促进从新冠疫情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塑造一个使人人享有社会正
义和体面劳动的更美好的劳动世界未来。 

盖·莱德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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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略语 

ADB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AUC 非洲联盟委员会(非盟委员会) 

BRICS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 

COVID-19 2019 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 

DWCP 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EBMO 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 

ECLAC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 

ESCAP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ESCWA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 

EU 欧洲联盟(欧盟)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IADB 美洲开发银行 

IGAD 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 

IOE 国际雇主组织 

ITU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 

ITUC 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联)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UN 联合国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UNOPS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WESO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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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1. 计划执行报告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对其理事会、国际劳工大会(劳工大会)及其三方成员和
发展伙伴的主要问责手段。本报告描述了劳工组织在《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中所做
承诺的履行情况，介绍了劳工组织使用被委托的资源所取得的成就，并强调了有待进一步改进
的领域。 

2. 这是劳工组织关于以《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为基础的两年期工作计划
的第一份执行情况报告。然而，计划执行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抗击新冠疫情的卫生和社会经济
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本报告分析了劳工组织为应对劳动世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做出调整的情况，调整旨在对雇主、工人和政府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即时响应，同时倡导以
人为本的复苏，以向前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劳动世界未来。 

3.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 

• 第一部分描述了本两年期内的体面劳动趋势，以及劳工组织在政策和规范指导、知识管理、
多边伙伴关系和影响以及商业模式和运营服务调整方面开展的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性
工作。本部分还介绍了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和支出的亮点。 

• 第二部分聚焦两年期的工作成效，介绍了取得的成果以及劳工组织对《2020-2021 两年期计
划和预算》的政策和保障性成果目标项下划拨预算的执行情况。 

• 第三部分介绍了从计划执行和评估工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 2022-2023
两年期计划的制定，并将有助于为计划执行提供指引。 

4. 计划执行报告是劳工组织总部所有部门和各地办事处通力协作的产物。报告编写过程中产生的
信息量太大，单份文件无法加以汇总。因此，本报告只是更广泛问责和宣传工作的内容之一，
其中包括交互式的数字新闻(InfoStory)和新版“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这些平
台发布按成果、区域和国家分列的详细信息，并提供一系列视频、故事和评语，以彰显在这个
非常动荡的两年期，劳工组织的工作对人民生活和履行其社会正义使命的影响。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infostories/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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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进行更好的向前建设 

5. 2020-2021 两年期开始三个月后，新冠疫情使世界陷入了现代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一，
造成巨大的人类痛苦，使数以百万计工人和企业的极端脆弱性暴露无遗。劳工组织将《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作为路线图，得以有效回应其三方成员的紧急需求，并
支持其努力追求以人为本的复苏，实现体面劳动。这在 151 个成员国和两个领地取得了进展，
在《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的八项政策成果目标中取得了 896 项成果。 

6. 本部分总结了劳工组织在两年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内容涵盖疫情危机对劳动世界的主要影响，
描述了劳工组织对工作计划实施作出调整以满足三方成员面对疫情时的紧急需求的情况，并介
绍了两年期的预算和支出。 

动荡中的劳动世界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证实，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 GDP
严重萎缩，降幅高达 3.1%。这场疫情还加剧了劳动世界中的经济不安全状况、非正规性和本已
存在的不平等。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远超 2009 年金融危机。30 年来，贫困人口首
次上升。 

8.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经历了诸多挑战，包括会员和收入来源减少，这在许多情况下影响了其提
供服务和参与社会对话的能力。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也受到了负面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在危
机的前 12 个月，各级政府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开展的社会对话促使 102 个成员国和领地
通过了联合协议和声明，为设计和实施可持续复苏战略铺平了道路。 

9. 劳工组织的模型估测显示，2020 年就业和体面劳动条件普遍恶化，2021 年全球复苏乏力，不足
以让世界回到实现《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表 1)，特别是： 

• 这场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工作岗位大幅减少，失业率自 2019 年的 5.4%上升至 2020 年的
6.6%，约 3,500 万人陷入失业状态。就业人口比率的下降表明，另有 1 亿人放弃了劳动力市
场，这是因为他们不再工作，也不再寻找工作。尽管全球就业在 2021 年略有回升，但与危机
前的趋势相比，危机引发的就业缺口估计 2021 年为 7,500 万个，2022 年为 2,300 万个。 1 

• 许多留在工作岗位的人经历了收入下降。在职贫困率自 2019 年的 6.7%上升至 2020 年的 7.2%
和 2021 年的 6.9%。 

• 在全球和所有地区，女性受到的影响比男性更大。虽然在绝对数量上男性失业人数多于女性
(这反映了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距)，但 2020 年全球女性就业人数下降了 3.6%，
而男性下降了 2.9%。此外，2021 年女性的复苏速度慢于男性。同样，年轻工人的失业率
(2020 年为 7.9%)远高于成年人(2020 年为 2.5%)。 

 
1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 年趋势》，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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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10/12/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54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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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全球仅 46.9%的人口得到了至少一种社会保护福利待遇的有效覆盖，约 41 亿
人完全不受保护。这场疫情推动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应对措施，以保护健康、就业和
收入。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危机的后果会严重得多。反过来，这又进一步表明迫切需要继续
和加大努力，建立普遍、全面、充分和可持续的社会保护体系，以缩小持续存在的差距，增
强社会和经济的复原力。 

• 在消除童工劳动方面的进展停滞不前。在童工比例保持稳定的同时，2020 年全球仍有 1.6 亿
儿童陷入童工劳动困境，比 2016 年增加了 840 万。在不采取缓解措施的情况下，由新冠肺炎
危机导致的贫困加剧可能会使另外 900 万儿童成为童工。但如果社会保护覆盖面出现滑坡，
这一数字可能会高得多，约为 4,600 万。 2 

 表 1. 2018-2021 年体面劳动指标的主要趋势 

指标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失业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5.2) 

 
5.4 5.4 6.6 6.2 

 女性 5.5 5.5 6.4 6.3 
 男性 5.3 5.3 6.6 6.1 
 青年(15-24 岁) 13.5 13.5 15.2 暂无数据 

就业人口比率 
(15 岁及以上)，按性别划分 

 
57.3 57.3 54.8 55.4 

 女性 45.0 45.2 43.0 43.4 
 男性 69.6 69.4 66.6 67.3 
在职贫困率 
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就业人口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1.1) 

 
6.8 6.7 7.2 6.9 

 女性 7.2 7.1   
 男性 6.6 6.5   
未受教育和未就业或培训的青年人(15-24 岁)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6.1) 

 
22.0 21.8 23.3  

 女性 31.0 30.6 31.5  
 男性 13.7 13.5 15.7  
妇女在管理岗位任职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5.2)  

27.9 28.2 28.3 暂无数据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系统覆盖的人口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3.1)  

  46.9  
5 至 17 岁儿童中从事童工劳动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7.1)  

  9.6  
 女性   7.8  
 男性   11.2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模型估测，2021 年 11 月。      

 
2 劳工组织和儿基会，《童工劳动：2020 年全球估计、趋势和前进之路》，2021 年。 

https://www.ilo.org/ipec/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79751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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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球范围内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危机严重程度的又一明确指标。据劳工组织估计，与 2019 年第四
季度相比，2020 年的工作时间减少了 8.9%，相当于 2.59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对应的劳动收入
损失为 3.7 万亿美元。不活跃和失业上升解释了这一数字背后约 52%的原因(假定同等的全职工
作岗位)，其余 48%则与仍在就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有关(图 1)。尽管近期高收入和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的就业有所复苏，但据估计，2021 年底时的全球工作时间仍比 2019 年水平低 4.3%。 

 图 1. 2020 年工作时间和就业损失 

 

11. 2021 年早期，受益于疫苗和相对强劲的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就业得
以复苏。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复苏较为缓慢，且复苏主要基于非正规经
济扩张，因而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力差距”扩大。2021 年下半年，新一波疫情、新病毒
变种的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推广的不均衡，提高了全球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即从危机
中复苏尚需多年，并需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劳工组织在行动：领导新冠疫情应对和以人为本的复苏工作 

12.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暴发后，劳工局迅速调整了其业务工作计划以回应三方成员不断变化的需
求，全面评估了危机对就业、企业和生计的影响，并提供了分享知识、工具和指南的平台，为
在国家层面立即开展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劳工组织领导全球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对劳动力市场造

3,500万人
陷入失业状态1亿人变得不活跃

就业人员的工作
时间减少，相当于

1.24亿个全职
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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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有关影响，同时调整工作方法，以确保与三方成员不间断的互动和联系、其在世界各地运
营的业务连续性，并确保其治理流程顺利运行。 

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强有力政策框架 

13. 劳工组织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政策框架围绕四大支柱构建，以国际劳工标准
为基础，并与《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保持一致，因此符合《百年宣言》的原则(图 2)。
该框架为国家战略调整、全球知识和能力发展举措的设计以及资源配置提供了指引，以加强三
方成员的能力和复原力，并保护就业、工人和企业。2020 年 11 月，向理事会报告了劳工组织
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图 2. 劳工组织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四大支柱框架

14. 2020 年 7 月举办的新冠肺炎与劳动世界全球峰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人、雇主和政府在
线盛会，展示了以劳工组织《百年宣言》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路线图，应对疫
情暴露出的脆弱性并在疫后复苏中更好地向前建设的高水平的共同目标和决心。51 位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在峰会上发言，来自 98 个国家的许多高级别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参会。联合国秘
书长和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在峰会上发表了讲话，峰会还将主要利益攸关方联合起来采取一
致行动，进一步证实了劳工组织的政策框架在塑造疫情应对工作方面的相关性。

15. 考虑到各国将重点放在受疫情打击最严重或在危机背景下变得至关重要的行业和供应链上，劳
工组织加强了指导和合作，以在酒店、旅游、运输、卫生、教育和照护等关键行业使用劳工组
织的工具、指南和核查表。劳工组织采取的行动包括特别关注那些工人尤其容易受到新冠肺炎

支柱 1支柱 11







4







2

为企业、就业和收入提供支持







3

保护工作场所的工人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533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5840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58400.pdf
https://global-summit.ilo.org/en/event/constituents-day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63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WCMS_74633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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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行业，包括公共部门，强调有必要改善这些行业的工作条件并增加投资，以未雨绸缪，
防范未来危机。 

行动呼吁：以人为本的复苏指南针 

16. 在 2021 年劳工大会上，来自 181 个成员国的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一致通过了《以人为本的复
苏全球行动呼吁》。劳工组织的三方成员承诺追求就业密集型复苏，以大大加强劳动和社会保
护并支持可持续企业。会议呼吁多边机构加强对以人为本的复苏战略的协调和支持，并强调劳
工组织需要发挥领导作用。 

 专栏 1. 《全球行动呼吁》的主要特点  

《全球行动呼吁》： 

• 以劳工组织的《百年宣言》为基础，推动将其作为国家政策、企业行动和国际合作的重中之
重，助力实现基础广泛、全面包容的复苏。 

• 呼吁各国将充分就业和体面劳动、最脆弱群体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群体的需求以及对可持续企
业、就业和收入的支持，置于符合国家优先事项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复苏战略的核心。 

• 概述了促进包容和就业密集型增长、保护所有在职工人、全民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的措施。 

• 承诺劳工组织将在多边体系内发挥领导作用并加强合作，并利用一切行动手段，支持制定和实
施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复苏战略。 

• 要求劳工组织于 2022 年召开一次重要的全球政策论坛，与其他多边机构携手合作，动员力量
开展强有力和连贯一致的应对工作，为成员国以人为本的复苏战略提供支持。 

 

17. 《全球行动呼吁》将作为指南针，通过执行《计划和预算》加速实施劳工组织的《百年宣言》。
2021 年 11 月，理事会为落实《全球行动呼吁》提供了指导，即利用好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机
会，通过劳工组织监测报告跟踪复苏进展情况，促进三方对话以制定以人为本的国家复苏战略，
倡导投入足够规模的资金以实现这一目标并促进多边行动。 

推进创新性研究、有影响力的知识管理和数字化，提高三方成员的机构能力 

18.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推进了其统计、研究和知识管理议程，其首要目的是收集和传播关于新冠
肺炎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优质、及时和相关的数据和分析，作为向三方成员提供政策建议和支
持的基础。 

19. 2020 年 4 月，劳工组织建立了一个关于新冠肺炎与劳动世界的知识共享平台。到 2021 年底，
该平台上已有数百份政策简报、行业简报、准则和工具，还有一个政策应对措施资料库，其中
包含 188 个国家和地区所采取措施的信息。该平台定期更新，为分析和经验交流提供便利。劳
工组织在本两年期成功发布了五份关于就业、社会保护和工资的全球旗舰报告，其中包含疫情
影响相关信息。劳工组织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一道，发布了 2020 年全球童工估计，
表明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而消除该问题的进展已停滞不前。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2466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and-response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sectoral/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regional-country/country-response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lang--en/index.htm#:%7E:text=The%20World%20Employment%20and%20Social%20Outlook%20%28WESO%29%20is,employment%20and%20balanced%20incomes.%20See%20the%20latest%20edition
https://www.ilo.org/ipec/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79751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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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家层面的官方数据收集工作因封锁而严重受阻，特别是在那些除了面对面访谈之外选择有限
或别无选择的国家。劳工组织支持国家统计机构向在线或电话调查过渡，实施了创新建模技术
来提供相关数据和分析以促进决策，还建立了新型宣传和传播渠道，如关于新冠肺炎与劳动世
界的《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 

 专栏 2. 劳工组织监测报告：传播关键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制定疫情应对和复苏战略的创新性工具 

2020 年 3 月 18 日，劳工组织制作了一份名为“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的简报，初步评估了新冠肺
炎对劳动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周后，即 2020 年 4 月 7 日，随着封锁措施影响到世界上 80%以上的职工队伍，劳工组织监测报告
第二版提供了危机对工作时间减少的影响方面的信息。工作时间计算通过创新的“临近预报”模型进
行，该模型使用的数据几乎是实时可用数据。在缺乏更传统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来源的情况下，这被证
明是一个能够反映新冠肺炎对劳动世界影响的非常有用的指标。 

随后的六期劳工组织监测报告就一些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和分析，如新冠肺炎对非正规经济的影响、
检测和追踪对劳动力市场的好处、年轻人面临的多重冲击、危机对女工的过大影响、财政刺激措施在
缓解劳动力市场混乱方面的有效性以及疫苗接种和刺激措施对就业复苏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系列出版物为应对疫情而及时开展的估计和高质量分析，受到了三方成
员和国际社会的称赞，为制定各级复苏政策和措施提供了重要建议，并展示了劳工组织在劳动世界问
题上的领导地位。 

 

21. 此次疫情对劳工组织在发展政府和社会伙伴组织的机构能力方面的优先事项和方法造成了影响。
本两年期的主要优先事项是加强三方成员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的能力，同时向社会伙伴提供支持，
重点是确保其组织的生存和向其会员提供服务的连续性。为此提出的主要方法是数字化，以劳
工组织理事会 2019 年批准的劳工组织全系统机构能力发展战略为指引，同时考虑到危机造成的
挑战性环境。 

22.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都灵国际培训中心(都灵中心)在能力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
为转变交付模式的典范，将面授和在线课程融为一体，将个人和机构培训相结合，并提供咨询
服务。都灵中心利用数字技术扩大服务范围和降低成本，巩固了其作为卓越体面劳动培训中心、
学习创新领导者以及提供协作性解决方案(特别是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协作)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地
位。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疫情前对远程学习的投资；作为培训补充的咨询服务；未来
前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培训产品；以及诸如使用增强和虚拟现实应用程序进行培训等创
新。 

23. 2020-2021 年，都灵中心的转型步伐加快。由于在线培训激增，参加中心活动的人数增加了一
倍多。“工人和雇主活动计划”将其远程学习推广范围扩大了两倍，作为对暂停面对面培训活
动的弥补措施。远程学习的成本效益，也促使与当地培训机构合作开展的活动大幅增加。这一
转变并未影响培训质量。2021 年对都灵中心远程学习活动影响的外部评估覆盖了 9,000 多名参
训者。结果显示，与之前的评估相比，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的比率相似或更高。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WCMS_73875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and-responses/WCMS_74087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and-responses/WCMS_74087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73404.pdf
https://www.itcilo.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CC%2085_3%20EN%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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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方面的里程碑：历史性的首次和持续进展  

24. 2020 年 6 月，《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成为劳工组织历史上首个被全
体成员国批准的劳工组织公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证明了劳工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坚定
承诺和决心，以确保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儿童都免受童工劳动及其最恶劣形式的侵害。这项公约
的普遍批准将大大加快实现到 2025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工劳动的宏伟目标的努力。随着就业机
会普遍减少、工作条件恶化、家庭收入下降以及学校临时关闭，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最近取
得的进展发生逆转之际，这一点尤为关键。 

 专栏 3. 《第 182 号公约》获得普遍批准 

“这体现出国际社会的承诺，即最恶劣的童工劳动形式，如奴役、性剥削、使用儿童参加武装冲突或
其他可能损害儿童健康、道德或心理健康的非法或危险工作，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劳
工组织总干事盖·莱德 

“第 182 号公约获得普遍批准有力而及时地提醒了人们国际劳工标准的重要性以及对全球问题采取多
边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国际工联总书记夏兰·巴洛 

“普遍批准劳工组织关于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第 182 号公约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新冠疫情时
期，这就更为紧迫[……]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工劳动。”——国际雇主组织秘书长罗伯
托·苏亚雷斯·桑托斯 

 

25. 尽管 2020 年新冠肺炎危机迟滞了劳工标准批准工作的进展，但由于 2021 年批准公约和议定书
的数量较多(69 项)，两年期内 51 个成员国共批准了 95 项标准，其中 20 项为基本公约。 

26. 此外，本两年期在劳工组织的规范工作方面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里程碑： 

• 劳工组织《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生效。该公约得到了来
自 4 个区域的 10 个成员国批准，截至 2021 年底，已在其中 3 国生效。 

•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P029)的 13 份新批准书，使该文书的批准总数
达到 56 份，超过了“自由 50 运动”所设立的里程碑，表明了全球对结束一切形式的强迫劳
动的决心。 

27. 2021 年 11 月，劳工组织理事会决定将一项关于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劳工组织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议题列入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议程。这再次证实了疫情期间
获得的相关职业安全和卫生标准在增强工作场所、企业和工人的复原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强大的劳工组织处于国际社会应对危机行动的中心 

28. 本两年期，在疫情引发的紧急情况和不确定性中，劳工组织得以提高其全球知名度和在多边领
域的影响力。 

29. 鉴于新冠肺炎危机的全球性和严重性，需要采取大规模、全面的多边应对措施。联合国通过全
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和关于采取即时社会经济措施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框架，在调动可以团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8/CH_A-UN-framework-for-the-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to-COVI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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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力量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劳工组织是制定上述社会经济框架和在所有区域实施社会保护、
职业安全与卫生、创业、性别平等、青年就业、正规化、劳务移民和绿色复苏等领域的国家社
会经济应对计划的主要参与者。 

30. 2021 年联合国秘书长的共同议程反映了多边承诺，并呼吁重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社会契约，以
加快进度实现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全球目标和具体目标。该议程旨在应对新冠肺炎的长
期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人类和地球造成灾难性后果。劳工组织在实施该议程的不同
组成部分方面，特别是在全民社会保护及加强终身学习和体面劳动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劳
工组织还在有关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确保绿色和公正的过渡，通过体面劳动、社会对话、
三方机制、人权和劳工标准促进和平与复原力，以及在劳动世界实施变革性的性别平等战略。
在此背景下，劳工组织领导着“全球就业和社会保护加速器”倡议。 

 专栏 4. 全球就业和社会保护加速器 

“全球加速器”是一项加强多边合作的倡议，将不同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创造一个全民社会保
护、绿色和就业机会丰富的增长的新时代，并使世界重回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和 8 的轨道。“全球
加速器”的目标是在现有举措的基础上，创造至少 4 亿个就业岗位，主要是在绿色和照护经济领域，
并将社会保护底线扩大到目前尚未覆盖的 40 亿人，重点关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和处境脆弱的国家。 

其实现方式包括为财政刺激措施和社会保护底线调动财政资源，开发一个汇集联合国系统专门知识的
技术支持设施，并创建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联盟，以促进数字经济创造就业，支持向正规经济转型并
增加妇女就业。 

 

31.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加强了与儿基会、妇女署、开发署、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电联等
联合国实体在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技能发展和妇女创业等问题上的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行动框架》(2020 年 9 月)旨在实现协同效应并推动创新，以
在新冠疫情应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在正规化、社会保护、社会对话、青年就业、工作
中的性别平等以及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等方面。 

32. 劳工组织是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高级别会议
的积极贡献者，重点关注新冠肺炎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重建绿色家园、社会保护融资、
远程工作、对妇女的影响、对零工经济中平台工人的影响等议题。劳工组织带头实施联合国秘
书长宣布的“气候行动促进就业倡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上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推动 30 多个国家通过了《公正过渡宣言》，承诺政府要确保工人、企
业和社区在向绿色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得到支持。 

33.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知识共享和合作也有所增加，特别是世界银行(关于数据收集、技能和数字劳
工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社会保护和社会支出)以及区域银行(关于劳务移民、青年就业、
技能开发和社会保护等主题)。 

https://www.un.org/zh/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zh.pdf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22784/lang--en/index.htm#:%7E:text=During%20the%20General%20Assembly%2C%20the%20UN%20Secretary-General%20launched%2C,to%20over%204%20billion%20people%20currently%20not%20covered.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statements-and-speeches/WCMS_75645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areas-of-work/climate-change/WCMS_732060/lang--en/index.htm
https://ukcop26.org/supporting-the-conditions-for-a-just-transition-intern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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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区域层面，劳工组织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和开发署共同领导了拉丁美
洲公平增长联盟；与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卫组织共同领导了利用人口红利、性别
和青年促进非洲发展的联盟；与儿基会共同领导了亚太地区包容和赋权联盟。 

35. 在国家层面，劳工组织积极参与了 30 多项联合国共同国家分析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
制定，并制定了培训计划，以促进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这些进程。所有合作框架都侧重于
《体面劳动议程》的关键组成要素。本两年期制定的 10 项体面劳动国别计划都借鉴了合作框架
的内容，并为实施合作框架做出了贡献。劳工组织还在数个国家的联合国基于具体问题的机构
间联盟中发挥了日益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保护方面，并参与实施联合计划，为各国在该
领域的努力提供支持。 

保持业务连续性以服务三方成员并保护职员 

36. 此次疫情给劳工组织的工作方式及其许多政策、做法和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劳工组织总部
在封锁后立即实施了数字化，大多数外地办事处亦是如此。自疫情开始时，劳工组织管理层就
力求在危机应对中实现双重目标：确保所有职员的安全与健康，履行继续有效工作的义务并向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提供服务和支持，特别是帮助其应对疫情。由总干事主持的一个在线危机管
理小组定期举行会议，以监测疫情形势发展，讨论应采取的措施并评估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37. 劳工组织通过迅速、务实的调整和创新，确保了其治理机关和监督机构的连续性和有效运行。
由于实行了特殊程序安排、使用了数字技术并完善了在线意见征询，劳工组织得以在 2021 年成
功举办虚拟大会，并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和 2021 年举办理事会虚拟会议和混合会议。劳工组织
的监督机构得以通过虚拟形式开会和运作，以履行职责，分析悬而未决的案例并提出建议。 

38. 劳工局已尽一切努力向职员提供所需的信息技术设备，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和职员能力建设以扩
大虚拟会议和向三方成员提供在线服务的能力，从而保障总部和外地办事处的有效远程办公业
务。加强职员沟通和对职员的照护责任一直是劳工局的优先事项。对职员队伍规则、流程和服
务进行了调整，以便职员在远程工作中保持良好的联系并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包括提供医疗
和心理健康服务。采取了安全健康措施并提供了指导，以降低风险并确保职员安全返回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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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新冠肺炎：职员政策、指南和服务选编 

 

39. 劳工组织在改变工作做法和政策方面表现出了敏捷性、承诺和智谋，使劳工组织得以继续执行
其工作计划并保持与三方成员的联系，同时维护职员的健康和安全。麦肯锡公司于 2021 年对劳
工组织职员进行的一项衡量组织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81%的劳工组织职员认为劳工组织向他
们提供了信息、给予了支持并征求了意见，以限制新冠疫情对其日常工作和福祉的负面影响。
此外，88%的职员还表示感谢劳工局对远程办公给予的支持，包括提供设备和培训机会以及技
术升级。 

预算和支出重点 

40. 劳工组织 2020-2021 两年期的经常预算为 7.906 亿美元，其中 4.966 亿美元专门用于实现政策
成果目标。此外，劳工组织估计，两年期内的预算外支出将达 5 亿美元，其中 3,000 万美元来自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两年期实际经常预算支出总额为 7.498 亿美元，占预算的 95%，预算外支
出为 6.677 亿美元(3,160 万美元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高出估计数 33%。 

医疗和健康咨询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心理健康与福祉

远程办公安排 重返办公室指南 旅行建议

参会限制 2020-2021两年期
计划和预算执行指南

发展合作项目实施、
交付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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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劳工组织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和支出 

 

劳工组织的资源从何而来？ 

41. 劳工组织计划执行工作的资金来自成员国对其经常预算的会费摊款以及捐助方的自愿捐款。劳
工大会在批准两年期预算时确定会费摊款数额。既定做法是劳工组织成员国的摊款比率与联合
国的摊款比率统一起来。 

42. 自愿捐款提供给发展合作项目或通过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作为未指定用途的资金。这些捐款来自
发展伙伴，包括捐款国政府、多边组织和私人机构。劳工组织的自愿捐款中，亦有一部分来自
请求劳工组织援助的成员国的国内资源，这些资源通过直接信托基金来提供，或作为南南合作
和三角合作协定的一部分。 

43. 2020-2021 年新批准的自愿非核心资金达 6.725 亿美元，较 2018-2019 年的创纪录水平下降
15%，但考虑到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造成的财政限制，这一数额仍非常可观。这反映出劳工组织
的捐款者继续在全球保持团结一致，以及其对体面劳动在应对疫情和复苏努力中作用的赞赏。 

44. 劳工组织前 20 名捐款者占自愿捐款总额的 95%。2020-2021 两年期内，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的 9
个捐助者提供的未指定用途的自愿捐款总额为 3,440 万美元，比 2018-2019 两年期增加了 650
多万美元。 3 

 
3 关于劳工组织发展合作战略和资源的更多信息，见保障性成果目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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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外资金的前 20 名捐款者 

 

 图 6. 2020-2021 两年期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的捐款者 

 

劳工组织的资源投向何处？用于什么？ 

45. 2020-2021 两年期内，劳工组织支出了 11.046 亿美元用于实现其《计划和预算》中包含的 8 项
政策成果目标，其中，4.583 亿美元来自经常预算，6.192 亿美元来自指定用途的自愿捐款，
2,710 万美元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自愿捐款支出占政策成果目标总支出的 59%。这表明劳工
组织的发展伙伴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实现体面劳动成果特别重要。劳工组织还将经常预

0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120,000,000

140,000,000

美
元

0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4,000,000

5,000,000

6,000,000

7,000,000

8,000,000

美
元



 GB.344/PFA/1(Rev.1) 23 
 

算中的 1.392 亿美元用于提供支持服务，以实现政策成果目标，并将自愿捐款中的 2,140 万美元
(其中 450 万美元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用于实现保障性成果目标。 

46. 此外，劳工组织在决策机关运行方面花费了 1.522 亿美元，用于理事会、劳工大会和区域会议，
管理服务，机构投资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项目或特殊项目。 

47. 新冠肺炎危机导致支出水平下降，特别是差旅支出，其次是会议、研讨会、讲习班支出和职员
发展支出。与此同时，尽管世界各地普遍采用远程办公安排，但职员工资、办公场所、水电、
安保和建筑维护的费用保持稳定。 

48. 另一方面，由预算外捐款供资的发展合作项目支出比本两年期开始前确定的估计数高出 33%。
除关于性别平等和非歧视的成果目标 6 外，其他所有政策成果目标的支出均高于估计数。大部
分预算外资源用于关于为所有人提供劳动保护的成果目标 7 以及关于就业和体面劳动转型的成
果目标 3。 4 占经常预算补充账户支出最多的是成果目标 3(占总支出的 26%)，其次是成果目标
7(16%)、成果目标 4(15%)和成果目标 1(15%)。成果目标 6 所占的支出最少(2%)。 

 图 7.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总支出(以百万元计) 

 

49. 72%的支出用于各地区实现政策成果目标，而其余 28%的支出则专门用于全球性知识和能力开
发以及政策和规范咨询活动。 

 
4 附录一按政策成果目标列出了 2020-2021 年劳工组织支出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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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按区域分列的总支出(百分比) 

 

50. 经常预算中有总计 3,820 万美元用于技术合作，以支持实现政策成果目标，开展体面劳动宣传工
作以及通过都灵中心及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进行机构能力建设。关于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的成
果目标 1 获得了经常预算技术合作的最大份额。尽管新冠肺炎危机也影响了经常预算技术合作
资源的支出，但交付情况与 2018-2019 年相似。 

 图 9.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经常预算技术合作支出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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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2020-2021 两年期工作成效 

51. 本部分报告分析了劳工组织在 2020-2021 两年期的执行情况，其中考虑了《计划和预算》中设
定的承诺与目标以及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所需的调整。在对国家层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综述后，
本报告介绍了与八项政策成果目标和三项保障性成果目标相关的进展与挑战，本两年期工作计
划即由这些成果目标组成。 

52. “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涵盖关于所取得的每项成果的详细信息、劳工组织的贡
献以及在各政策领域和各国所取得的进展的其他相关详情。 

各国成果概览 

53. 劳工组织帮助 151 个成员国和两个领地在八项政策成果目标(图 10)下取得了 896 项成果 5，比为
本两年期设定的目标高出 3%，其中： 

• 成果目标 1(产出 1.1 和 1.2)项下取得了 115 项成果，比目标高出 4%，这些成果与雇主和企业
会员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机构实力、复原力、服务提供和宣传能力都得到了提升有关； 

• 成果目标 2 项下取得了 117 项成果，比目标低 10%，这些成果对应于 51 个成员国的共 95 份
国际劳工标准批准书以及 22 个成员国在建立三方机制使三方成员有效参与实施国际劳工标准
方面取得的进展； 

• 成果目标 1(产出 1.3 和 1.4)和成果目标 3 至 8 项下取得了 664 项成果，比目标高出 5%，这些
成果与成员国增强了应对劳动世界未来挑战的能力有关，各政策领域的挑战因疫情而加剧。 

 
5 成果指成员国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在两年期内提高体面劳动的能力、改进体面劳动政策或立法的情况，包括批准劳工组织
标准，成果可通过《计划和预算》中设定的产出指标加以衡量。 

http://www.ilo.org/IR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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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所取得的成果总数和目标 

 

54. 在全球和各地区取得的成果中，约有 45%直接助力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图 11)。 

 图 11. 成果对应对新冠肺炎的贡献，总数和按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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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除政策成果目标项下的成果外，劳工组织还为 28 个成员国改善劳动力市场统计和信息系统提供
了支持，几乎是为本两年期设定的目标的两倍(见关于保障性成果目标 A 章节的具体信息)。 

对性别平等和非歧视的贡献 

56. 虽然由于一些原因，与成果目标 6 有关的性别平等和促进劳动世界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的目标
未能实现， 6 但劳工组织在本两年期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2022-2023 两年期计划
和预算》执行期间取得持续性和颠覆性的进展奠定了基础。例如，这包括创建和宣传有关新冠
肺炎对男女及残疾人的不同影响的知识，制定关于性别平等和多样性的能力建设和辅导举措，
加强伙伴关系，特别是与联合国妇女署以及在同酬国际联盟(EPIC)框架下的伙伴关系。 

57. 实现劳动世界性别平等和非歧视，是劳工组织所有计划和干预措施一以贯之的目标。因此，在
成果目标 6 项下采取针对性行动的同时，还需在所有其他成果目标项下为实现性别平等和非歧
视主流化付出努力。为便于监测和报告，作为联合国实体的普遍做法，劳工组织成果管理制度
包含一个通过应用三级指标，根据对实现该目标贡献的大小对所有政策领域的国别计划成果进
行分类的系统。 7 

58. 总体而言，本两年期所取得成果的 6%将推进性别平等和非歧视作为主要目标，而另外 48%的成
果对此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图 12)。这些数字与 2018-2019 两年期报告的数字相近，后者分别
为 5%和 48%。 

 
6 见政策成果目标 6 对应的章节中有关劳工组织在该领域执行情况的信息。 
7 当促进性别平等和非歧视是劳工组织行动和成果的主要目标时，适用指标 3。当劳工组织在其他政策领域的行动和成果通过
解决不平等和歧视的根源，对推进这一目标做出重大贡献时，适用指标 2。当劳工组织在其他政策领域的行动和成果对促进
性别平等和非歧视有一定的关注，但对该领域的进展贡献有限时，则适用指标 1。例如，这包括为确保妇女参与能力发展倡
议或为生成关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现象的信息和知识而采取的措施。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Whatwedo/Publications/policy-briefs/WCMS_82486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Whatwedo/Publications/policy-briefs/WCMS_82486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Whatwedo/Publications/policy-briefs/WCMS_82486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1655.pdf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Whatwedo/Publications/policy-briefs/WCMS_824865/lang--en/index.htm


 GB.344/PFA/1(Rev.1) 28 
 

 图 12. 成果分布情况，按对性别平等和非歧视的贡献分列 

 

59. 专门推进性别平等和非歧视的大部分成果都是在成果目标 6 项下实现的。尽管在这一成果目标
项下取得的进展比原计划慢，但将其纳入劳工组织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框架，有助于推进劳
工组织的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议程，并解决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问题。此外，在关于为所有人提
供劳动保护的成果目标 7、关于可持续企业的成果目标 4、关于就业的成果目标 3 和关于社会保
护的成果目标 8 项下，也有大量成果关注这一目标(图 13)。 

 图 13. 成果对性别平等和非歧视的贡献，按政策成果目标和指标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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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本两年期取得的一些成果侧重于促进因残疾、艾滋病毒感染状况、土著身份或三者的组合而在
劳动力市场受到歧视的群体的平等权利。约 20%的成果促进了残疾人的机会和待遇平等，12%
的成果侧重于艾滋病毒感染者，9%的成果针对土著居民。尽管在关于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的成
果目标 1、关于劳动保护的成果目标 7 和关于社会保护的成果目标 8 中，也有实例和良好做法，
该领域的大部分进展是在成果目标 6 项下报告的。 

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献 

61. 《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明确将每项政策成果目标与与劳工组织比较优势领域密切相
关的数量有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起来。因此，在劳工组织支持下，两年期报告的成果反映
了本组织对《2030 年议程》的贡献。 

62. 总体而言，60%以上的成果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图 14)。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三个具体目
标上： 

• 可持续发展目标 8.3：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造、创业精神、
创造力和创新，鼓励中小微型企业通过获取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 可持续发展目标 8.5：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疾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
做到同工同酬； 

• 可持续发展目标 8.8：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人，特别是女性移民和没
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图 14. 劳工组织成果对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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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对劳工组织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贡献的分析表明，大量成果有助于实现关于消除对妇女
和女童的一切形式的暴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2，这主要源于各国在《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
(第 190 号)方面取得的进展。与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有关的成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16.7 关于
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的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技能和终身学习方面的进展
有助于实现关于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的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4。社会保障
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成就，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3，而劳工组织对减少不平等的贡献
主要集中在劳务移民(可持续发展目标 10.7，关于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和人口流动)以
及工资和社会保护政策(可持续发展目标 10.4)领域。 

各区域的进展情况 

64. 图 15 列出了成果的区域分布情况。非洲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是亚太地区以及美洲。这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国别计划的成果目标分布以及与区域具体情况有关的资源地域分配情况。 

 图 15. 按区域分列的成果分布情况 

 

65. 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在各国和各区域的表现不同。为此需要开展快速评估和具体分析，并创建
针对性强的国家和区域知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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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5. 有关新冠肺炎和劳动世界的区域知识产品精选 

• 《劳工组织支持非洲成员国和非盟委员会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对非正规经济的影响》 

• 《新冠肺炎时期劳动力综述：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收入的影响》 

• 《迈向富有成效和包容的道路——在阿拉伯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 《2020 年亚太地区就业和社会展望：引领危机走向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 

• 新冠肺炎对 11 个国家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快速评估和分析，发表在劳工组织的欧洲和中亚网站。 
 

66. 在非洲，围绕 2019 年 12 月第 14 届非洲区域会议通过的《阿比让宣言》及其实施计划确定的优
先事项，对劳工组织援助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大量成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事实证明，
该宣言在危机期间具有现实意义，并成为复苏的动力。 

• 该区域就业战略取得了进展，包括重点关注青年、妇女、难民和国内的流离失所者。然而，
这些领域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资助，以解决该区域的高失业率、非正规化和在职贫困问题。 

• 作为该区域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社会保护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现金转移计划和将
健康保险扩大到未受保护群体的措施方面。劳工组织启动了一项区域战略，支持三方成员努
力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面，目标是到 2025 年非洲大陆 40%的人口至少享受一项社会保护待
遇。该战略的实施将受益于与非洲联盟委员会(非盟委员会)、世界银行、开发署、儿基会和欧
盟等组织的现有伙伴关系。 

• 劳工组织还与非盟委员会合作，制定关于在非洲消除童工劳动、强迫劳动、贩运人口和现代
奴役的十年行动计划(2020-2030 年)。两组织都强烈呼吁将承诺转化为行动，这是因为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童工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 劳工组织在劳务移民问题上的知名度和领导力在本两年期大幅提升，特别表现在政府间发展
组织(伊加特)《关于劳工、就业和劳务移民的吉布提宣言》方面，以及《安全、有序和正常移
民全球契约》在该区域的实施方面。劳工组织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区域间平
台，以解决劳务移民问题，并为通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劳务移民行动计划》做出了贡献。 

• 劳工组织的规范工作促使 14 个成员国批准了 36 份文书。这是由于劳工组织提供了有针对性
的援助以加快批约进程，重点是批准与区域发展优先事项有关的文书，包括推进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加强后内乱时期的法治，或增强对弱势工人的保护(特别是对移民工人、家政工人
和性别暴力受害者的保护)。 

67. 在美洲，许多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审查和颁布劳动法，并实施就业保护政策，以应对卫生和经
济危机。虽然其中许多举措不是社会对话的结果，但在一些国家确实进行了三方讨论，导致出
台应对疫情影响的措施。在这方面，劳工组织对所有政策领域的国别成果和区域成就都做出了
贡献。 

• 正规化是该区域优先事项之一，劳工组织确定了 60 项通过使用技术减少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
创新解决方案，并将推动在这一领域实施两个项目。劳工组织支持在旅游业、零售商业(市场)
和渔业等行业以及农村经济中，通过社会对话促进正规化。 

https://www.ilo.org/africa/countries-covered/cote-d-ivoire/facet/WCMS_74794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americas/publicaciones/WCMS_75669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rut/publications/WCMS_81704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4084.pdf
https://www.ilo.org/europe/publications/lang--en/index.htm
https://igad.int/attachments/article/2866/Declaration%20Signed-English.pdf
https://www.iom.int/global-compact-migration
https://www.iom.int/global-compact-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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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组织宣介了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良好做法，制定了关于远程工作、业务连续性计划和生
产力提升的虚拟能力建设举措，并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建立了妇女企业家网络。 

• 为确保安全返工和业务连续性，劳工组织开发了区域工具并开展了相关活动，包括侧重于农
业、工业、服务业和家政工作等行业的生物安全准则和规程。 

• 劳工组织与开发署合作制定了关于委内瑞拉移民在接纳社区实现社会经济融合的区域战略。 

• 该区域的 11 个成员国在本两年期批准了 21 份文书，特别包括《<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和《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 

68. 在阿拉伯国家，劳工组织在冲突和经济挑战、社会不平等以及难民和移民人数增加的形势下，
应对体面劳动的挑战。所有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因新冠疫情而加剧。取得的许多国别成果都
受益于具有相当规模发展合作工具组合的国家的项目和伙伴关系。 

• 劳工组织根据对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分析，支持制定全面的国家就业政策，包括宏
观经济、行业和结构性改革以及加强劳动力市场机构。 

• 移民工人和难民更有可能遭受危机后果的影响，因此其处境仍是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尽管
在新冠疫情初期遭遇挫折，数个接纳移民工人和难民的国家仍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制定措
施改善工作条件，并确保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移民能够安全和自愿返回。 

• 同样，由于该区域需要大量支持以加强社会保护制度，因此在包括劳工组织、儿基会和联合
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在内的区域专项问题联盟框架内，加大了这一领域的工作
力度。 

• 劳工组织在联合国应对危机的社会经济对策框架下，加强了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并开始实施
数项联合计划，包括首次与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合作。 

• 两个成员国在本两年期新批准了五项劳工组织公约，而 2018-2019 两年期仅批准了两项，其
中一项是第 29 号公约的议定书。 

69. 即便在新冠肺炎致使工作中断的情况下，劳工组织仍有效、高效地向亚太地区的三方成员提供
了相关服务。这使得该区域在所有政策领域都取得了成果，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特别容易受到危
机影响的一些特点，如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大量不稳定的移民工人、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低(尤其
在南亚)、社会保护覆盖率低以及劳动力市场机构弱。 

• 劳工组织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强调危机在性别、年龄、就业行业和职业方面的差异化影响
——得到了广泛认可，并有助于影响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复苏政策和联合国支持战略。 

• 劳工组织为湄公河国家的社会保护政策指导框架做出了贡献，支持制定了失业保险计划，并
通过使用数字工具进行登记(电子正规化)以及将社会保护、技能认可和支持扩大到小微企业，
促进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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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组织特别关注医疗工作者和照护人员的工作条件，包括暴力和骚扰问题。全区域加大努
力确保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许多国家将从新冠肺炎中汲取的关于应对“突发风险”指南
方面的经验教训，纳入到其职业安全和卫生政策和计划。 

• 劳工组织加强了区域伙伴关系，将促进《体面劳动议程》作为复苏战略的核心内容，并与亚
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开发了知识产品。 

• 在本两年期，6 个成员国登记了 9 份劳工组织文书的批准书，其中 6 份是对基本公约的批准
书。这是一个需要劳工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持续重视和支持的工作领域。 

70. 在欧洲和中亚，新冠疫情暴发后，企业和政府通常通过社会对话采取措施保住工作岗位，并随
后确保安全返岗。由于成员国对劳工组织专业知识(包括工作场所安全、远程工作和正规化方面
的专业知识)的需求增加，所以在国家层面和区域产品方面取得了具体成果。 

• 为了在社会对话、三方机制和劳动力市场转型方面取得进展，劳工组织向三方成员提供了支
持，重点是：(a) 诊断危机的性质和规模；(b) 支持设计快速应对措施；(c) 促进向强劲、公平
和公正的复苏转型的努力。 

• 劳工组织开展了劳动力市场影响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三方成员知识交流倡议，
并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合作，实施了发展合作干预措施，以应对危机影响，并将体面劳动问题
作为社会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常专门针对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国家和次区域在线能力发展举措，着眼于危机减轻、就
业战略、解决劳动世界的性别不平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作用、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扩大
社会保护的覆盖面。 

• 该区域各国继续以良好的速度批准劳工组织公约(18 个成员国，24 份批准书)。劳工组织在发
展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机制以及执行国际劳工标准方面加大了对三方成员的援助力度，这是
因为社会对话和工作场所合作的文化是在危机期间和危机后影响复苏和防止就业和劳动条件
恶化的关键。 

按政策成果目标分列的成果 

71. 本章节介绍在《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的每项政策成果目标下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国别成果的亮点和实例，以及劳工组织提供的一些重要的全球产品。 8 

 
8 附录 2 包含一个表格，列出了八项成果目标下所有产出指标的设定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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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标 1：强有力的三方成员与具有影响力和包容性的社会对话 

 亮点 

• 28 个成员国振兴了社会对话机制，特别是应对危机的社会对话机制。 

• 27 个成员国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通过劳工组织的 16 个电子校园学习管理系统及其他培训举措增
强了能力，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对现有会员的虚拟培训服务，并吸收了新成员。 

• 28 个成员国的工人组织扩大了与以前未入会工人的联系，成立了新组织或开发了新服务，以支持
工人应对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挑战，其中包括通过新的数字工具和增加使用在线媒体为工人提供支
持。 

• 继 2020-2021 两年期新登记 6 份批准书(安哥拉、佛得角、克罗地亚、卢森堡、索马里和苏丹)之
后，劳工组织 83%的成员国现已批准《1976 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 号)。 

 

72. 为紧急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许多政府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政策决定，这往往会影响
社会对话、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以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独立性。劳工组织根据其规范职责及
三方成员结构作出的反应是，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增加对三方成员的支持，重振各级社会
对话机制和机构。 

73. 最初，劳工组织为社会伙伴应对疫情对工作场所健康造成的直接后果提供了支持，使其能够继
续运作并为其会员以及更广泛的雇主和工人社区开发服务、工具和资源。随后，劳工组织为创
建知识以了解其需求、政策研究和宣传提供支持，其中特别重视经济复苏及维持就业和收入所
需的业务连续性战略、技能需求、社会保护和就业措施。特别强调了中小型企业、非正规经济
中的工人和经营者以及其他弱势工人群体。由于缺乏保护且被排除在支持措施之外，他们遭受
到不成比例的打击。劳工组织在劳动监察机构的运作受到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协助劳动行政管
理部门对劳工问题简化为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即与返岗选择、避免工作场所传染、保护最脆
弱工人以及社会伙伴参与有关的政策。 

74. 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社会伙伴组织得以能够迅速评估新冠肺炎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从而提高
了其制定和倡导政策变革的能力。通过 420 项调查，近 50 个成员国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获得
了关于疫情危机对企业影响的数据，并向政府提交了改革建议。26 个成员国的工人组织提出了
关于加强劳动保护的建议，并在国家级论坛和社会对话机构中进行了讨论。 

 专栏  6. 了解新冠肺炎危机期间社会伙伴的需求和作用 

劳工组织和国际雇主组织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受调查的 127 家雇主和企业会员组
织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但其作为私营部门引领复苏倡导者的作用却得到了加强。2021 年 1
月，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盘点了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如何在新冠肺炎时期领导企业，并审
查了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在引导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复苏方面的作用。这两份报告为重新将劳工组织技
术支持的重点放在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上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2021 年 1 月发布的一项全球趋势分析报告显示，133 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在危机期间通过提供各种服务
和开展社会对话，非常积极地保护工作条件。这包括设立应急基金、启动提高认识的运动和计划、提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937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665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7224.pdf


 GB.344/PFA/1(Rev.1) 35 
 

供法律咨询、分发个人防护设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承认新冠肺炎为工伤。2021 年 6 月，劳工组织还
出版了一期《国际劳工研究杂志》专刊《新冠肺炎与复苏：工会在更好地向前建设中的作用》。 

 

75. 通过加强社会对话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成为许多成员国将三方成员团结起来的力
量。将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作为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复原力的指标纳入《联合国 2019 冠状病毒病
即时社会经济反应全球框架》，促进了劳工组织在该领域的宣传工作和行动。 9 劳工组织创建
了关于社会对话在新冠疫情期间作用的知识，作为一种在危机背景下调和相互竞争的利益、建
立承诺和增加决策过程中的自主权的手段。2021 年，劳工组织完成了关于社会对话战略目标的
旗舰报告，将于 2022 年出版发行。 

 专栏 7. 斐济应对新冠肺炎的三方合作和社会对话 

在劳工组织的支持和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下捐款的帮助下，斐济商业和雇主联合会、斐济工会大会以及
斐济就业、生产力和产业关系部牵头开展了一项关于新冠肺炎对就业和商业影响的快速评估。随后发
布报告，提出了关于新冠肺炎应对和复苏计划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为联合国在斐济开展的新冠肺炎社
会经济影响评估做出了贡献。其中数项建议被政府采纳并纳入了国家预算，包括斐济开发银行的“新
冠肺炎复苏信贷担保计划”。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76.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重点支持了四项产出的交付，其中三项与三方成员的机构能力有关，第
四项与社会对话和劳动关系法、程序和机构有关。总体而言，所取得的 199 项成果比目标(179
项)高出 11%。在八项产出指标中，有五项指标下的成果高于目标。大约 60%的成果是在非洲和
亚太地区取得的，而与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有关的大部分成果是美洲报告的(图 16)。 

 
9 根据 UNINFO 新冠肺炎数据门户网站，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与 3,000 多个社会伙伴组织接洽，为 100 多个国家的 1,000 余个地
方和国家级社会对话空间提供了便利。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6895.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framework_report_on_covid-19.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framework_report_on_covid-1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workers-and-employers-organizations-tripartism-and-social-dialogue/covid-1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suv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1883.pdf
https://www.pacific.undp.org/content/pacific/en/home/library/socio-economic-impact-assessment-of-covid-19-in-fiji.html
https://www.pacific.undp.org/content/pacific/en/home/library/socio-economic-impact-assessment-of-covid-19-in-fiji.html
https://data.uninfo.org/results/gl-social-cohesion-and-community-resil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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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成果目标 1 下取得的成果，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77. 新冠肺炎造成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催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即扩大和深化劳工组织的支持，
以增强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的机构能力，从而使这些组织能够保留其机构，向政府有效反映私
营部门的需求并参与社会对话，同时加快向其会员提供服务。在这一领域取得大量成果的原因
是劳工组织对其干预模式进行了调整，以确保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特别是通过可根据国情
定制的全球工具和雇主指南。 

78. 劳工组织发布了 12 项全球新冠肺炎知识产品，这些产品使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能够在以下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a) 通过改善数据收集、分析和交流，协调企业发声；(b) 通过持续提供有关在
工作场所管控新冠肺炎、家庭办公、安全返工、业务连续性规划和生产力驱动的复苏方面的指
导，与其会员建立更强有力的联系；(c) 将其为会员提供的服务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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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8. 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开展的宣传对哥伦比亚、塞舌尔和塞尔维亚关于从新冠肺炎中 
 复苏的公共政策的影响 

劳工组织对加强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的宣传、沟通、分析和对话能力做出了贡献，提高了新冠疫情期
间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 

哥伦比亚全国商业协会(ANDI)提出了一项关于延长“正规就业支持计划”的具体要求，该计划于 2020
年底获得国会批准，惠及超过 14 万家企业和 390 万名工人。 

2020 年 7 月，塞舌尔工商会根据五次商业调查结果以及对利益相关方的访谈获得的独特数据，编写了
一份题为《复苏与繁荣之路》(RAP)的文件。塞舌尔总统下令要求与各部委合作实施 RAP，该工商会于
是与塞舌尔中央银行合作，为重新开放经济提供指导。 

塞尔维亚雇主协会(SAE)开展了两轮企业调查，以收集新冠疫情对企业影响的证据，并主张针对特定行
业采取应对措施，政府采纳了这些措施。措施包括扩大对酒店业的工资补贴，向运输行业的企业提供
直接援助。 

 

79. 同样，不顾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也正因为新冠疫情，劳工组织通过创新方法和数字工具持续
加强工人组织的机构能力，将新的工人群体组织入会。在数个国家，工会能够与新行业、非正
规经济和数字平台的工人建立联系。巴拉圭和汤加也成立了新工会。 

 专栏 9. 新冠疫情期间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的工人组织在吸纳新成员加入工会方面的创新 

面对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挑战，世界各地的许多工人组织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开始开展推介活动，特
别是通过数字手段，为特定群体建立了信息热线和法律服务中心。 

例如，哥伦比亚农业综合企业部门的数个工会组织实施了一项吸引和支持以妇女为重点的农村工人的
战略，其中包括利用社区广播和电视开展宣传活动。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马职总)设立了“移民求助中心”，为无证移民工人登记提供帮助，并为那些面临不
公平解雇的工人提供法律咨询，包括通过数字方式提供咨询。马职总还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成立
了一个工作组，以加强对平台工人的劳动保护。 

 

80. 在一些国家，新冠疫情导致社会对话受到挑战，劳工权利遭到限制，因而工会有效工作受到妨
碍，向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控诉的数量增加。劳工组织加强了对工会的支持，使其能够影响政策
并振兴社会对话。例如，包括促进各国的工会联盟，促进与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的两方对话，
以及提高工人组织参与国家和联合国规划进程以实施《2030 年议程》的能力。为此，劳工组织
编写了一套关于工会在多边主义中作用的培训教材和《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与体面劳动
议程的工会参考手册》。 

81. 各国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为加强有效参与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增加了对劳工组织服务的需求，
促使比原计划更多的成员国制定了机构框架，以应对劳动世界的新挑战。然而，封锁措施和经
济活动放缓影响了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并因此影响了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数量。尽管如此，
劳工组织还是提供了电子和在线辅助材料和平台，包括指南、工具包和良好做法汇编，其中部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4956.pdf
http://www.employment.gov.sc/media-centre/publications/307-hotel-employees-construction
https://www.poslodavci.rs/wp-content/uploads/2021/07/ILO_ENG_FINAL.pdf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DmEYr2TtBG4xCfcp304og/featured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003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00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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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专门针对应对新冠肺炎的。9 个国家和领地的劳动监察部门通过劳工组织在 2020 年 8 月推
出的战略合规门户网站，得以制订自己的计划，并在线监测监察活动的状态和结果。 

82. 在加强社会对话和劳动关系法律、程序和机构方面取得的成果数量超过了目标。大量成果涉及
利用三方社会对话制定各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非洲、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和中亚尤其
如此。劳工组织还为加强劳动争议解决体系作为应对新冠疫情后果的机制做出了贡献，特别是
在亚太地区以及欧洲和中亚。 10 产业关系比较法律数据库(IRLex)、产业关系数据库(IRData)和
产业关系在线培训工具(IRToolkit)得到了扩大。9 个成员国的集体谈判得到了改善，而 8 个成员
国的工作场所合作和申诉处理机制得到了加强，从而有助于改善工作条件并增强工作场所的复
原力。“更好的工作计划”支持 12 个国家服装行业的工厂和工人在卫生与安全、遵守国际劳工
标准、新冠肺炎预防和疫苗接种等问题上加强合作与对话。 

83. 总的来说，两年期内的经验和劳工组织的具体研究表明，更有影响力的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有
助于新冠疫情期间改善对工人的保护，增强企业(如卫生、海事和运输业中的企业)的韧性，并加
快复苏的步伐。 

 专栏 10. 格鲁吉亚振兴劳动监察和社会对话 

格鲁吉亚议会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通过了劳动法改革一揽子方案，该方案是在劳工组织支持下制定
的，与欧盟指令和该国在批准的劳工组织公约下的国际义务相一致。该一揽子方案包括劳动法修正案
和一项关于劳动监察服务的新法律，该法律扩大了监察机构的职责，并要求就劳动监察战略和活动设
立一个三方咨询委员会。 

 

84. 三方成员在劳工组织理事会批准的关于水产养殖、汽车、教育、城市交通、体育、纺织、服装、
皮革和鞋类的 9 个行业会议上达成共识，并通过了结论、建议和工具。标准制定委员会审查了
海事和教育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 11 美洲和亚太地区的次区域会议讨论了环卫、纺织和旅游方
面新出现的主要问题，而两个区域间研讨会则讨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采矿方面的研究结果。
专家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制定了关于纺织品、服装、皮革和鞋类业安全与卫生的行为准则。 

预算和支出 

85. 2020-2021 两年期，在成果目标 1 项下的总支出为 1.474 亿美元，其中 68%来自劳工组织的经
常预算，29%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3%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2)。这一数额比两年期
的战略预算高出 31%，这特别是由于调动了旨在加强劳动行政管理和劳动监察的自愿捐款。 

 
10 参见劳工组织《关于快速评估调查的报告：应对新冠疫情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11《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三方专门委员会(STC)；联合海事委员会海员工资分委员会(JMC/SC)；以及劳工组织/教科文组
织实施关于教学人员的建议书的联合专家委员会(CEART)。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52160.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llective-bargaining-labour-relations/WCMS_50755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llective-bargaining-labour-relations/WCMS_408983/lang--en/index.htm
https://betterwork.org/1-better-work-response-to-covid19/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2236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docs/WCMS_82862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74868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industries-and-sectors/education/ceart/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industries-and-sectors/education/ceart/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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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与成果目标 1 相对应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101.8 101.1 

预算外发展合作 11.0 42.2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设定 4.1 

合计 112.8 147.4 
  

86. 在 2020-2021 两年期的总支出中，51%用于加强社会伙伴组织的机构能力(产出 1.1 和 1.2)。这
些资源主要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预算(91%)。此外，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也为这些产出提供了非常
可观的拨款，2020-2021 两年期这一来源的支出超过了 2018-2019 两年期用于促进强大和有代
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支出，为 21 个成员国取得的 23 项成果做出了贡献。 

成果目标 2：国际劳工标准与权威有效的监督 

 亮点 

•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成为劳工组织历史上第一个得到普遍批准的标
准。 

• 本两年期共登记了 95 份公约和议定书的批准书，其中 69 份是 2021 年登记的，凸显了成员国对国
际劳工标准的重视，以从危机中恢复到更美好的劳动世界未来。在本两年期内，安提瓜和巴布达
批准了 8 项公约和 1 项议定书，塞拉利昂批准了 7 项公约和 1 项议定书，索马里批准了 7 项公约。 

• 由劳工组织、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海事组织牵头的多利益攸关方联盟解决了因新冠肺炎限制对船
员更换所造成的影响，为新冠肺炎危机期间滞留在海上的数十万名海事工人提供了解决方案。 

• 应墨西哥和美国政府请求，劳工组织对墨西哥锡劳通用汽车工厂的集体谈判协议的合法化进程进
行了观察，该协议关系到履行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承诺。 

 

87. 劳工组织不顾新冠疫情造成的困难，继续按照《百年宣言》的要求，制定关于制定、促进、批
准和监督国际劳工标准的前瞻性政策。标准审议机制继续致力于维持一个清晰、有力和切合当
前情况的标准体系，本组织继续推进标准政策议程，在废除或撤销过时的文书和制定新标准以
弥合监管差距之间取得平衡。2021 年，劳工大会决定废除 8 项公约，并撤销 10 项公约和 11 项
建议书。此外，《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三方专门委员会(STC)提议在 2023 年至 2030 年间废
除或撤销 36 项海事文书。同时，理事会决定将优质学徒制标准项目列入 2022 年和 2023 年劳工
大会议程，将生物危害防护标准项目列入 2024 年和 2025 年劳工大会议程。 

88. 数字版指南、数字资料库和报告编写工作流程等技术上的改进，使监督机构得以继续以良好的
速度运作，并使三方成员能够更有效地使用监督机制，从而提高了透明度。与此同时，劳工组
织开发了专门产品，以了解国际劳工标准在新冠肺炎暴发和监督机构工作方面的作用。 

http://wcmstraining2.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9937.pdf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WCMS_817895/lang--en/index.htm
http://wcmstraining2.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99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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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11. 新冠疫情期间劳工组织的监督机制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于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成功举行了其首次全虚拟会议。在
本两年期，专家委员会发布了 3,223 项评论意见和一份关于“在变化的环境中促进就业和体面劳动”
的普遍调查报告。专家委员会在其 2021 年总报告中专门通过一节篇幅和数项一般性观察意见，讨论了
在新冠肺炎危机背景下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的问题。 

因劳工大会延期举行而于 2020 年推迟的标准实施委员会，于 2021 年以在线形式重新开始运作。该委
员会审查了 19 个案例，并通过了关于由劳工局采取有针对性的后续行动的结论。 

结社自由委员会在理事会 2020 年 3 月和 6 月会议上被推迟后，于 2020 年 10 月以虚拟方式恢复了工
作，审查了 139 起案例，解决了案件积压问题。 

理事会于 2020 年和 2021 年举行的虚拟会议期间，审查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
控诉和根据第 24 条提出的申诉，并就两个调查委员会建议的后续行动和其他案件作出了数项决定。劳
工局在 6 起案例中为当事各方之间的自愿调解提供了援助，其中 2 起已被撤回。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89. 劳工组织在本两年期为成员国批准国际劳工标准提供了支持(产出 2.1)。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
低于为两年期设定的目标(图 17)，这主要是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的批准进程放缓。劳
工组织还为三方成员实施标准提供了支持(产出 2.2)，达到了为 2 项产出指标设定的目标。通过
及时报告和促进三方成员参与，22 个成员国在规范周期的参与能力得到了提高(产出 2.3)。 12 

 
12 具体信息，见附录二。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9/reports/reports-to-the-conference/WCMS_77104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9/reports/reports-to-the-conference/WCMS_77104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89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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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成果目标 2 下取得的成果，按区域分列 

 
注： 

• 产出 2.2 下的两项指标和产出 2.3 下的一项指标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因此图中未包括。 

• 《计划和预算》文件中为指标 2.1.2 确定的目标(20 份批准书)对应于标准审议机制审议的关于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
护、就业政策和海事劳工的一套数量有限的文书。这一数字在本两年期被超过。80 份批准书的目标与过去三个两年期最
新技术公约的平均批准数一致。 

90. 虽然新冠肺炎危机对 2020 年批准国际劳工标准的进展造成了影响，但 2021 年批准书登记数量
大幅增加，达到了类似于 2019 年劳工组织百年纪念年的数量(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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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登记的批准书数量(2014-2021 年) 

 

91. 在基本公约和治理公约方面，劳工组织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重要进展，《1999 年最恶劣形式
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得到了普遍批准。在同一类别中，批准最多的文书是《<1930 年强
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和《1976 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 号)。 

92. 至于技术公约，由于职业安全与卫生与应对新冠肺炎的相关性上升，《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
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促进框架公约》(第 187 号)获得了大量批准。其
他获得高批准量的公约包括最近通过并于 2020 年生效的《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
以及《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 

 专栏 12. 大韩民国批准基本公约的情况 

2021 年 4 月 20 日，大韩民国批准了 3 项基本公约：《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1948 年
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以及《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
这是该国三方成员自 1996 年开始的漫长承诺之旅的高潮，其中包括劳工组织高级别三方代表团和技术
支持、与监督机构的对话以及法规方面的进展，所有这些都为批准公约铺平了道路。 

 

93. 劳工组织继续为三方成员实施国际劳工标准提供支持。监督机构满意地注意到各国取得进展的
案例数量为 44 个，接近 45 个案例的目标。这反映出扩大了劳工组织技术援助的范围，并增强
了对加强劳动保护以便在新冠疫情之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劳动世界的必要性的认识。 

94. 劳工组织这一领域战略的一项核心内容是，通过伙伴关系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伙伴关系，
扩大和整合各方面的努力，将实施国际劳工标准主流化。结果是，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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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事宜被明确纳入秘鲁、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占经分析的 40 个框架的 10%，因此达到了预设的目标。在另外五个合作框架(孟加拉国、科特
迪瓦、斯威士兰、南非和土耳其)中，战略是根据监督机构对结社自由、性别平等、童工劳动和
促进就业等问题的评论意见而制定的，但未明确提及这些评论意见。例如，《2022-2026 年联
合国-孟加拉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提及国际劳工标准、劳动法改革、加强劳动力市场治理和
促进社会对话。 

 专栏 13. 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联合国工作的主流 

劳工组织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数个机构间小组，包括：(a) 不让任何人掉队、人权和规范议程工作队；
(b) 联合国种族歧视和保护少数群体网络；以及(c) 联合国秘书长人权行动呼吁工作组。劳工组织为开
发相关知识产品和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提供培训做出了贡献。虽然这方面的努力总体上成功，但
经验表明，有必要进一步确定和发展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评论意见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之间的战略联
系。 

 

95. 就三方成员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参与规范周期各个阶段的能力而言，也取得了重要的积极成果。
劳工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包括对 20 个成员国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重新设计了培训举措，
特别是与都灵中心合作开展的培训举措，如国际劳工标准学院培训，这些举措加大了在具体地
区的虚拟交付和推广力度。尽管 2020 年及时报告已批准标准实施情况的比例较低(25%)，但
2021 年的比例显著增加(40%，达到了目标)。这使监督机构能够充分履行其监督职责。 

96. 在 22 个成员国，特别是在非洲、亚太地区和美洲，劳工组织为建立三方机制提供了支持，使三
方成员能够在国家层面有效参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包括向监督机构报告。在一些国家，危
机应对为加强三方成员参与规范优先事项提供了机会，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恶化了社会对话的
条件。因此，有必要继续努力，使三方成员能够讨论和商定关于批准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的国
家计划，包括作为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各项决定的一项后续行动。 

预算和支出 

97.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2 项下的总支出为 7,250 万美元(表 3)。由于在本两年期内取消了
数次面对面的会议以及由于旅行受到限制，经常预算的支出低于计划。另一方面，由于对在全
球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社会保障政策框架内推广标准的兴趣增加，预算外支出
高于预期。在许多情况下，标准实施方面的进展是劳工组织发展合作有效干预的结果，例如，
“贸易促进体面劳动”项目和劳工组织卡塔尔技术合作计划。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为 2 个成员国
在该领域取得的具体成果做出了贡献。 

https://bangladesh.un.org/en/159767-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unsdcf-2022-2026
https://bangladesh.un.org/en/159767-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unsdcf-2022-2026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WCMS_697996/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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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与成果目标 2 相对应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56.7 50.7 

预算外发展合作 11.0 18.6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设定 3.2 

合计 67.7 72.5 
  

成果目标 3：旨在实现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与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转型 

 亮点 

• 67 个国家制定了就业保护、促进和复苏的政策、计划和行动计划，特别旨在应对新冠肺炎危机。 

• 20 个国家采用劳工组织的创新方法，对新冠肺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快速评估。 

• 7 个成员国在其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国家自主贡献中，纳入了对公正过渡的考虑。 

• 劳工组织在 2021 年 9 月的粮食系统峰会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利用伙伴关系，为世界上遭受粮食
不安全之苦的 7.68 亿人促进体面就业，其中许多人是农业工人。 

 

98. 劳工组织在经济、社会和环境转型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支持三方成员努力应对危机对受影响最
严重的行业、企业和工人造成的直接后果，并为实现就业密集、包容和绿色复苏制定更长期的
政策和计划。劳工组织开发了新工具，如《评估新冠肺炎国家层面影响的快速诊断》。对指导
和实施方法进行了调整，更好地促进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的协调，旨在形成合力并提升影响。 

 专栏 14. 乌兹别克斯坦协调实施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就业和劳动关系部请求劳工组织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之间的协
调，从而提高对妇女和青年的覆盖率，并确定更有效应对危机所需的技能、制度和程序。劳工组织进
行了两项体制性评估，一项针对公共就业服务，另一项针对公共工程计划，并就如何加强对弱势群体
和青年男女的服务提出了建议。结果是，到 2020 年 10 月，该国得以为 50 万人提供临时工作岗位，其
中 27 万是女性，与 2020 年 1 月相比，其提供公共工作岗位的能力翻了一番。 

相关文章：《劳工组织如何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支持重要的公共就业计划》。 
 

99. 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劳工组织通过“就业促进和平与复原力”旗舰计划，为维持或创造就业
的即时应对措施提供支持，重点关注适应新卫生条件的公共工程计划。农业食品系统的脆弱性
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无遗，需要特别重视农业食品系统在复苏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许多国家
的三方成员因此在农村地区落实了体面劳动措施，重点关注环境可持续性。 

https://www.ilo.org/emppolicy/pubs/WCMS_74364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Whatwedo/Projects/strengthen2/WCMS_76725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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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00.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重点支持落实五项产出任务，以加强成员国制定和实施对农村和绿色经
济等中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的政策应对措施的能力。总体而言，劳工组织在这一成果目标
下促成了 102 项成果，略低于为两年期设定的目标(114 项)。7 项产出指标中的 3 项超过了目标，
在采用正规化综合战略方面的成果显著低于目标，这是因为受新冠肺炎危机影响，许多国家将
支持即时应对的行动置于长期措施之上(图 19)。 

 图 19. 成果目标 3 下取得的成果，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101. 大约 40%的成果是在非洲取得的，这些成果特别涉及国家就业政策、农村经济中的体面劳动措
施和就业密集型投资计划的批准通过。劳工组织还在美洲(特别是与农村经济有关的成果)和亚太
地区促成了大量成果。阿拉伯国家的成果平均分布在各个成果目标领域，而在欧洲和中亚，大
多数成果与国家就业政策及就业服务的加强相对应。 

102. 为响应三方成员的要求，劳工组织对制定和实施新一代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就业政策的援助重
点转向了新冠肺炎危机对就业，特别是对妇女、青年和非正式工人就业的影响，以及促进就业
密集型复苏战略。通过快速评估产生的国别知识，加上关于危机对青年影响的全球调查和关于
危机对不同性别的就业影响的研究，为制定基于实证的就业战略以应对危机铺平了道路，在 17
个成员国取得了成果。联合国妇女署和劳工组织在五个国家联合实施的计划，支持了促进性别

6 6

2

8
5

7 6

2 3

7

4
51

1

2

2
3

2
4 1

5

1 3

33

1

2

2

5

16

12

2

24

12

15

21

24

18

12

15

8

12

25

0

5

10

15

20

25

30

3.1.1. 有新一代

国家就业政策的

成员国

3.1.2. 有国家

青年就业战略的

成员国

3.1.3. 有综合

正规化战略的

成员国

3.2.1. 在农村地区

采取体面劳动

措施的成员国

3.3.1. 制定了

公正过渡政策

措施的成员国

3.4.1. 制定了

和平和复原力

计划的成员国

3.5.1. 就业服务

得到了加强的

成员国

3.1. 制定和实施国家

就业政策的能力

3.2. 在农村经济中

创造体面劳动

机会的能力

3.3. 以公正过渡

实现环境可持续性

方面的能力

3.4. 通过体面劳动

促进和平和复原力

方面的能力

3.5. 劳动力市场

计划和就业服务

方面的能力

成
果

数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成果总数 目标



 GB.344/PFA/1(Rev.1) 46 
 

平等的宏观经济和行业政策方面的工作。就业和创造就业机会，成为联合国关于新冠肺炎的诸
多社会经济应对计划的核心。 

 专栏 15. 评估新冠肺炎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全球需求下降以及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和一些行业的活动中断，进而导致
经济下滑。危机发生后，劳工组织为评估危机影响和制定适当的复苏措施提供了指导和实时支持，编
写并发布了关于快速诊断的新技术指南，以进行国家评估。这些评估辅之以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简
报，有助于为各区域开展政策讨论并制定就业促进战略提供支持。关于新冠肺炎对菲律宾就业和劳动
力市场的多维度影响的评估侧重于：(a) 弱势群体；(b) 专门的青年部分，以便为国家就业复苏战略提
供依据；(c) 联合国共同国家评估(CCA)；(d) 社会经济与建设和平框架；以及(e) 关于该国青年就业的
一系列其他政策和措施。 

 

103. 一些国家侧重于紧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在推行青年就业政策和正规化综合战略方面出现
延滞。这些领域的工作仍是各区域三方成员的优先事项，今后数年需要在联合国青年问题机构
间工作队和联合计划(其中数项计划由劳工组织牵头)以及一些重要的全球和区域性发展计划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投入。上述发展计划包括青年体面劳动全球倡议、劳工组织-非洲联盟青年就业
联合战略、劳工组织与欧盟委员会关于在西巴尔干地区实施青年保障的联盟。 

104. 劳工组织支持三方成员制定和实施措施，推进农村经济中的体面劳动，在 24 个成员国取得了成
果。劳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制定新冠肺炎对策，并采取措施维护劳工权利、促进性别平等和妇
女赋权、提高农村部门的生产力和工作条件，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农食系统体面就业的潜力，特
别是青年体面就业的潜力。水产养殖三方会议通过了结论和关于采取行动的政策建议。数个国
家实施了通过基础设施和环境投资在农村地区创造体面劳动岗位的就业密集型方法。在二十国
国集团(G20)、全球农村发展捐助者平台、世界香蕉论坛和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框架内，加强
了关于农食业就业和体面劳动的全球宣传工作。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上，劳工组织与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发起了所有粮食系统工人体面劳动和生活收入及工资行动联盟。 

105. 请求劳工组织提供援助以促进绿色就业密集型复苏的数量增加，因此在 12 个成员国取得了成果，
比原计划多 4 个。全球和针对特定区域的评估，为气候变化对交通、能源、农业和植物性食品
生产、林业、建筑和制造业等行业的就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见解。劳工组织三方成员
借助新的工具、方法和途径，得以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分析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复原力的
社会经济影响。 

106. 通过劳工组织的参与，体面劳动和公正过渡的目标在数个关键的国际气候相关政策进程中得到
了突出体现，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和卡托维兹应对措施实施影响专家委员会(KCI)。
劳工组织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协调，还使成员国能够更新各自关于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根
据劳工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纳入体面劳
动和公正过渡的目标。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3644.pdf
https://www.ilo.org/emppolicy/Whatsnew/WCMS_75496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tor/activities/sectoral-meetings/WCMS_81552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rural-development/facet/lang--en/index.htm?facetcriteria=TAX=A.20.03&facetdynlist=WCMS_629720
https://www.donorplatform.org/homepage.html
https://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zh/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
https://foodsystems.community/coalitions/coalition-of-action-on-decent-work-and-living-incomes-and-wages-for-all-food-systems-workers-2/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publications/WCMS_432859/lang--en/index.htm


 GB.344/PFA/1(Rev.1) 47 
 

 专栏 16. 科特迪瓦国家绿色就业战略的制定和验证 

从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以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共同领导下，劳工组
织与科特迪瓦三方成员合作制定了一项促进绿色就业的战略。成立了一个协商性的三方绿色就业专门
工作组，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审查和行业分析，并确定了促进绿色就业的国家优先事项。科特迪瓦通过
这种方法，制定并验证了国家绿色就业战略，实施预算为 500 万美元。 

 

107. 劳工组织通过政策和战略咨询、知识产品和伙伴关系，支持在 15 个成员国通过体面劳动促进和
平、稳定和有复原力的社会的计划。这些计划显著促进了为弱势群体，包括贫困妇女和男子、
年轻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创造体面的劳动岗位。非洲、阿拉伯国家和亚太地区的 8 个
国家实施了就业密集型投资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劳工组织基于劳动力的基础设施
开发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在约旦和黎巴嫩创造了 120 万个工作日，使 21,500 名男女受益，其
中包括叙利亚难民。在 7 个国家实施了企业和合作社发展计划，而在不同区域的 5 个国家支持
了技能开发和就业服务计划。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2017 年关于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
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为所有这些举措提供了支撑。 

108. 在劳动力市场计划和就业服务方面，在 21 个成员国取得了成果，低于本两年期的目标。劳工组
织行动的重点是重返工作岗位战略，扩大获得求职支持和提高就业能力的机会，包括对年轻人
的机会。劳工组织对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了支持，通过在线工作匹配系统、实施机制、信息
平台和管理等来改进其提供的服务。政策和监管改革加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计划。关
于生命历程中的过渡、志愿者工作和青年以及提供就业服务的研究，为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实现
其系统的现代化提供了指导。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制定了能力建设工具和指南，包括与德国国际
合作署(GIZ)的“Youmatch 计划”、世界公共就业服务协会、世界就业联合会和欧洲公共就业
服务网络合作制定了能力建设工具和指南。 

预算和支出 

109.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3 项下的总支出为 2.251 亿美元，其中 27%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
预算，70%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3%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4)。这些数额比本两年期
的战略预算高出 15%，特别是因为调动了自愿捐款和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以支持国家就业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并在面临脆弱局势的国家制定就业密集型投资计划。特别是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为 9 个成员国的 10 项成果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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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与成果目标 3 相对应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69.5 60.8 

预算外发展合作 127.0 157.3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设定 7.0 

合计 196.5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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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30 个国家进行了市场系统分析，作为实行战略发展的基础，以确保关键经济部门的业务可持续性
和就业。 

• “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作为支持包容性绿色转型和复苏的机构间倡议，现已扩大到 20 个国
家。 

• 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标准企业服务台，开设了新冠肺炎专栏，其网站访问者增加了 70%，每月访
问量超过 3.6 万次。 

• “支持具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计划帮助印度尼西亚的 350 家公司解决工作场所的性
别不平等问题。 

 

110. 在 2020-2021 两年期间，劳工组织促进可持续企业和创业的战略不断发展，以应对疫情带来的
挑战，并通过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性的综合方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其中特别重视复原力和生
产力。通过“气候行动促进就业倡议”和“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PAGE)等方式，对环境可
持续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劳工组织的方法是构建一个生态系统模型，以促进体面劳动与生产力，
也适用于非正规经济，并基于市场系统分析，确定对企业增长和促进体面劳动造成潜在系统性
制约的因素。劳工组织还收到了越来越多关于支持社会互助经济发展的请求，促使南非、突尼
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制定了具体战略。2022 年劳工大会将为该领域的行动提供进一步指导。 

 专栏 17. 津巴布韦绿色中小型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劳工组织采取综合办法，促进津巴布韦绿色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发展。通过与国家当局合作，在技术和
职业教育课程中引入了环境可持续性和绿色就业。与此同时，还举办了企业创新挑战赛(“绿色企业
奖”)，以支持青年企业家向更绿色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更可持续的工作方式转型。劳工组织还在该国实
施了“支持具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计划，以支持企业和生产力增长，重点关注职业安
全与卫生以及新冠肺炎。 

 

https://www.climateaction4jobs.org/
https://www.un-page.org/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9301.pdf
https://www.greenenterprize.org/
https://www.greenenterpriz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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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劳工组织加大推进数字化工作，作为促进企业可持续性的手段。2021 年的报告《小企业数字化：
数字化如何为小微型企业带来生产力增长》是劳工组织、国际雇主组织和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联合发起的。该报告全面审查了世界各地小微企业数字化状况的证据，旨在为政策制定提供依
据。创建的“数字工资促进体面劳动全球中心”旨在加速工资支付的数字化。劳工组织还将自
己的工具和产品数字化，使其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联系三方成员，尽管会面和旅行受到了限
制。例如，这包括于 2021 年 10 月推出的“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企业”(SURE)培训计划。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12.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将其对成员国的支持重点放在四项产出任务的落实上。总体而言，所取
得的 90 项成果比《计划和预算》中设定的目标高出 30%。在四项产出指标中，有三项成果高于
目标(图 20)。大约 37%的成果是在非洲取得的，这些成果特别涉及企业生产力和经济单位向正
规经济转型。在亚太地区以及美洲也取得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特别涉及生产力以及工商业实
践与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针的一致性。在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和中亚取得的大多数
成果与生产力有关。 

 图 20. 成果目标 4 下取得的成果，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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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ifp_seed/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863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ifp_seed/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86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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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一些国家的改革计划因新冠肺炎而延滞，导致在创造对可持续企业和创业有利的环境方面的成
果数量低于目标。尽管如此，劳工组织实施了范围广泛的干预措施，促成了不同领域的重大变
化，包括在社会互助经济和促进妇女创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工组织为三方社会对话进程
提供了支持，以制定全面的路线图，改善有利环境，使得北马其顿和苏里南等国作出了政策制
定承诺并采取行动。 

 专栏 18. 为苏里南的可持续企业创造有利环境 

劳工组织制定了一项标准调查表，用于对苏里南可持续企业的有利环境进行评估，重点是生产力驱动
因素。调查报告于 2020 年发布。苏里南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的三方监督委员会验证了调查结果，并商定
了优先事项，为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促进企业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提供参考。经过讨论，苏里南劳动、
就业机会和青年事务部、苏里南贸易和工业协会以及苏里南工会理事会的代表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通
过了三项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提议通过改革释放创业潜力，支持提升生产力，以及加强投资，以促进
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并减少贫困。 

 

114. 在提高企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能力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这是因为劳工组织的长期计划在概
念化和数字化方面有所改进，更加重视绿色就业和不让任何人掉队，这些计划诸如“支持具有
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SCORE)、“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SIYB)，计划的受益者接近 2,400
万，以及“社会金融计划”。例如，SCORE 特别强调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在哥伦比亚、印度
尼西亚、土耳其和越南等国都取得了重大成果。“社会金融计划”开发了一种干预模式，以促
进 6 个国家的难民和接纳社区成员的金融包容性。在秘鲁，10,000 家小微型企业通过劳工组织
支持的 Emprende Andino 网络获得了数字营销、金融和职业安全和卫生方面的支持。在价值链
和市场系统发展的强烈需求基础上，2020 年提出的生产力生态系统概念框架促进了这一领域一
项具体计划的制定，该计划由瑞士和挪威政府资助，将自 2022 年起在南非、加纳和越南等国进
行试点。 

115. 在劳工组织的帮助下，17 个成员国在非正规经济单位正规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超过了为本
两年期设定的目标。新冠肺炎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使这一领域对劳工组织援助的需求增加，结果
是大量快速评估和诊断研究的开展，随后是以虚拟和混合方式向个体企业家和有雇员的企业定
向提供的能力发展计划。劳工组织还实施了一些合作项目，包括通过提高认识、能力建设和改
善获得企业发展服务和信贷的机会等多管齐下的战略，开展当地干预措施试点，重点关注妇女
主导的非正规企业在市场上的正规化。 

116. 劳工组织继续努力加强成员国和企业的能力，以促进工商业实践与体面劳动的衔接，包括通过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OOCs)的方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美洲取得了成果，4 个国家通过了工商
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经过三方协商，6 个成员国指定了国家联络点，以促进《关于多国企业
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多国企业宣言》)。劳工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欧盟共同努力创
建了新冠肺炎知识资源，作为在七国集团(G7)国家通过负责任商业行为促进工作中的女性经济
赋权工作的一部分。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499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499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5358.pdf
https://www.ilo.org/empent/Projects/score/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start-and-improve-your-busines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social-finance/WCMS_756885/lang--en/index.htm#:%7E:text=The%20Social%20Finance%20Programme%20works%20with%20the%20financial,to%20test%20new%20financial%20products%2C%20approaches%20and%20processe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989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9898.pdf
https://www.empowerwomen.org/en/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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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19. 企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中的作用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劳工组织与都灵中心合办了首期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OOC)“工商业与体面劳
动：企业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做出贡献”。这一课程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全
球契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联合作组织的，吸引了来自 114 个国家的 1,274
名参与者。大规模在线公开课加深了对企业如何为《2030 年议程》的体面劳动部分做出贡献的认识，
并澄清了《多国企业宣言》作为对话和行动框架的作用。 

 

预算和支出 

117.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4 项下的总支出为 1.156 亿美元，其中 38%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
预算，58%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4%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5)。大部分预算外捐款
(85%)专门用于加强企业提高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能力，特别是通过“支持具有竞争力和负责任
的企业”(SCORE)计划。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资源专门用于为可持续企业和经济单位的正规化创
造有利环境，为 16 个成员国的 18 项成果做出了贡献。 

 表 5. 与成果目标 4 相对应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48.8 44.1 

预算外发展合作 56.0 67.3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设定 4.2 

合计 104.8 115.6 
  

成果目标 5：旨在促进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在其中进行转型的技能和终身学习 

 亮点 

• 41,951 人参加了劳工组织推动的技能发展活动，其中 17,050 人是女性，而估计有 70 万人间接受
益于劳工组织在 50 多个成员国开展的提高技能和就业能力计划的工作。 

• 来自非洲、美洲和亚太地区的 400 多名教师和培训师通过与都灵中心合作实施的数字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电子学习实验室，提高了其在培训计划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能力。 

• 9 个成员国通过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框架，以承认先前学习，解决处境脆弱群体的需求，
如返乡的移民、难民、家政工人、青年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 

• 14 个成员国对新冠肺炎引起的技能再培训和技能提升需求进行了快速评估。 

• 2021 年劳工大会为劳工组织提供了指导，使其能够在因疫情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中，加强
技能和终身学习的战略方针。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e-learning-lab-digital-tvet
https://www.itcilo.org/courses/e-learning-lab-digital-t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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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请求劳工组织提供技能和终身学习服务的国家从 2018-2019 两年期的 28 个增加到 2020-2021 两
年期的 54 个。劳工组织为三方成员提供支持，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对技能体系的直接影响，并使
三方成员努力为未来做好准备并具有长期复原力。重点是对受影响严重的行业的工人紧急开展
技能再培训和技能提升；由于学校、培训机构和工作场所关闭，设计和提供在线和远程课程；
开发技能认可体系，特别是针对返乡移民的技能认可体系。 

119. 为满足这一高涨的需求，劳工组织调动资源并与多边组织合作，开发和实施专门针对新冠肺炎
影响的新工具和计划。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劳工组织立即开展了三项全球调查，以评估其
对技能和终身学习系统的影响，并与都灵中心合作，为教师和培训师开发了知识产品并实施了
能力建设计划。这些计划加强了各国实施和扩大远程和在线学习的努力，包括在学徒培训和以
工作为基础的学习计划方面的努力，这一切旨在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包容性技能发展的机会。 

 专栏 20.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乌克兰的数字技能和技能系统的数字化 

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并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在柬埔寨，劳工组织为一项能
力建设计划提供了支持，以帮助三方成员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设计、实施和监测数字化转型。
在印度尼西亚，劳工组织与私营部门合作，通过促进数字技能和在线学习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
现代化，以满足行业需求。在菲律宾，劳工组织与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局开发了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STEM)技能以及核心技能课程，并为妇女提供奖学金，受训人员超过 1,600 人。劳工组织“乌克
兰的电子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新冠肺炎期间及之后的培训连续性和现代化”项目帮助酒店、机电和
服装行业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开发了优质电子学习解决方案。建立了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电子学习平台，惠及 708 所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学校、35,000 名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师和培训师以
及 139,800 名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学生。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20.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侧重于加强成员国在技能预测、技能和终身学习政策以及制定包容性的
学习备选方案方面的能力。总体而言，劳工组织在这些领域促成了 92 项成果，比目标高出 21%。
在 8 项产出指标中，有 5 项达到或超过了目标(图 21)。与技能系统的融资和技能预测计划的制
度化有关的结果明显低于目标，表明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所需的时间、精力和劳工组织的
持续援助超出预期。 

https://www.ilo.org/skills/areas/skills-policies-and-systems/WCMS_82279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5869.pdf
https://www.ilo.org/budapest/what-we-do/projects/WCMS_75315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udapest/what-we-do/projects/WCMS_753153/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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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成果目标 5 下取得的成果，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121. 大部分成果是在非洲取得的，其次是在亚太地区。美洲以及欧洲和中亚的成果专注于应用劳工
组织的方法来衡量技能需求和制定包容性技能计划。后者也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重点领域，同
时还有基于工作的学习。 

122. 劳工组织向比原计划更多的国家提供了支持，以应用劳工组织的方法衡量技能不匹配和预测未
来技能需求。这促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运用劳工组织的工具，如贸易和经济多样化
技能、快速评估、技能技术展望和大数据分析，确定对技能再培训和技能提升的需求。劳工组
织和劳工组织美洲职业培训知识发展中心促进了全球和区域的同行学习和知识共享，并与领英
(LinkedIn)建立了伙伴关系，利用其平台上的数据来确定各职业和工种的技能趋势，重点是绿色
就业的技能趋势。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美洲职业培训知识发展中心和巴西国家工业培训局
(SENAI)之间的伙伴关系，增强了三方成员在美洲 12 个国家应用最佳实践和大数据进行技能预
测的能力。一项关于绿化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发展的新工具在 6 个国家进行了试点，并
将于 2022 年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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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21. 快速评估技能再培训和技能提升需求，以应对新冠肺炎危机 

在 2020 和 2021 年间，劳工组织在 14 个国家支持了国家专门工作组实施《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技能
再培训和技能升级需求快速评估指南》。这一工具的应用，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及就业前景看好
的行业的终身学习战略提供了参考，并协助劳工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社会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就需要再培训的领域做出知情的决定。在 9 个非洲国家，该评估与“非洲技能倡议”(SIFA)关联在一
起，该倡议是非洲联盟委员会在德国政府支持下实施的一项更广泛的干预措施。 

 

123. 劳工组织帮助 10 个成员国制定了国家技能和终身学习政策和战略，并为 5 个国家三方技能机构
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支持，加强了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参与。在孟加拉国建立了国家资格框
架，从而使能力为基础的学习计划得以实施，2,249 名青年男女从中受益，2,144 名产业工人获
得了证书。为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劳工组织与都灵中心合作开展了教育和培训数字化工作，为
来自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培训师提升技能提供了支持。劳工组织美洲职业培训知识发展中心加
大提供数字服务，并帮助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向数字世界转型。劳工组织提供了涵盖治理
和协调的政策简报、资源指南和研究报告；建立了三方技能机构；加强了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在技能开发系统中的作用；并扩大了融资和激励措施方面的选择范围。 

 专栏 22. 劳工组织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复原力的技能开发系统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各地的教育和培训系统，致使其部分或全部关闭，迫切需要建立更具复原力的国
家技能发展系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劳工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的努力下，政府颁布法令成立了国家
三方委员会，以监督新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国民议会同意新成立一个委员会作为监测机构，并确
保与就业和技能发展有关的行动获得适当的预算拨款。鉴于新冠肺炎限制，劳工组织与都灵中心合作
开发了一个在线门户和数字评估工具。因此，更大范围的三方成员得以能够为新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制
定提供意见。这一进程获得了该国其他主要发展伙伴的支持，这些伙伴现已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其实
施。 

 

124. 本两年期，技能创新基金得到了扩大。劳工组织在成功实施“首届劳工组织技能挑战创新呼吁”
后，分别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制定了类似的举措。 13 劳工组织托管的创新实验室为技能挑战开发
原型解决方案。由此创建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技能创新网络。 

125. 劳工组织为建立和加强创新、灵活和包容性的学习备选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其中包括基于工
作的学习和优质学徒培训。柬埔寨通过了一项关于优质学徒培训的国家政策，而在中国，劳工
组织的优质学徒培训模式和工具在 76 家企业、培训机构和地方政府得到了实施。在坦桑尼亚，
一项涵盖非正规经济的综合学徒培训政策和国家质量评价框架，使 10,148 名男女在 2020 年获
得了认证，而另有 14,440 人在 2021 年接受了培训。在全球层面，劳工组织为从业者编制了优
质学徒培训指南、学徒培训政策评估工具和关于 21 世纪生活和工作核心技能的全球框架。为筹

 
13 保障性成果目标 C 相对应的部分提供了关于“技能创新挑战”的更多信息。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282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2822.pdf
https://skillsafrica.org/
https://www.ilo.org/skills/projects/innovation-facility/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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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2022 年劳工大会关于学徒制标准制定问题的讨论，劳工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概念性讨论文件，
内含三方成员的回复和拟议的结论。 

126. 劳工组织在促进社会包容的技能方面的工作，将劳动力市场中处境不利的群体作为技能战略和
计划的具体目标，推动了其融入进程。中美洲的职业培训机构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将性别平
等纳入职业培训的主流。越南技能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侧重于处境不利群体，劳工组织制
作了数份关于技能和终身学习系统中的社会包容和性别平等的全球指导文件。劳工组织同国际
移民组织(移民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工联和国际雇主组织合作，在全球移民技能伙伴关系框
架下，继续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和几个非洲国家开展技能互认试点工作。移民工人和难
民被纳入肯尼亚承认先前学习的政策，约旦实施的首个承认先前学习的计划使 10,000 余名叙利
亚难民和约旦人获得了认证。 

预算和支出 

127.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5 项下的总支出为 1.168 亿美元，其中 33%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
预算，66%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1%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6)。这一数额比本两年期
预算高出 35%，特别是因为调动了自愿捐款用于确定和预测技能需求以及利用数字化和技术进
步开发包容性学习方案。专门用于这一成果目标的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为 5 个成员国的 5 项成果
做出了贡献。 

 表 6. 与成果目标 5 相对应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41.7 38.0 

预算外发展合作 45.0 76.7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设定 2.1 

合计 86.7 116.8 
  

成果目标 6：面向劳动世界所有人的性别平等、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 

 亮点 

• 遍布各地区的 16 个国家对照第 190 号公约和第 206 号建议书中规定的标准，对国家法律和政策进
行了评估，22 个国家启动或完成了实施措施。 

• 14 个国家新加入了同酬国际联盟(EPIC)，使其成员总数达到 59 个。  

• 24 个国家的三方成员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实施了艾滋病毒预防战略和计划，其中 14 个国家纳入
了新冠肺炎应对措施。 

 

https://www.ilo.org/skills/areas/skills-for-youth-employment/lang--en/index.htm#:%7E:text=Skills%20for%20social%20inclusion%20Skills%20for%20social%20inclusion,of%20the%20ILO%E2%80%99s%20research%20and%20capacity%20building%20agenda.
https://gsp.cgde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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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尽管存在与疫情相关的制约因素和优先事项的转变，但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势头增强，三方共识
得到深化，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结束暴力和骚扰，缩小性别薪酬差距，从性别平等角度并从
整体上解决照护工作问题，同时推进劳动世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129. 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三方成员利用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和社会对话，在促进劳动世界的性别
平等、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在国家数目方面少于预期。劳工组织在
有关同工同酬、照护、暴力和骚扰、残疾人和土著居民等的全球论坛、伙伴关系、网络或问题
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劳工组织与联合国系统积极合作，对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首次通
过关于与土著人民合作建立包容、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未来的行动呼吁书至关重要，该行动呼
吁书突出了《1989 年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第 169 号)的重要性，并与之保持一致。 

 专栏 23. 玻利维亚、埃及、印度尼西亚、乌克兰和津巴布韦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玻利维亚颁布了一项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新法令。埃及取消了对妇女从事某些职业和行业工作以及夜
间工作的限制。在印度尼西亚，棕榈油行业的一个工会联合会达成了一项集体谈判协议，其中包括防
止工作中针对妇女的暴力和骚扰的条款。乌克兰作为同酬国际联盟的新成员，通过了一项关于缩小性
别薪酬差距的国家战略，包括完善国家立法框架，实行性别中立的工作评估，并改进统计数据的收集
和处理。津巴布韦性别委员会通过欧盟“聚光灯倡议”，并经与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协商，于 2021 年
4 月发布了《津巴布韦关于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国家战略》，公共服务委员会制定了
性骚扰政策。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30.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重点支持了四项产出任务，分别涉及成员国促进照护经济投资的能力、劳
动世界的男女平等、打击暴力和骚扰的措施以及面向所有人的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总体而言，
劳工组织促成了 59 项成果，比总体目标少 25 项。三分之二的成果集中在两项产出上：工作中
的暴力和骚扰以及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歧视的群体的平等(图 22)。在照护经济和性别平等方面取
得进展的国家数量有限，这反映出在危机时期推进对公共预算有影响的复杂政策问题所面临的
挑战。此外，还凸显了继续投资于知识、认识和能力建设并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资源，包
括调动金融伙伴的资源的重要性。大部分成果是在非洲取得的，其次是在美洲。亚太地区以及
欧洲和中亚的成果主要是在反暴力和骚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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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成果目标 6 下取得的成果，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131. 新冠疫情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凸显了促进对照护经济的投资的重要性，但在本两年期，仅 4
个成员国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取得了成果。例如，在阿根廷，政府成立了一个部际特别工作组，
实施了 100 项措施，承认无偿照护并改善照护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劳工组织需要在这一领域持
续发力，使其成为各国政府、社会伙伴、国际组织和捐助伙伴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劳工组织需
要在 2020-2021 两年期全球可实现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开发知识、工具和方法，其中
包括关于有家庭责任工人的报告、衡量无偿劳动的方法，以及与联合国妇女署、经合组织和世
卫组织合作开发的一系列产品。与都灵中心合作，成功在线实施了 2021 年性别学院项目，其中
有一个关于照护经济的专门模块。 

132. 就成员国确保男女机会均等、平等参与和待遇平等(包括同工同酬)的能力而言，在提供更多数据
以衡量并有效解决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
(ILOSTAT)现在包括近 80 个劳动力市场指标，可以监测体面劳动中基于性别的差距。提供了对
新冠肺炎对选定国家的性别差距影响的快速评估，以及衡量性别工资差距的指南。同酬国际联
盟(EPIC)加大了知识分享活动的频率，并推出了新工具，包括同工同酬全球立法数据库。部分国
家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增强了在其机构内促进性别平等，向其成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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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信息、工具和培训，以及参与关于性别平等的国家政策辩论和社会对话的能力。虽然有少数
国家批准了关于性别平等的新法律和政策，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有效实现同工同酬
权利方面。 

133. 至关重要的是，支持三方成员利用关于暴力和骚扰的第 190 号公约和第 206 号建议书的良好势
头和热情，通过国家政策、工作场所政策或集体协议中的规定等努力在文书批准和实施方面取
得进展。劳工组织除与都灵中心合作提供专门培训计划外，还提供了工具和指南，其中包括劳
工组织关于这些文书的指南。为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受众度身定制的宣传活动已成功启动。
在部分国家，虽然因新冠肺炎相关限制或政治不稳定而进展延滞，但社会对话和三方合作仍在
实现两年期目标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专栏 24. 让世界免于暴力和骚扰 

劳工组织在第 190 号公约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生效之际，发起了“让劳动世界免于暴力和骚扰”的全
球运动。该运动的构想得到了三方成员的支持，旨在提高对解决劳动世界暴力和骚扰问题紧迫性的认
识，并呼吁批准并有效执行该公约。 

 

134. 在确保患有残疾和其他处于脆弱状况的人在劳动世界中享有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的措施方面取
得了大量成果。成果的取得，受到了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框架内取得并由其资助的进展的影
响。劳工组织在解决工作场所艾滋病毒相关问题和污名化方面的经验，被用于支持三方成员抗
击新冠肺炎。关于促进残疾人融入数字经济的报告，在疫情期间做出了及时和创新贡献。全球
商业与残障网络支持成立和加强国家分支网络，使雇主组织能够在残疾包容方面扩大对其会员
的支持和服务。推介载有新的全球估计数的关于第 169 号公约的重要报告，为能力建设和宣传
工作做出了贡献，但执行该公约的国家机构和机制仍然经常缺失或脆弱。 

135. 劳工组织的一系列干预措施和产品，正采用综合和交叉的方法来实现平等性、多样性和包容性。
包括与盖洛普公司(Gallup)合作开展艾滋病毒污名化和歧视全球调查；与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
(SIDA)共同编写关于土著妇女参与障碍的研究报告；以及多样性和包容性全球企业调查。 

 专栏 25. 中国、危地马拉和尼日利亚在机会均等方面的进展 

在中国，在中国商业与残障网络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2021-2025 年)》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构想建立和推行全国残疾人就业辅
导员制度。 

在危地马拉，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土著居民的国家政策，其中规定设立一个跨文化事务副部长职位。
土著企业家网络制定了一项正规化支持计划并开设了一家在线商店，使其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能够继
续进行销售。劳工组织通过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为这项工作提供了支持。 

在尼日利亚，一项工作场所艾滋病毒自愿检测计划惠及 6,680 名妇女和 7,076 名男子，其中包括残疾人
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开发并推出了为工作场所防控新冠肺炎而改变行为的宣传工具。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0746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isability-and-work/WCMS_769852/lang--en/index.htm
http://www.businessanddisability.org/
http://www.businessanddisability.org/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3560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3026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WCMS_77926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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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支出 

136.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6 项下的总支出为 5,720 万美元，其中 70%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
预算，29%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1%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7)。本两年期内，为这一
成果调动和支出的自愿捐款有限，部分解释了取得的成果数量，说明需要加强与发展伙伴的联
盟。虽然经常预算补充账户为这一成果提供的资源也有限，但这些资金为 4 个成员国的 6 项成
果做出了贡献。 

 表 7. 与成果目标 6 相对应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40.7 40.1 

预算外发展合作 35.0 16.6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未设定 0.5 

合计 75.7 57.2 
  

成果目标 7：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和有效的劳动保护 

 亮点 

• 第 182 号公约的普遍批准为 7,900 万从事危险童工劳动的儿童提供了一个法律保护框架。 

• 32 个成员国已经通过或实施了针对特定职业危害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和计划，包括惠及 1.38 亿
工人的“全民安全+卫生”旗舰计划所覆盖的 15 个国家。 

• 16 个成员国采取措施设定或提高最低工资。其中埃及、马尔代夫和卡塔尔三国首次实行了最低工
资制度。 

• 劳工组织为解决非正规部门工人的紧迫需求提供了支持，并在 25 个成员国制定长期解决方案，科
特迪瓦 710 万人、布基纳法索 670 万人和塞内加尔 360 万人从中受益。 

• 东盟国家 40 多万名受新冠肺炎影响的移民工人受益于紧急服务，包括食品、个人防护设备和法律
援助。 

 

137. 为确保在工作中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劳工组织重新确定了计划中的活动和资源的
优先顺序，以满足三方成员最迫切的需求。劳工组织将新冠肺炎应对工作重点放在高风险行业
和最脆弱的工人身上，同时对快速增长的新工作安排带来的机遇和风险进行管理。 

138. 与职业安全与卫生相关的问题已上升为许多国家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这些国家寻求关于如
何促进安全复工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在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等高风险行业。保护工人在疫情
期间的收入和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也变得极为重要，因此要求在制定最低工资方面提供援助的
情况增加。政府强制实施的封锁措施加快了远程办公安排的使用，并引发了一波法律和政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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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许多国家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制定了救济措施，其中包括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家政
工人、移民工人以及返乡的移民工人。 

139. 仅 3 个成员国制定了包含四类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综合方法。在童工人数不断增加，特
别是在农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童工人数不断增加而其他区域的童工人数停滞不前的背景
下，许多国家重申了通过立法、政策和行动计划打击童工现象的承诺。相反，在结社自由原则
以及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和非歧视方面的进展放缓。 

 专栏 26. 尼泊尔在确保人人享有工作中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多方面进展 

尼泊尔体面劳动国别计划(2018-2022 年)的实施，有助于为该国所有人实现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以
及体面的工作条件铺平道路。重大成就包括宣布 60 个城市无童工，为因新冠肺炎而滞留的移民工人实
施遣返计划，为 10 万多名男女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便利。此外，政府通过有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
参与的协商进程，批准了一项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并完善了种植园工作场所监测。由就业、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的三方工作组对非正规经济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包括关于通过政府、社会伙伴
和非正规经济工人组织的协调行动，以及通过实施劳动法支持向正规化过渡的政策建议。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40.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为五项产出任务提供了支持，重点是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职业安全
与卫生、工资和工作时间、对不同就业形态工人和非正规经济工人的保护以及劳务移民。总体
而言，劳工组织促成了 167 项成果，高出目标 2%。本成果目标下的 5 项产出中的 4 项以及 11
项产出指标中的 4 项达到或超过了目标(图 23 和 24)。在制定涵盖四类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的综合计划以及加强职业安全与卫生通报制度方面，成果显著低于目标，原因如下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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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成果目标 7 下取得的成果(产出 7.1、7.2 和 7.3)，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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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成果目标 7 下的成果(产出 7.4 和 7.5)，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141. 三分之一以上的成果是在非洲取得的，特别是在职业安全与卫生、童工劳动和非正规就业评估
方面。与劳务移民相关的大部分成果是在亚太地区取得的。阿拉伯国家在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
也取得了很突出的成果，是唯一在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记录和通报制度方面取得成果的区域。
几乎所有对处于不同形式工作安排中工人的评估，特别是对数字平台工人的评估，都是在美洲
进行的。 

142. 在提高实现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能力方面，在“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2021 年)以及与儿
基会联合编制的全球估计的推动下，成果集中于童工问题战略和行动计划。劳工组织在这一领
域向三方成员提供了支持，特别是通过“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国际计划(IPEC+)”旗舰计划。
劳工组织作为“联盟 8.7”的秘书处，在本两年期帮助将开拓国家的数量从 19 个增加到 26 个。
其中约半数国家在劳工组织的协助下制定了行动路线图，并建立了多利益攸关方协调机制，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7(消除童工劳动、强迫劳动、现代奴隶制和人口贩运)。数个国家制定了
与强迫劳动有关的具体政策措施。与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综合方法相关的成果低于目
标，主要原因有三：(a) 国家层面的三方成员，特别是劳动部，倾向于分别处理四类基本原则；
(b) 捐助者的优先事项是将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置于其他原则和权利之上；(c) 劳工组织需要加
大工作力度，设计国别干预措施，阐明与三方成员相关的原则。 

12

4

7

45

4

3

5

1

3

1

3

3

11

13

11

3

1

1

6

25

20

29

6

10

14

24

10
11

0

5

10

15

20

25

30

35

7.4.1. 对不同形式

的工作安排进行

诊断的成员国

7.4.2. 对非正规经济

进行诊断的成员国

7.5.1. 有劳务移民

框架的成员国

7.5.2. 提供移民工人

保护服务的成员国

7.5.3. 双边或区域

劳务移民框架

7.4.在不同形式的工作和非正规

就业工人保护方面的能力

7.5. 在劳务移民方面的能力

成
果

数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成果总数 目标

https://www.alliance87.org/pathfinder-countries/


 GB.344/PFA/1(Rev.1) 63 
 

 专栏 27. 2020 年全球童工劳动估计 

劳工组织与儿基会于 2021 年首次联合发布的《2020 年全球童工劳动估计》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
里，亚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童工比例和绝对值均呈下降趋势，而非洲地区自 2012 年以
来则持续增长。总体而言，童工比例自 2016 年以来保持不变，而绝对数量在 2020 年初增加了 800
万，导致全球有 6,300 万女孩和 9,700 万男孩成为童工。这些发现有力且令人信服地说明，需要重点关
注应对这一不断恶化的趋势，特别考虑到 2021 年新冠疫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该全球估计被用于形
成区域数据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计划于 2022 年在南非举行的第五届持续消除童工和强迫劳动全
球会议做准备。 
 

143. 成员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对安全和卫生的直接影响，对劳工组织提供技术援助的需求不断增加，
导致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国家成果超过目标。优先考虑的是针对具体行业的职业安全与卫生计划，
而不是职业安全与卫生通报制度，尽管可靠和最新的信息对于监测趋势和政策影响以及根据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1 进行报告至关重要。劳工组织开始编写指导工具，以协助三方成员在从
疫情中复苏时改进其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数据收集系统。劳工组织和世卫组织首次采用单一的
统一方法，发布了《与工作相关的疾病和伤害负担的全球联合估计》报告。 

144. 通过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的社会对话与合作，劳工组织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协
议和准则做出了贡献，以预防或应对那些远程工作或在雇主家中工作的人(家政工人)的职业危害，
包括人体工程和社会心理风险。一年一度的“世界职业安全与卫生日”运动(2020 年，2021 年)
以及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和加拿大政府合作组织的第 22 届世界职业安全与卫生大会(2021 年 9
月)，为劳工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继续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可能将安全和
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讨论，以及应用关于生物和人体工
学危害的标准审议机制提供技术方面的意见。 

145. 在提高成员国制定适足工资标准和推行体面劳动时间的能力方面的成果达到了目标，证实了三
方成员对最低工资标准的重视程度，以在疫情期间和复苏阶段保护工人收入。数个国家实行了
最低工资制度，其他国家则加强了法律措施，或为确定最低工资建立了更有力的证据基础，惠
及数以百万计的低薪工人，其中许多是妇女。此外，许多国家推出了临时工资补贴计划，以减
轻疫情造成的劳动收入损失。此外，劳工组织还支持开展工资集体谈判，并支持采取具体措施
应对新冠肺炎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和《新冠疫情期间和
疫后远程办公实用指南》在这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指导。 

 专栏 28. 卡塔尔设立最低工资 

劳工组织于 2020 年 8 月向行政发展、劳动和社会事务部提供的技术援助，使第 17 号法律获得了通
过。该法律规定最低工资为 1,000 卡塔尔里亚尔(QAR)，适用于所有国籍和所有行业的所有工人，包括
家政工人。该法律于 2021 年 3 月生效，是海湾地区首个覆盖面如此广泛的最低工资规定。除基本的最
低工资外，雇主还必须确保为工人提供体面的食宿，或者支付 800 卡塔尔里亚尔的津贴以满足这些需
求。这部新法律将有助于提高约 40 万工人的工资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工人占该国就业人口的五分
之一。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7515.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34945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events-training/events-meetings/world-day-safety-health-at-work/WCMS_73966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events-training/events-meetings/safeday2021/lang--en/index.htm
https://www.safety2021canada.co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2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75123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7512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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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新冠疫情对某些类别的工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打击，暴露出他们的极端脆弱性。由此产生了一
种重要的援助需求，涉及向不同形式的工作安排和非正规经济中工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能力。在
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就疫情对非正规经济和家政工作的影响开展了大量快速评估，这些评估已
被一些国家用来制定政策措施。对家政工人组织的援助有助于及时向那些失业者提供服务，其
中大多是非正规经济中的妇女。两份主要出版物《居家办公：从隐形到体面劳动》和《使家政
工人的体面劳动成为现实》提供了深刻见解和指导。与不同形式的工作安排(主要是数字平台)中
的工人状况有关的成果数量未达到目标，这是因为该主题相对新颖，加上劳工组织内部的专业
知识有限，特别是在各区域的专业知识有限，以及不可能向各国派遣技术援助团。然而，
《2021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数字劳工平台在改变劳动世界中的作用》阐明了这一相对未被
探讨的问题，而计划于 2022 年就此主题举行的三方专家会议的后续举措，将为劳工组织今后的
行动提供借鉴。 

147. 因为疫情，还产生了对劳工组织向移民工人提供援助的额外要求，因此取得的成果数量远超目
标。由于捐助方展现灵活性，资金用途得以迅速调整，因此能够对突然增加的支持请求做出快
速响应。就新冠肺炎对劳务移民的影响开展的快速评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滞留移民或返回原
籍国的移民所面临的具体限制。这些评估为国家行动提供了相应的参考。在进行评估的同时，
劳工组织还就在公平移民框架内促进难民的体面劳动等广泛的相关主题开发了工具和指南。然
而，由于疫情期间的移民限制，因此就双边或区域框架和公平招聘运动、法规和行为准则提出
的援助请求减少。尽管如此，劳工组织仍与联合国移民网络一起就双边劳务移民协议制定了首
份全球指南，该指南为非盟和伊加特的行动提供了参考。 

预算和支出 

148.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8 项下的总支出为 2.806 亿美元，其中 30%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
预算，68%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2%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8)。调动了大量自愿捐款，
特别用于劳务移民以及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方面的干预措施，并为职业安全与卫生项目增
加了预算外资源。“消除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国际计划”以及“全民安全+健康”旗舰计划在这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资源特别投资于劳务移民以及职业安全与卫生，为 16
个成员国的 19 项成果做出了贡献。 

 表 8. 对应于成果目标 7 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94.7 84.8 

预算外发展合作 147.0 191.4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不适用 4.4 

合计 241.7 280.6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5806.pdf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025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025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17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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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标 8：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可持续的社会保护 

 亮点 

• 鉴于新冠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劳工组织向 38 个国家提供了支持，以扩大社会保护机制。 

• 劳工组织在制定联合国新冠肺炎联合应对措施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使得 20 个成员国提供了现金
转移支付和临时工资补贴，东帝汶 30 多万户家庭和柬埔寨近 68 万户家庭从中受益，柬埔寨 35 万
名工人也从临时工资补贴计划中受益。 

• 本两年期新登记两份批准书(佛得角和巴拉圭)，目前已有 60 个成员国批准了《1952 年社会保障(最
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实现了劳工组织理事会于 2012 年设定的目标。 

 

149. 社会保护一直处于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对健康和社会经济直接影响的政策应对措施的核心。世界
上仍有 40 亿人未得到任何社会保护，这一事实凸显了通过提供基于权利的、全面和充分的福利
待遇，在实现全民覆盖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要性，以及加强社会保护体系以确保其具有可
持续性、复原力和抗冲击力的紧迫性。 

150. 这场危机要求劳工组织将资源转向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可交付成果，但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支持
仍以三方对话和劳工组织规范框架，特别是第 102 号公约和《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为指导，并通过“建立全民社会保护底线”旗舰计划提供。劳工组织的援助促进了以健
全的法律框架为基础并以可持续融资为支撑的社会保护制度的发展。本两年期的工作重点是加
强缴费型和非缴费型计划之间的一体化和连贯性，加强与社会、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并
支持将覆盖面扩大到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劳工组织还促进了国家对话和循证成本核算、财政
空间和影响分析，以评估和设计失业保险和全民健康保护，这是许多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的核心
内容。 

151. 劳工组织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内部
的伙伴关系。在扩大社会保护、融资和善治方面开展合作，是劳工组织与开发署于 2020 年 7 月
签署的全球协议的重点领域之一。劳工组织还在《健康生活和福祉全球行动计划》框架内加强
了与其他 12 个联合国机构的伙伴关系。 

 专栏 29. 联合国加强莫桑比克社会保护的联合行动 

2020 年，在瑞典、英国和荷兰资助的联合国社会保护联合计划的支持下，莫桑比克制定了《直接社会
支持计划》，即紧急情况后“PASD-PE COVID-19”直接社会支持计划。此前，劳工组织曾向该国
《2016-2024 年国家基本社会保障战略》提供援助，为迅速确定受危机重创并有资格获得支持的家庭
提供了便利。由于国家社会行动研究所和国家社会保障研究所之间的机构间协调得到了改善，因此将
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纳入该计划成为可能。其基本非缴费体系的扩展，使该计划能够惠及 170 万户家
庭，其中 68%家庭的户主是妇女。 
 

152. 劳工组织抓住这一势头，在关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的周期性讨论的决议和结论以及 2021 年劳
工大会通过的《全球行动呼吁》中，明确了劳工组织促进全民社会保护的工作。联合国秘书长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7176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808703/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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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全球就业和社会保护加速器”倡议，也使劳工组织在支持各国在更多国内国际融资基
础上建立全民社会保护体系的共同努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2020-2021 两年期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53.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重点关注加强成员国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和提高福利待遇、改善社会保
护制度治理与可持续性以及将社会保护与其他政策相结合的能力。总体而言，劳工组织在该领
域促成了 70 项成果，超出目标 21%。在扩大覆盖面和提高福利的战略以及基于社会保护的综合
政策响应方面，成果与目标持平，而在改善社会保护制度治理与可持续性方面则超过了目标(图
25)。 

 图 25. 成果目标 8 下取得的成果，按产出指标和区域分列 

 

154. 大部分成果是在非洲取得的，其次是在亚太地区和美洲。在阿拉伯国家，成果集中于扩大社会
保护覆盖面和改善福利待遇，而在欧洲和中亚，重点是制度治理与可持续性。 

155.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支持 25 个国家设计和制定国家社会保护战略或法律，促进了缴费和税收
资助措施的融合，从而扩大了覆盖面，提高了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全面性和适足性。劳工组织在
制定涵盖多个社保险种的立法或为该行业提供总体框架方面提供了援助，而且还在设计和实施
新的福利和计划以及扩大现有福利和计划以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方面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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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实现全民社会保护的根本在于加强社保制度治理和财务可持续性。在 32 个国家取得了成果，比
两年期目标多 12 个。提供的支持包括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检查、投资管理建议以及通
过精算估值扩大覆盖面可行性研究。劳工组织还为改善信息管理系统和技术基础设施做出了贡
献，特别是通过一个新的在线社会保障量化平台。15 个国家提高了其社会保护数据的可用性和
质量，包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3.1 的监测。世界社会保护数据库得到了加强，增加了关于
移民工人获得社会保护的特定数据模块(与东非和中非社会保障协会等机构合作)，并收集了关于
医疗保健和疾病福利的法律覆盖范围的数据。三方成员能力建设是以虚拟方式开展的，包括通
过都灵中心的社会保障学院。“可持续未来的劳动与就业”课程的社会保护部分已经启动，以
扩大受益范围。 

 专栏 30. 劳工组织《20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 

劳工组织《20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于 2021 年 9 月发布。报告主张增加对包括社保兜底线在
内的全民社会保护制度的投资，呼吁各国走上一条高速之路，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该报告在世界社
会保护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保护状况进行了分析，强调指出，2020 年全球仅 46.9%的
人口有效获得了至少一项社会保护福利待遇。劳工组织对世界各地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社会保护措施
进行了互动式在线监测，并发布了一套政策简报，以分享有关新冠肺炎政策应对和复苏的国家经验和
政策选项知识，为报告编写提供了素材。该报告的结论，连同劳工组织对社会保护底线融资缺口的估
计，都支持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全球就业和社会保护加速器”倡议中关于社会保护的主张。 

 

157. 13 个国家在采取包括社会保护在内的新冠肺炎全面综合应对措施方面取得了成果，劳工组织也
为此做出了贡献。劳工组织为社会保护政策融合提供了技术专长，其中数项政策寻求将社会保
护覆盖范围扩大到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例如，巴基斯坦启动了“Mazdoor Ka EHSAAS”计划，
扩大社会保护以促进正规化，有惠及 5,100 多万工人的潜力。社会保护平台上的新冠肺炎门户提
供了知识产品，用于分享国家经验、应对措施，并为三方成员和合作伙伴提供上游政策选项参
考。此外，劳工组织还编写了亚洲扩大健康保护创新汇编，以及《难民社会健康保护手册》。
关于社会保险作用的研究报告，为将社会保护纳入绿色经济政策的呼吁提供了支撑。 

 专栏 31. 对服装工人的社会保护 

劳工组织调动发展伙伴的资源，在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财政空间也有限的服装生产国，支持了受影
响工人的紧迫需求。同时还协助各国政府制定以国际劳工标准为指导的、基于权利的社会保护制度。
劳工组织的参与，确保了社会伙伴参与到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工作岗位保留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过
程，并参与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等国的收入支持措施，惠及 45,000 多人。 
 

预算和支出 

158. 2020-2021 两年期，成果目标 8 项下的总支出为 8,950 万美元，其中 43%来自劳工组织的经常
预算，55%来自预算外发展合作捐款，2%来自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表 9)。自愿捐款尤其促进了
旨在扩大覆盖面和提高福利适足性的社会保护政策和立法的制定。专门用于这一成果目标的经
常预算补充账户为 6 个成员国取得的 11 项成果做出了贡献。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WSPDB.action?id=32
https://www.edx.org/course/work-and-employment-for-a-sustainable-future
https://www.edx.org/course/work-and-employment-for-a-sustainable-future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17574/lang--en/index.htm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62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Ressource.action?id=5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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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对应于成果目标 8 的战略预算和支出 

资金来源 战略预算 
(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 
(百万美元) 

经常预算 42.7 38.7 

预算外发展合作 38.0 49.2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 不适用 1.6 

合计 80.7 89.5 
  

保障性成果目标 

159.  劳工组织《计划和预算》中有三项具体成果目标关系到本组织的最佳运行，并为实现政策成果
目标提供支持。 

• 成果目标 A 指劳工组织作为体面劳动统计、研究成果和知识的创造者、编纂者、经纪人和传
播者的作用，以及作为多边体系内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的作用。 

• 成果目标 B 与劳工组织治理、监督和风险管理系统最佳运行有关。 

• 成果目标 C 与劳工组织提供的支持服务的运作和委托给本组织资源的使用有关。 

160.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不得不为全球紧急情况在这三个领域造成的后果做出调整。正如本报告
第一部分所述，统计、研究、数据收集和交流的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多伙伴关系，特别是
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伙伴关系得以建立或调整，以便在国家层面对危机做出多维度的应对。劳工
组织治理机关的会议改为以虚拟方式举办，劳工组织的诸多服务和业务流程也实现了数字化。
因此，本部分在考虑《计划与预算》确定的产出和产出指标的同时，介绍了在保障性成果目标
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14 还介绍了本两年期发生的组织转型。 

成果目标 A：促进体面劳动的权威知识和具有高影响力的伙伴关系 

161. 受疫情影响，劳工组织不得不进行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知识需求，并确保及时收集信息并
加以有效传播。劳工局需要在全局范围内进行协调，并加强外部伙伴关系。不过，《计划和预
算》中的承诺都得到了尊重，与该成果目标相对应的所有产出指标均超过了两年期目标。 

开展更准确和更持续的体面劳动统计工作 

162. 劳工组织面临日益增多的需求，需要对调查进行调整，以准确反映新冠肺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结果是在 28 个成员国得到了改进，其中几乎一半在非洲。开发了许多统计产品，以支持成
员国在疫情期间继续制作数据，包括衡量远程工作、维持劳动力调查和开展快速调查方面的数
据。在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发表了数篇统计博客。 

 
14 附录三提供了一个信息汇总表，其中包括保障性成果目标各产出指标下的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
https://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7075.pdf
https://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3156.pdf
https://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658.pdf
https://ilostat.ilo.org/data/national-sources-catalogue/
https://ilostat.ilo.or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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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国际组织)建立了增强型伙伴关系。劳工组织为联合国《新冠
肺炎如何改变世界：统计视角》报告做出了贡献。2021 年 3 月，劳工组织发起了各国统计局全
球调查，以了解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方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的编纂。从 110 个国家收到的
信息将有助于完善劳工组织在该领域的援助工作。 

 专栏 32. 劳工组织合作改善东加勒比、坦桑尼亚和越南的劳动力调查 

劳工组织向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秘书处、坦桑尼亚国家统计局和越南统计总局提供了支持，以采用最新
国际统计标准并根据最佳国际实践改进劳动力调查问卷。新调查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新冠肺炎对就
业、劳动力利用不足和无薪工作的影响，从而可以深入监测疫情和复苏阶段劳动力市场演变的情况。 
 

164. 劳工组织继续支持各国生成与体面劳动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2021 年，又有 22 个
成员国报告了在劳工组织监管下的至少半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这些数据为秘书长 2020 年和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提供了数据支持，主要取自劳工组织维护的业已庞大且不断扩大的
数据库，其中包括来自 162 个国家的 11,700 多个调查数据集。向 196 个国家的国家统计局和劳
动部发送了调查问卷以采集行政管理数据。2020 年收到并处理了 97 个国家的 261 份文件，
2021 年收到并处理了 89 个国家的 241 份文件。 

165. 在制定关于非正规性测量和职业分类的新统计标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将在 2023 年国际劳工统
计学家大会 100 周年之际提交。1,000 余参训人参加了劳工组织与都灵中心合作在线举办的各类
劳工统计课程。 

权威创新性研究 

166. 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发布了备受瞩目的全球研究报告， 15 特别是五份旗舰报告： 

•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0 年趋势》 

•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 年趋势》 

• 《2021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数字劳工平台在改变劳动世界中的作用》 

• 《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 

• 《20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 

167. 在本两年期，采纳劳工组织研究成果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多边组织引用次数增加 29%就证明了
这一点。 

168. 劳工组织还合作开发了创新性的建模技术，通过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出版的八版
《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及时分析了新冠肺炎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也研究了新冠肺炎对贸

 
15 两年期的部分主要出版物包括：《2020 年全球就业政策评论：促进包容性结构转型的就业政策》、《居家办公：从隐形到
体面劳动》、《童工劳动：2020 年全球估计、趋势和前进之路》、《使家政工人的体面劳动成为现实：<2011 年家庭工人公
约>(第 189 号)通过十年后的进展和前景》、《多样性的未来》。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CCSAreports
https://ilostat.ilo.org/topics/covid-19/#CCSAreports
https://ilostat.ilo.org/keeping-labour-data-flowing-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ilostat.ilo.org/keeping-labour-data-flowing-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1
https://ilostat.ilo.org/data/national-sources-catalogue/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445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54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174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253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75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448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58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58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751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255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255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313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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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近期中断的情况及其对就业和劳动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对弱势工人和
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国际劳工评论》于 2021 年庆祝了其创刊 100 周年，其中收录的问题涉及
非正规性、技术与就业以及性别平等等仍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常性主题。 

 专栏 33. 数据收集、研究和传播方面的创新 

新冠疫情说明危机能刺激创新。借助劳工组织新开发的“临近预报”建模技术，可以了解全球劳动力
市场趋势，并通过将来自劳动力调查的传统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相结合得出数据估计值。其他来源
的数据包括谷歌移动报告、谷歌趋势数据、商业和消费者调查、全球封锁数据库、政府数据和对新冠
肺炎的反应，以及由不同提供商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其他情绪调查等。通过有效适应在线方法，例如包
括通过为社交媒体设计的简短解释性视频，扩大了传播范围。 
 

169. 为提高其研究成果的采用率并影响政策建议，劳工组织与其他多边机构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建
立了研究合作关系。此项联合研究产生的部分出版物举例如下：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就业状况》(劳工组织-拉加经委会)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净零排放未来中的工作岗位》(劳工组织-美开行) 

• 《我们想要的保护：亚太地区社会展望》(劳工组织-亚太经社会) 

• 《亚太地区应对新冠肺炎引起的青年就业危机》(劳工组织-亚行) 

170. 在欧盟委员会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劳工组织制定了《劳工组织贸易与体面劳动一体化研究计
划》，以开展这一领域的新研究并开发相关的工具。劳工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编写了
《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联合论文，并通过共同主办 2021 年国际劳动和就业关系协会(ILERA)
世界大会以及于 2021 年 7 月组织召开第七届体面劳动监管(RDW)大会，为传播循证研究成果做
出了贡献。 

关于劳动世界的高效、有效和创新性传播工作 

171. 全球对新冠肺炎对劳动世界的影响的兴趣激增，要求劳工组织加紧努力制作内容并提高其传播
渠道管理的有效性。劳工组织大多数数字平台的受众成倍增长，特别是劳工组织新闻室和新网
络平台，如劳工组织之声、劳工组织会谈、推特和领英。2020-2021 年，Instagram 的关注量增
加了三倍以上。媒体报道大幅增长。 

172. 为了专注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和劳工组织的应对措施，劳工组织创建了一个特定知识产品和传播
内容在线中心。完善传播渠道，推出多语种工具，其中包括举办 2020 年新冠肺炎与劳动世界全
球峰会的网络平台。《劳动世界的未来》播客系列提供了关于劳动世界关键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2021 年首次以虚拟形式举办的劳工大会的专用在线页面和产品，使用了新方法以引起人们对大
会和所讨论问题的关注，包括使用了一个兼有镜头存档和检索功能的实时播放器。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journals/international-labour-review/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santiago/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627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206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816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369.pdf
https://voices.ilo.org/
https://www.ilo.org/global/meetings-and-events/events/talk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global-summit.ilo.org/en/event/constituents-day
https://voices.ilo.org/podcast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9/live-coverage/lang--en/index.htm#/event/conference-opening/segment/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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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在多边体系内的伙伴关系，以人为本应对新冠肺炎危机 

173. 由于需要制定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并确保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提供协调一
致的支持，这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转化为远超过预期的外部伙伴关系。开发署和劳工组织
之间的行动框架提出了全球、区域和国别行动建议，其重点是加强合作，以立即应对新冠肺炎
危机、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复苏。劳工组织和儿基会之间签
署了一项新伙伴关系协议，以加强“无限新世代”议程，其目标是提高年轻人的就业能力，促
进其更顺利地从学校向职场过渡。 

174. 由荷兰政府资助的“前景”(PROSPECTS)计划，将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
民署)、儿基会、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联合起来，在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拉克、约旦、肯
尼亚、黎巴嫩、苏丹和乌干达联合开展行动，以改善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接纳社区的生活。关于
具体主题的国家伙伴关系的其他实例包括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与儿基会结成社会保护联盟，
在伊拉克与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开展以移民工人为目标的企业发展服务联合计划。 

175. 新冠肺炎危机促使在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领域加强了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合作。劳工组织在制定
联合国应对新冠肺炎的社会经济框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国家层面的联合国评估和应对
计划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与都灵中心合作，提供了 9 套一揽子培训方案，
培训对象超过 500 人，内容涵盖体面劳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社会伙伴在联合国改革中的作用、
南南合作与三角合作，以及体面劳动融资。 

成果目标 B：国际劳工组织的有效和高效治理 

176. 因旅行和面对面会议受到限制，2020 年 3 月理事会会议未能举行，2020 年劳工大会也被取消。
尽管如此，劳工组织仍通过转向经调整后、主要是虚拟性的工作方法，确保了本组织持续有效
和高效的治理、监督和评估。 

完善治理机关和正式会议的程序 

177. 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劳工组织通过快速调整和创新，在三方成员务实和灵活方法的协助下，
确保了连续性以及对其治理机关运行的有效支持。 

178. 劳工组织在实现理事会运行和组成的民主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为此组建了一个三方专门工作组，
于 2020 年 12 月举行了工作组首次虚拟会议。工作组提出了一项决议，旨在确认《1986 年国际
劳工组织章程修正文书》的一部分内容实质上已经过时，因此消除了批准该文书面临的某些障
碍。该决议于 2021 年 6 月举行的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上获得通过。应工作组的请求，劳工局
提出了《1986 年修正文书》生效后实施该文书所需的一系列措施。 

179. 随着“百年治理倡议”的落实，劳工局对治理机关的支持按计划得到了逐步改善。2019 年对业
务流程的审查，以及 2020 年初制定的新工作方法，使劳工组织治理机关能够通过虚拟会议继续
运行。理事会采取了以通信方式就紧急、无争议和常规事项作出决定的做法。为确保透明度和
促进建立共识，会前协商和日常协商对此予以支持，以期保证特殊决策方法尽可能地复制常规
程序。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statement/wcms_75645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statement/wcms_756457.pdf
https://www.generationunlimited.org/news-and-stories/ILO-UNICEF-GenU
https://www.generationunlimited.org/news-and-stories/ILO-UNICEF-GenU
https://www.ilo.org/global/programmes-and-projects/prospects/lang--en/index.htm
https://unsdg.un.org/zh/resources/lianheguo2019guanzhuangbingdubingjishishehuijingjifanyingquanqiukuangjia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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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34. 国际劳工大会走向虚拟化 

2021 年劳工大会第一次虚拟会议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实施了包括特别程序性安排、加强使用数字
技术和改进工作方法在内的一整套措施。以此形式成功举办会议的关键是，提前做准备、扩大虚拟会
议的形式以便远程参会、及时提供文件、严格遵守发言时间限制以及给予广泛的信息技术支持。与认
证、在线提交修正案、电子投票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使用预先录制的发言有关的改进，进一步促进了会
议的成功举办。 
 

加强监督和风险管理系统 

180. 在本两年期，外聘审计员远程开展工作，并对 2019 和 2020 财政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发表了无
保留审计意见。外聘审计员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就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疫情下的项目实施和交
付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对《计划和预算》实施而言尤为及时。 

181. 内部审计和监督办公室制定了 2021-2026 年新战略，以随着新风险的出现和环境变化而提供高
质量的相关服务。由于疫情影响，确保业务连续性和远程工作安排成为优先事项，这增加了实
施内部审计建议所需的平均时间。劳工局将加大对后续行动的监测和监督力度。 

182. 劳工组织修订了其风险管理框架，以进一步精简程序并加强高级管理层监督。开发了一个新工
具，以迅速提请高级管理层注意重大新兴风险。总干事继续发布与 2019 年和 2020 年财务报表
配套的内部控制声明，确定内部控制重大事项，并报告劳工组织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提高对问责制和机构学习评估的接受度 

183. 劳工组织继续更多地利用评估结果和建议，为战略指导和报告提供参考，实现了劳工组织基于
成果的《评估战略(2018-2021 年)》的大部分里程碑。 16 在本两年期，大多数高级别评估结果为
《2022-2023 年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以及劳工组织《2022-2025 年战略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参
考。 

184. 2020 年 3 月，劳工组织评估办公室发布了疫情期间评估方法指导说明。随后于 2020 年 10 月出
台了一项规程，以确保所有高级别、分散的评估均收集有关本组织应对新冠疫情挑战及其行动
有效性的相关数据。此类评估和有重点的综合审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反映出三方成员在
需求和优先事项方面的变化、需要紧急关注的新兴问题以及劳工组织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些问题。 

185. 在本两年期，进行了越来越多的集群评估，从而提升了成本和时间效率，减少了评估疲劳，并
增强了三方成员对在国家或主题层面看待总成果的优势的了解。平均而言，一次集群评估可取
代四次独立项目评估。 

186. 劳工组织还调整了其评估方法并形成文件，以更好地反映劳工组织的规范性和三方性任务以及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2020 年，95%的项目评估为规范工作和标准推广提供了证据，100%
的项目评估为三方合作、社会对话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证据。 

 
16 见 2021 年 11 月提交给理事会的《2020-2021 年度评估报告》。 

http://www.ilo.ch/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068.pdf
http://www.ilo.ch/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54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707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22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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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标 C：高效的支持服务和国际劳工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 

187. 劳工组织继续努力更高效更有效地使用委托给本组织的资源。由于需要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新
挑战和工作环境的变化，创新因此激增，劳工局在工作方法、基于成果的规划、透明度、发展
合作、人力资源管理和环境绩效方面均有显著改善。 

创新和改进业务流程 

188. 这场疫情要求劳工组织在多维度加快工作方法变革，包括但不限于：本组织治理、向三方成员
提供劳工组织服务的手段、业务连续性、有效开展虚拟协作和远程管理劳工组织的团队。总体
而言，劳工组织超出了本两年期计划中创新举措目标数量的 55%，约四分之一的职员参与其中。
此类举措跨越多个领域，包括：特派团信息和会议的数字化；以互动和吸引人的方式与合作伙
伴和全球受众举行会议；提高外地业务行政服务的响应能力；以及通过改善协作和简化流程提
高效率。 

189. 新冠肺炎造成的干扰促使劳工组织迅速投入资源，利用信息技术推行新工作方法并继续为三方
成员提供服务。劳工组织加速实施数项信息技术举措，并部署多种工具建立一个安全、有效的
数字工作场所。劳工组织通过重新利用现有资源，并通过《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中
批准的特殊投资，应对了对信息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需求。 

190. 与职员就某个主题进行虚拟对话或与公众互动以“挑战征集”的形式众包解决方案的能力得到
了加强。劳工组织将利用这一参与性工具，使职员能够为确定 2021 年劳工组织职员调查的优先
事项和后续行动做出贡献。对于挑战征集，劳工组织将问题发布在其新合作平台上，对公共领
域感兴趣的创新者可以提交其对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想法。劳工组织于 2020 年初发布了首届挑战
征集，即技能挑战创新征集：寻找技能不匹配的解决方案。这一模式目前已被全球和区域范围
内的多个技术团队采用。 

 专栏 35. 识别政策创新的新方法 

劳工组织技能创新基金发起了首届劳工组织技能挑战创新征集活动，供外部个人和组织提交解决任何
形式或维度的技能不匹配的创新性想法。获胜者获得了 5 万美元奖金、在全劳工组织网络中的知名
度，以及将概念转化为可试点的原型方面的技术支持。来自五个区域的 96 个国家的 473 项提案对这一
挑战做出了回应。申请者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初创企业、非政府组
织、研究机构和年轻人。津巴布韦家政工人协会的提案获胜，该提案通过面授和在线课程提供现代家
政技能培训，以提高工人的就业能力。该协会有了挑战奖金并在劳工组织技术支持下，为家政工人开
发了课程，成立了一个培训中心作为课程培训场地，并开发了一个通过 WhatsApp 每周举办培训课程
的系统。 
 

191. 劳工组织在虚拟协作、通信和服务提供方面作出了改进。信息技术能力的增强对内外部合作产
生了积极影响，这包括在联合国机构间工作组和学习平台框架内的协作。向远程办公的调整推
动了以前依赖面对面接触的流程创新，例如物理签名审批。流程简化和数字化带来了更快响应
时间和效率。 

https://www.ilo.org/skills/projects/innovation-facility/WCMS_73398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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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基于成果的规划和管理系统 

192. 为了改进成果的规划、监测和报告，劳工组织为纳入工作计划的产出指标制定了技术和方法说
明。同时，劳工局推出了一个信息汇总表，供劳工组织所有职员使用，以促进基于成果的工作
规划进程。该汇总表汇集了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按计划和预算的成果目标、产出和指标并按
区域或国别提供计划和财务信息的综合视图。 

193. 劳工组织于 2021 年 1 月成为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的正式成员，表明了其对资源分配和使
用以及所取得成果的透明度的承诺。在本两年期，劳工组织在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和其他平台
(如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联合国数据立方体倡议)上的数据报告工作继续进行，并有所改进。 

194. 为了支持国家层面基于成果的规划工作，考虑到联合国改革的影响以及为支持《2030 年议程》
而采取更一体化的联合国行动的历程，劳工组织制定了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具体指南。此举转化
为制定出了与联合国合作框架更好地同步和协调的 10 项新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此外，劳工组织
通过联合国共同监测和报告平台联合国信息和通信网(UN-INFO)，更频繁地报告了其在越来越多
国家开展的活动和进展。这一趋势将需要更新劳工组织的规划和资源管理平台，以确保互操作
性，从而确保一致性并简化国家层面的报告任务。 

有效的发展合作 

195. 劳工组织的发展合作仍是实施工作计划的关键行动手段，实施国家层面的工作计划尤其如此。
劳工组织在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 80 个供资伙伴的支持下，在所有区域的 95 个国家实施了发
展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始终与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以及《计划和预算》的成果目标相互关联。 17 

196. 新冠疫情要求劳工组织对发展合作计划和项目的用途迅速做出调整，以满足三方成员新出现的
不同需求。这是由于供资伙伴理解并展示灵活性而得以实现的，所做的调整包括改变劳工组织
援助的内容和修改援助提供机制。 

197. 2020 年，理事会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 2020-2025 年发展合作战略》18 和实施计划 19。该战略
力求将发展合作更有效地纳入计划和预算进程，以提高劳工组织在向三方成员提供服务方面行
动的连贯性，并确保劳工组织的全部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以取得可持续的成果和影响。该战略聚
焦政策连贯性和供资方面的伙伴关系，以及效率、体面劳动成果和透明度。劳工组织在此框架
下启动了结构化的供资对话，作为确保劳工组织优先事项获得可预测和充足资金的新途径。 

198. 2020-2021 年劳工组织登记的总核准额 20 为 6.664 亿美元，与 2018-2019 年的高核准水平相比
下降了 16%。此外，劳工组织为经常预算补充账户获得了 3,440 万美元自愿核心资金。虽未达

 
17 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成果和劳工组织业务的有效性：发展合作评价的事后元分析，2020 年和 2021 年(部分)》，2021 年
9 月。 
18 理事会文件 GB.340/POL/6。 
19 理事会文件 GB.341/POL/4。 
20 核准额指 2020-2021 年劳工组织和其供资伙伴签署协议的金额。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7459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2223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mas/---eva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2223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5849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40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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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年期目标，但考虑到许多关键资源伙伴面临与新冠肺炎应对和复苏开支有关的财政和预算
挑战，2020-2021 年的捐款额仍是巨大的。 

199. 供资伙伴的承诺，对劳工组织在许多成员国开展的从新冠疫情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应对工作而
言至关重要。这包括主要来自德国、挪威和欧盟的新捐款，以及来自联合国多伙伴“新冠肺炎
应对和恢复基金”的资助。这些经核准的资金支持了与社会保护、职业安全与卫生和现金转移
等领域的应对工作直接相关的项目。供资伙伴还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同意将其前几年的捐款
转用于为各国的新冠肺炎应对措施提供支持。 

更有效更高效的人力资源开发 

200. 劳工组织《人力资源战略(2018-2021 年)》的部分关键目标已经实现，而其他目标尚有改进的空
间。劳工组织的员工队伍与落实组织的优先事项要求大体上一致。考虑到实行新的法定离职年
龄，员工队伍规划得到了加强。特别在疫情驱动的变革背景下，劳工局的组织敏捷性显著提高。
劳工局还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提供的机会，减少了流程时间和成本。 

 专栏 36.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人力资源战略》的实施情况：取得进展的领域和 
 需要改进的领域 

取得进展的领域 

发展合作人员招聘：平均招聘时间从 2016-2017 年的 200 天提高到本两年期的 148 天(显著改进，但仍
未达到 120 天的目标)。 

地域多样性：2020-2021 年招聘了 10 名来自代表性不足国家的职员，而 2017 年仅有 2 名(目标已实
现)。 

培训与员工队伍需求的相关性：2021 年，46%的职员表示接受了有效开展工作所需的培训，而 2015
年为 33%，2019 年为 38%(目标已实现)。 

将管理者视为变革推动者的职员占比：2020 年，81%的职员持这种看法，而 2019 年为 77%(目标已实
现)。 

尊重和包容的行为文化：2021 年，64%的职员认为劳工局文化对职场上的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
2017 年这一比例为 45%(目标已实现)。 

人力资源服务的数字化：与 2016-2017 年相比，2020-2021 年人力资源网络工具的使用增加了 38%(目
标已实现)。 

人力资源指标和分析工具的使用：2020-2021 年，有 650 名职员经常使用这些工具，而 2017 年为 100
名(目标已实现)。 

需要改进的领域 

岗位流动和地域流动：2020-2021 年有 248 名经常预算职员更换了职位或工作地点，而 2016-2017 年
为 327 名，2018-2019 年为 325 名(目标未实现)。 

遵守绩效管理框架：2020-2021 年，在截止日期后一个月内完成的周期结束报告仍保持在 83%至 85%
之间，与前几个两年期的水平相似(未达到 90%的目标)。 

高级职位的性别平等：2021 年，P5 及以上职位的女性比例为 37.1%，仍远未达到至少 45%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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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人力资源服务已日益从流程驱动转向计划交付驱动。通过绩效管理框架对个人层面的成果问责
制进行了监测。通过更有效的领导、人才管理和保障性工作环境，员工队伍的敬业度得到了提
升。已落实并在新冠肺炎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了特定照护责任和职员福祉和沟通举措，在返回总
部和外地办事处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该举措。定期就有关措施征询职员工会和劳工组织职业安全
与卫生委员会的意见。 

202. 劳工组织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自实施新的人才管理制度以来收到了 22 万份工作申请，就
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劳工组织员工队伍多样性和确保性别均等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将根
据改善劳工组织员工队伍多样性行动计划和理事会为实施《2022-2025 年人力资源战略》提供
的额外指导继续努力。 

为确保劳工局的环境可持续性而改进的做法 

203. 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绿动联合国”战略的一部分，劳工组织在本两年期继续实施改
善环境绩效的举措，重点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20 年，劳工组织首次实现了碳中和。劳工组
织航空旅行的碳足迹下降了 83%，这主要归因于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限制，因此这项特殊的两年
期成果不能用于今后的比较。然而，劳工组织总部大楼的碳足迹增加了 28%，这是因为与新冠
肺炎安全措施相关的新通风规定要求加热和冷却系统不间断地运行，以确保随时都能向大楼用
户提供新鲜空气。2020 年产生的废物较少，但本两年期的回收率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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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经验教训和未来前景 

204. 在整个 2020-2021 两年期，新冠疫情给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机
遇。虽然疫情对劳动世界和劳工组织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劳工局的经验，加之劳工组织三
方成员的反馈以及独立评价和外部评估的结果，为本组织收集了宝贵的见解，有助于了解在执
行劳工组织计划方面哪些工作有成效，哪些没有成效。劳工局致力于在这些具体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提高其 2022-2023 两年期的工作成效。 

以体面劳动构建以人为本的复苏 

205. 新冠疫情暴露出了 2020 年之前已经存在的体面劳动赤字，也暴露出世界在应对规模空前的全球
危机方面准备不足。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对疫情迅速做出反应，通过大胆和非凡的工作抗击疫情，
确保工人安全和企业及工作岗位的可持续性，并在突发卫生紧急事件之后重振经济。大多数国
家都采取了临时和短期干预措施，劳工组织记录的近 1,700 项新推出的社会保护措施证明了这一
点。系统性的复原力和长期解决方案必须成为更好地向前建设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本两年期很
快就显现出来了。迫切需要通过在经济、社会、环境、人道主义和卫生领域加强国际和区域合
作、全球团结和政策协调来应对危机的全球影响。对此做出的明确承诺增加。 

206. 事实证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是一项重要资产，这是因为它提供
了一个总体框架，帮助本组织确立了一个明确和相关的战略愿景，以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人
人享有体面劳动。 

 劳工组织以《百年宣言》为指导的强有力的战略框架，为该组织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
线图。劳工组织凭借其强化的使命和长期愿景，并通过 2012 年启动的内部改革得到
了加强，近年来为变革和创新创造了有利环境。当新冠肺炎危机来袭时，劳工组织能
很好地适应并敏捷地做出反应。 

 资料来源：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劳工组织评估简报，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2021 年，第 1 页。 

207. 随着三方成员的优先事项从即时反应转向更长期的危机解决方案，在《百年宣言》基础上形成
并由 181 个国家于 2021 年 6 月举行的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全球行动呼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
现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复苏》，提供了一个协商一致的非常宝贵的路线图，以
指导全球努力支持基础广泛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复苏。它将进一步聚焦和巩固劳工组织的行动，
并通过加强与多边体系其他机构的合作等方式，增强本组织在制定包容、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复
苏战略方面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https://www.mopanonline.org/assessments/ilo2020/ILO%20Assessment%20Brief.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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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组织肩负着促进社会正义和体面劳动的使命，必须与其三方成员一起并在国际体
系中发挥领导作用，推动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
复苏。通过重点和加速实施《百年宣言》，劳工组织将大力支持成员国的复苏工作，
并利用其他多边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支持，同时积极推进联合国系统加快落实《2030
年议程》的努力。 

 资料来源：《全球行动呼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复苏》，劳
工大会，劳工组织，2021 年，第 12 段。 

208. 这场疫情不仅暴露出并加深了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而且需要采取紧急和协调一致的
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些更容易获得疫苗、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刺激经济、数字连通水平高
的国家，更有可能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繁荣和就业水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并
非如此，至少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出现迅速复苏的有利条件。由于低收入国家以
及青年、妇女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等群体继续不成比例地受到危机后果的影响，因此存在一
个现实的风险，即劳动世界会变得更不平等、更不公平、更缺乏复原力，最终更难以持续。展
望未来，劳工组织必须进一步向最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并在发展中国家加倍努力，支持制
定和实施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复苏战略。同样，还需要加大努力实现绿色复苏，并确保重新重视
性别平等问题。 

 要实现共同繁荣，还需要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工作的机会。随着工作性质和类型的迅速
变化，这便需要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规定，为所有
劳动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权利和保护，无论他们的就业安排如何。在涉及劳动者的收
入、他们的工时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生病或失业的情况时，劳动者不应承担所有的风
险。 

 资料来源：《我们的共同议程》，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2021 年，第 28 页。 

209. 本两年期的经验还表明，《计划和预算》在疫情背景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同时允许必要
的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以支持三方成员应对危机。尽管情况非常困难，劳工局还是迅速换
档变速，调整了工作计划、成果目标和战略，以响应三方成员不断变化的需求，包括评估疫情
对就业、企业和生计的影响，开发工具和指南，并设计和支持应对战略，同时考虑不同国家的
不同需求。劳工组织基于劳工标准的四大支柱政策框架，有助于推动和传播本组织应对危机的
关键政策信息。 

210. 劳工组织在 2022-2023 两年期的运作环境可能会具有异常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适应力、敏捷性
和创新对于应对本组织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劳工局将继续深化其行动，履行两年期计划和预
算中所作的承诺，同时通过利用自身在确定优先顺序、调整和创新方面的能力，保持敏捷应对
新情况和新需求所需的灵活性。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7533.pdf
https://www.un.org/zh/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zh.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and-responses/WCMS_74533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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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威的知识开发和宣传，扩大劳工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11. 本两年期的经验表明，劳工组织对研究和知识管理工作的付出尤其有效。自新冠肺炎危机爆发
以来，迫切需要制作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所需的特定内容，这促使劳工局专注于知识创建工作，
开展创新活动并善加利用专业知识。各种出版物和政策指南，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
系列出版物，就是明显的说明。该系列出版物使劳工组织在国际知名媒体上得到持续报道，加
强了劳工组织作为劳动力市场问题的领导者在多边体系中的地位。劳工组织的旗舰出版物，如
《全球工资报告》和《世界社会保护报告》，为 2021 年联合国大会的辩论框架提供了宝贵建议。
展望未来，劳工组织有义务进一步提高其创建和传播高价值循证知识的能力，以加强其名副其
实的全球卓越中心的地位，以体面劳动引领以人为本的复苏。 

 劳工组织的独特数据确保了其知识产品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劳动世界需求之间的
相关性，并得到了劳工组织成果框架和确定全球、区域和国家需求的战略的支持。
[……]劳工组织的[研究和知识管理]有助于为国际和国家议程和政策建议提供借鉴并
对其施加影响。由于对研究和知识产出的有用性和吸收情况的了解有限，问责也有
限，这可能会减少确定和推广良好实践的机会，不利于增加影响。 

 资料来源：《2010-2019 年对劳工组织研究和知识管理战略和方法的独立高级别评估》，劳工组织，
2020 年，第 5 页。 

212. 整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经验也突显了劳工组织作为劳动世界问题的知识中介发挥的关键作用。
劳工组织为总结 187 个成员国政府和社会伙伴的国别政策应对措施而开发的信息中心，首次为
三方成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知识共享平台。与此同时，由于突然需要虚拟化，劳工组织作出了
特别努力，迅速开发新平台并调整传播方式。此举也有助于确保内外部受众能够获得其所需的
信息和知识。 

213. 尽管在两年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劳工组织的知识工作仍有进一步提高影响力的空间，劳工组
织在公共领域的思想引领方面仍有发挥更核心作用的空间。劳工组织必须继续寻求扩大其全球
影响的方法，特别是在青年中的影响，为此，2022-2023 年将更加重视受众研究和基于数据的
营销方法。劳工组织推广的现有统计标准和方法继续证明对成员国有用，但本两年期的经验表
明，方法创新，包括使用大数据和开发临近预测模型，有助于“实时”估计劳动力市场的演变
情况。事实证明，这些创新有助于迅速制定应对突发危机的政策。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将研究
扩展到前沿领域，并将三方成员的知识纳入劳工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本组织必须在 2022-
2023 年加强对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在数据制作和使用方面的支持。 

深化劳工组织在多边体系中的参与  

214.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对应对人类面临的集体挑战的重要性。对多边主义的
信任和投资需要一个更有效、更高效和更有凝聚力的联合国系统，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联
合行动，齐心协力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包括劳工组织在内的所有联合国实体努力提高绩效水平，
充分履行承诺。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982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17572.pdf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5721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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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大家庭及其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的全球网络努力促进和平、人权、可持
续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一定会支持各国政府与我们的伙伴们开展合作，首先确保拯
救生命，恢复民生，使全球经济和我们所服务的人民摆脱危机，更加强大。这就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的逻辑。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一致，满怀希
望，展示政治意愿和彼此合作，确保同舟共济度过危机。 

 资料来源：《共担责任，全球团结：共同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社会经济影响》，联合国秘书长的
报告，2020 年，第 2 页。 

215.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在联合国应对新冠肺炎的社会经济框架下与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并通过
在国家层面制定联合国社会经济应对计划，为联合国联合应对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全球层
面，劳工组织在关于劳动力市场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的辩论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劳工组织的
体面劳动问题是《共同议程》和具有里程碑意义合作的关键要素，如 2021 年 10 月的二十国集
团(G20)罗马峰会和 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COP26)。展望未来，
劳工组织将继续努力加强多边系统中的机构关系，以期促进政策一致性，支持以人为本的复苏。
劳工组织将于 2022 年 2 月主办以人为本复苏问题全球论坛，这将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 

 秘书长呼吁更新社会契约，这需要在信任、包容、保护和参与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在
增强世界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衡量和重视对人类和地球重要的东
西。[……]从危机中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要求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齐头并进，不仅
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少不平等，还要增强人们的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
世界的挑战以及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绿色和公正过渡所带来的挑战。 

 资料来源：《投资于就业和社会保护以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复苏》，联合国秘书长的政策简报，
2021 年 9 月，第 7 和 9 页。 

216. 本两年期的经验证实了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合作以协助设计和实施新冠肺炎国别应对计划的重要
性。在国家层面，与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机构的密切伙伴关系，使得劳动世界问题有机会扩大
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议程中的影响，并使劳工组织能够进一步展示其在引导促进体面劳动、实
现以人为本复苏方面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更密切地参与联合国进程，将有助于在现实中转
化为更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例如，人权事务协调将在参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和国家级规划方面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有可能将国际劳工标准推广为更广泛的人权框架的一部分。 

217. 在某些情况下，劳工组织难以向外地提供协调和及时的支持，这是因为在适当的时间在实地获
得所需的技术专长方面面临挑战。此外，参与协调会议和联合活动的要求增加，联合报告也有
了新要求，这表明响应联合国范围内的进程和倡议需要在时间和资源方面做出大量承诺。2022-
2023 年，本组织将进一步优先考虑联合规划和报告框架及机制的合理化，这反过来又要求对报
告流程自动化和建立联合国不同实体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进行相应的投资。劳工组织还将加强
其自身机制，确保迅速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并让各区域体面劳动技术小组的专家和
总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参与其中。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hared-responsibility-global-solidarity-responding-socio-economic-impacts-covid-19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ecretary-generals-policy-brief-investing-jobs-and-social-protection-poverty-era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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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可提供机会将劳工组织的跨领域问题纳入联合国不同
组织的工作，但也带来了重要挑战。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往往对劳工组织的三方结构和
社会对话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资料来源：《对 2016-2019 年劳工组织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等安第斯国家的体面劳动计划的独立高级别评估》，劳工组织，2020 年，第 2 页。 

218. 还将努力提高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和驻地协调员对劳工组织的三方结构、社会对话的重要性
以及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作用的认识。劳工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其
三方成员能力建设，并为他们参与联合国平台和机制提供支持。为此，劳工局将做好准备，为
各国提供更全面和更有针对性的援助，支持三方成员参与联合国进程，如共同国家分析和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充分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新工作方式 

219. 尽管新冠疫情对行动和互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限制，但也使劳工组织得以探索创新工作方法。
劳工局在所有区域都及时有效地采用了新交付模式，使劳工组织能够继续向三方成员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和支持，并能够维持各治理机关的运行。 

220. 虚拟工作环境突显了劳工组织提高效能和效率的途径。适应数字工作空间有助于加强全局团队
合作，促进跨技术领域和行政管理结构的协作，从而提高效率和规模经济，并加强对劳工组织
外地办事处的支持。此外，向虚拟交付过渡，得以有机会对交付方式作出调整，以便为三方成
员提供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劳工组织服务的数字化扩大了服务的覆盖面，使本组织能够
服务于更广泛的受众，包括劳工组织不是驻地机构的国家的受众。这些积极成果证明，即便在
无法预测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虚拟技术和面对面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提供劳工组织的服
务。 

 专栏 37. 疫情期间对劳工组织服务作出调整:“更好的工作”计划实例 

当发觉新冠疫情显然将持续扰乱整个两年期的工作实践时，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计划推出了一些
措施以适应新情况。 

调整培训方法和咨询服务，转向频次更高、时间更短、班级更小的培训课程，以保持注意力并保持社
交距离。社交媒体平台被用来分享信息，并提高工人对新法规以及避免暴露于病毒和传播病毒的认
识。  

虚拟合规检查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尼加拉瓜予以试行，因为“更好的工作”计划的职员长时间无法
前往工厂。尽管很难通过此类检查来评估童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情况，但也发现了与歧视和骚扰有关
的其他敏感问题。 

与三方成员联合实施，包括联合评估，在约旦和海地与能进行现场访问的劳动监察员一起进行，即使
“更好的工作”计划的职员有时只能远程参与。尽管这需要投资于培训三方成员和协调预期，但也提
供了扩大自主权和提升可持续性的可能。 

“工厂大使”计划为来自柬埔寨和越南 115 家工厂的 218 名管理者和工人代表提供了关于“更好的工
作”方法的培训，以支持培训，提供建议，并在企业顾问无法到现场时进行虚拟合规检查。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5730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5730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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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方法，用以收集来自工人和管理者的数据，其中包括：电话调查；与外部研究人员一起收集数
据；印度尼西亚的混合模式；以及“越南更好的工作”计划进行的一款应用程序试点，用于收集和分
享来自工人和三方成员的数据。 
 

221. 与此同时，2020-2021 年的经验揭示了数字化和远程交付的局限性。事实很快表明，虚拟互动
仅更适合劳工组织的某些活动，而未必适合另一些活动。相反，由于处理敏感问题需要人与人
之间的接触和信任，劳工组织的某些工作仍是在现场开展更为有效。经验还表明，在信任和先
前有过接触的基础上与三方成员进行虚拟接触方才更加有效。与此同时，数字手段的加速应用
也暴露了由不可预测的连通引起的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上升。 

222. 本两年期，劳工组织服务的数字化也明显会在包容性方面带来问题，这是因为一些机构和社区
并不具备获得或使用数字方法的良好条件。发展中国家缺乏数字基础设施，这意味着连通性对
三方成员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往往会妨碍与社会伙伴的接触。弱势人群，尤其是农村地区的
弱势人群，由于缺乏技能或无法使用数字设施，可能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从这个意义
上说，一些国家实现数字化的能力有限，突显了以适当速度推出虚拟服务的重要性。展望未来，
劳工组织必须小心避免无意中助长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只会加剧不平等。 

223. 然而，数字化趋势仍将持续下去，劳工组织必须拥抱这一趋势。劳动世界正在形成的新混合模
式，使劳工组织得以反应更灵敏、更高效和更具协作性。本组织必须保持并在这些改进的基础
上再接再厉，避免回到疫情前的做法——例如，疫情前旅行方面的做法。相反，随着物理存在变
得不那么重要，重点应放在如何使专业知识的提供不受所在地限制上。为了继续与三方成员有
效合作，劳工局将需要保持敏捷性，并努力在虚拟和面对面交付方式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
将需要增加投资，以保护劳工组织的系统并防止业务连续性受到威胁。作为逐步采用数字工作
场所的一部分，劳工组织还需要继续探索和试验共同开展工作的创新方式。在此过程中，本组
织应准备好承担风险，例如，在预知有些工具将证明比其他工具更适合劳工组织的服务的情况
下，尝试新工具。 

 在疫情期间，劳工组织在干预行动中大大增加了对具有成本效益的虚拟/远程交付方
法的使用，克服了过去在使用这些方法方面的犹豫不决。这些方法很可能会在疫情后
的复苏阶段继续使用，有可能对劳工组织的效率产生持久和积极的影响。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应对新冠肺炎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关于如何在疫情后建设更美好的劳动世界未
来的评估经验教训》，劳工组织，2021 年，第 3 页。 

提高劳工组织干预措施的可持续性与成本效益 

224. 在供资不确定的环境中，再加上对多边体系支持从危机中复苏的期望值提高，劳工组织面临更
大压力，需要向其三方成员和合作伙伴证明物有所值。这就要求坚定地确定优先事项，并提高
影响、效率、透明度和增强机构问责。 

225. 劳工组织在两年期的总体成效表明，劳工局在应对疫情造成的干扰和挑战的同时，设法满足了
对其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尽管在项目实施方面出现了一些延误，但劳工组织成功取得了大部

https://www.ilo.org/eval/WCMS_81707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val/WCMS_817079/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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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预期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劳工局迅速响应三方成员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的能力，
包括战略性地使用委托给本组织的所有资源。在这方面，劳工局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劳工组织
的管理者能够为劳工局应对新冠疫情应用和重新配置可用资源。 

226. 发展合作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劳工组织能够继续开展和调整在外地的活动，并编制与新冠
肺炎有关的全球产品。在疫情之初，劳工局就审查了早前就许多项目和方案商定的工作计划，
以便根据未预见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延期，并加强了与发展伙伴的接触。劳工局通过建设
性的对话和协商，获得了许多捐助者的支持，并得以重新调整许多项目的目标和资源用途，以
响应三方成员的新需求，并调动特定自愿捐款应对新挑战。 

227. 随着劳工组织继续改进和简化其计划编制和资源分配流程，劳工局的目标将是确保所有活动都
进行统筹规划和预算编制，不受供资来源的影响，并适应三方成员不断变化的需求。 

 劳工组织响应了《百年宣言》的呼吁，即紧急行动起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创造
一个公平、包容和安全的劳动世界的未来，使人人享有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
业和体面劳动。同样，劳工组织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一些准则服务于运营目的，以确
保业务的连续性以及在充满挑战的工作环境中各类服务的落地落实。 

 资料来源：《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以及外聘审计员报
告》，劳工组织，第 110 页。 

228. 2020-2021 年一个反复出现的经验教训是，劳工组织需要更加重视确保成果的可持续性，而不
局限于实现有时限要求的项目目标。评估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地合作伙伴的有限能力有
时会妨碍计划在项目结束后扩大规模。在某些国家，尽管劳工组织和三方成员以前的工作取得
了成功，但所取得的进展甚至会出现逆转。两年期的经验证实，劳工组织的干预措施如能实现
其目标和取得成果，在有意义的社会对话的支撑下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并保持其成就。还表明，
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有时会带来更为具体、更可持续的成果。此外，事实
证明，供资的可预测性对劳工组织干预措施取得成功不可或缺。展望未来，本组织将需要进一
步思考如何将最初卓有成效的应对措施转化为长期影响，以及如何做更充分的准备，以适应环
境的意外变化，为成果提供保障并确保其工作的可持续下游效应。 

 劳工组织未足够重视衡量其促进可持续企业工作的长期影响力和可持续性。劳工组织
为监测成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仅限于在项目实施期间，因此通常不掌握项目实
施后的成果和影响。[……]长期支持可能会改善成果和影响。 

 资料来源：《对 2014-2019 年劳工组织促进可持续企业战略和行动的高级别评估》，劳工组织，2020
年，第 77 和 82 页。 

229. 要提高成果的可持续性，还需要增强劳工组织的能力，以提高绩效数据的透明度，并加大对其
所取得具体成果的宣传力度。为此，本组织必须更精准地跟踪其所开展的工作，并必须更好地
掌握其影响，包括对最终受益者的影响，同时认识到国家层面的成果不能仅归功于劳工组织的
贡献。这也要求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更强有力的监测，不仅要监测劳工组织具体干预措施
的效果，而且要监测劳工组织在特定情况下较长时期内的工作。反过来，这可能意味着将劳工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9/reports/reports-to-the-conference/WCMS_7872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9/reports/reports-to-the-conference/WCMS_787243/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val/Evaluationreports/Strategyandpolicyevaluations/WCMS_75720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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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某些核心活动(如能力建设)视为更长期的工作。这也可能涉及重新思考劳工组织可最有效
地部署其所掌握的监测和评估工具的时间表。最后，劳工组织的三方成员需要认识到，本组织
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往往会在多年后方才开花结果。 

 劳工组织凭借其技术专长、在为三方伙伴提供发声平台和争取共识方面的绩效、对成
果管理制的承诺、高质量的评估、透明度和强有力的审计记录，完全有条件继续成为
值得信赖的伙伴。 

 资料来源：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劳工组织评估简报，多边组织业绩评估网，2021 年，第 3 页。 

 决定草案 

230. 理事会注意到该报告，并要求劳工局考虑到讨论期间提出的观察意见。 

 

https://www.mopanonline.org/assessments/ilo2020/ILO%20Assessment%20Brie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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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详细财务数据 

下图显示了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各司局和五个区域的各项计划在各项成果目标上的投入占总
支出的百分比。按经常预算项下的国际专业类别职员投入在八项成果目标各项上面的相关技术
性和分析性工作以及服务所用的时间来衡量。 21 鉴于人事费用占经常预算资源总额的 70%，这
是衡量投入占支出比重的一个重要指标。 

 图 I.1.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1 上面的投入 

 

 
21 “其他”类别囊括了在各项成果目标上的投入少于该成果目标总支出的 2%的司局和区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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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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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I.2.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2 上面的投入 

 

 图 I.3.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3 上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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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I.4.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4 上面的投入 

 

 图 I.5.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5 上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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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I.6.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6 上面的投入 

 

 图 I.7.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7 上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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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I.8. 国际劳工组织各司局和区域计划在政策成果目标 8 上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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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政策成果目标、产出和指标：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政策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总数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1. 强有力的三方成员与具
有影响力和包容性的社会
对话 

1.1. 雇主和企业会员
组织的机构能力得到
提高。 

1.1.1. 扩大代表性的治理体系
和战略得到改进、服务提供
能力得到加强的雇主组织和
企业会员组织的数目。 25 40 8 17 0 9 6 

 1.1.2. 分析不断变化的工商业
环境，开展对决策有影响力
的宣传活动的雇主组织和企
业会员组织的数目。 15 21 6 7 0 6 2 

1.2. 工人组织的机构
能力得到提高。 

1.2.1. 具有吸引新的工人群体
和/或改善其服务的创新战略
的国家工人组织的数目。 36 28 7 6 5 8 2 

 1.2.2. 提出建议，供参与制定
政策的社会对话机制参考的
工人组织的数目。 35 26 4 6 4 9 3 

1.3. 劳动行政管理部
门的机构能力得到提
高。 

1.3.1. 具有能应对劳动世界当
前和新挑战，有利于劳工管
理 的 制 度 框 架 的 成 员 国 数
目。 20 30 10 5 4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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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具有与社会伙伴协商制
定的、有针对性的战略合规
计划的成员国数目。 13 9 6 1 1 1 0 

1.4. 社会对话及劳动
关系法律、进程和制
度得到强化。 

1.4.1. 具有新近建立或已加强
的能应对当前和新出现的劳
动世界的挑战的、有利社会
对话、劳资关系或预防/解决
争端的机构、机制或管理框
架的成员国数目。 20 28 14 0 2 6 6 

 1.4.2. 促进集体谈判和工作场
所合作的政策和/或做法得到
改进的成员国数目。 15 17 * 5 1 2 9 0 

2. 国际劳工标准与权威有
效的监督 

2.1. 成员国在批准国
际劳工标准方面的能
力得到提高。 

2.1.1. 批准基本及治理公约或
议定书的数目。 

30 28 8 4 1 6 9 

 2.1.2. 批准最新技术公约的国
家数目，包括理事会在标准
审议机制范围内建议的技术
公约数目。 80 ** 67 28 17 4 3 15 

2.2. 成员国实施国际
劳工标准的能力得到
提高。 

2.2.1. 监督机构已满意地注意
在适用已批准公约方面取得
进展的事例数目。 45 44 7 9 5 10 13 

 2.2.2. 包括针对国际劳工组织
监督机构提出的问题的应对
措施在内的新的联合国合作
框架的百分比。 10%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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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际劳工组织三
方成员参与前瞻性国
际劳工标准政策的能
力得到提高。 

2.3.1. 及时收到的应于 9 月 1
日前提交的关于实施已批准
公约的报告的百分比，其中
包 括 对 监 督 机 构 意 见 的 答
复。 40% 40% 40% 34% 33% 34% 47% 

 2.3.2. 具有能让三方成员有效
投入到将国际劳工标准在国
家层面实施的三方机制(包括
向监督机构汇报的机制)的成
员国数目。 20 22 8 4 2 5 3 

3. 旨在实现充分、生产性
和自由选择的就业与人人
享有体面劳动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转型 

3.1. 成员国在制定和
落实对性别层面予以
回应的新一代国家就
业政策(包括面向青年
人的政策)方面的能力
得到提高。 

3.1.1. 采取应对特定国家工作
未来挑战的新一代国家就业
政策的成员国数目。 

24 16 6 2 1 4 3 

 3.1.2. 作为一项独特战略或作
为国家就业战略一部分(根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8.b.1)
制定了国家青年就业战略的
成员国数目。 18 12 6 3 1 1 1 

 3.1.3. 根据第 204 号建议书制
定推进正规化综合战略的成
员国数目。 12 2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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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数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3.2. 成员国在制定和
实施在农村经济中创
造体面劳动的政策和
战略方面的能力得到
提高。 

3.2.1. 在农村地区采取体面劳
动措施的成员国数目。 

15 24 8 7 2 5 2 

3.3. 成员国在制订和
实施向环境上可持续
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
政策方面的能力得到
提高。 

3.3.1. 采取政策措施促进通过
体面劳动向环境可持续经济
和社会公平转型的成员国数
目。 

8 12 5 4 2 1 0 

3.4. 国际劳工组织三
方成员在通过体面劳
动促进和平、稳定、
有复原力的社会方面
的能力得到加强。 

3.4.1. 具有通过体面劳动倡导
实现和平、稳定及有复原力
的 社 会 计 划 的 成 员 国 的 数
目。 

12 15 7 0 3 3 2 

3.5. 成员国在制订和
实施有利于在一生中
向体面劳动转型的劳
动力市场计划和就业
服务方面(尤其着重关
注青年和老年工人)的
能力得到提高。 

3.5.1. 加强就业服务以支持向
体面劳动过渡的成员国的数
目。 

25 21 6 5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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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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成员国在创造对
创业和可持续企业有
利的环境方面的能力
得到提高。 

4.1.1. 具有改善可持续企业创
建和发展有利环境的战略和/
或行动计划的成员国数目。 

16 12 4 3 2 0 3 

4.2. 企业在采用新的
经营模式、技术和技
巧，提高生产率和可
持续性方面的能力得
到强化。 

4.2.1. 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支持
生产力、创业精神、创新和
企 业 可 持 续 性 的 成 员 国 数
目。 

29 48 21 6 4 13 4 

4.3. 成员国在制订专
门旨在促进企业向正
规性转型的政策、立
法和其他措施方面的
能力得到提高。 

4.3.1. 已采取措施促进企业及
其雇用的工人向正规化转型
的成员国数目。 

14 17 7 6 0 3 1 

4.4. 成员国和企业在
制订旨在促进工商业
实践与体面劳动和以
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
未来的方法保持一致
的政策和措施方面的
能力得到提高。 

4.4.1. 有政策或措施来促进工
商业实践与体面劳动优先事
项、以人为中心构建劳动世
界未来的方法相一致的成员
国数目。 

10 13 1 6 0 5 1 

5. 旨在促进进入劳动力市
场并在其中进行转型的技
能和终身学习 

5.1. 国际劳工组织三
方成员在确定当前技
能不匹配情况及预测
未来技能需求方面的
能力得到提高。 

5.1.1. 已在国家和/或部门一
级采用国际劳工组织方法衡
量技能不匹配和/或预测未来
技能需求的成员国数目。 

15 26 10 5 1 7 3 



  

 

95 


 G
B.344/PFA/1(Rev.1) 

 

 

政策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总数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5.1.2. 具有制度化国家或部门
机制以衡量技能不匹配和预
测未来技能需求的成员国数
目。 8 5 1 1 1 1 1 

5.2. 成员国在强化技
能和终身学习政策、
治理模式及筹资体系
方 面 的 能 力 得 到 提
高。 

5.2.1. 具有包容性技能和终身
学习战略的成员国数目。 

10 10 3 0 1 5 1 

 5.2.2. 具有包容性技能和终身
学 习 治 理 模 式 的 成 员 国 数
目。 5 5 2 0 1 1 1 

 5.2.3. 具有能够实施包容性技
能和终身学习政策的融资系
统的成员国数目。 6 1 0 1 0 0 0 

5.3. 国际劳工组织三
方成员在设计和实施
包含以工作为基础的
学习和优质学徒制在
内的创新、灵活和包
容性的学习选项方面
的能力得到提高。 

5.3.1. 已采用国际劳工组织方
法进行基于工作的学习和高
质量学徒制的成员国数目。 

12 14 7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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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具有针对妇女、青年或
处于脆弱环境的人的创新、
灵活和包容性技能计划和服
务的成员国数目。 12 24 13 3 3 3 2 

 5.3.3. 具有包容性技能认可机
制的成员国数目。 8 7 6 0 1 0 0 

6. 面向劳动世界所有人的
性别平等、机会均等和待
遇平等 

6.1. 国际劳工组织三
方成员在促进对照护
经济的投资和更平衡
地分担家庭责任方面
的能力得到提高。 

6.1.1. 具有为扩大与照护有关
的基础设施、社会保护或公
共照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创造体面就业、促进性别平
等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战略的
会员国数目。 8 4 0 2 1 0 1 

 6.1.2. 具有改善一个或多个照
护行业的劳动权利和工作条
件政策的国家数目。 9 5 1 3 1 0 0 

 6.1.3. 采取措施促使男女之间
更均衡地分担家庭责任的国
家数目。 10 2 0 1 0 0 1 

6.2. 提高国际劳工组
织三方成员执行政策
和战略的能力，促进
和确保男女机会均等、
平等参与和待遇平
等，包括同工同酬。 

6.2.1. 具有促进劳动世界男女
机会和待遇实质平等政策及
其执行战略的成员国数目。 

12 8 2 3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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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具有促进有效实现男女
同工同酬权利的政策及其执
行战略的成员国数目。 8 1 0 1 0 0 0 

6.3. 提高成员国制定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
法律、政策和措施的
能力，以创建一个没
有暴力与骚扰的劳动
世界。 

6.3.1. 根据第 190 号公约和第
206 号建议书已审查相关法律
和政策，查明了差距，并采
取了措施加以解决的成员国
数目。 

20 16 5 3 2 4 2 

6.4. 提高国际劳工组
织 三 方 成 员 加 强 立
法、政策和措施的能
力，确保患有残疾和
其他处于脆弱状况的
人在劳动世界中享有
平 等 机 会 与 平 等 待
遇。 

6.4.1. 已采取措施确保残疾人
和下列至少一个群体机会和
待遇平等的成员国数目：土
著或部落民族、少数民族、
艾滋病毒携带者或男女同性
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
性者。 

10 20 10 5 0 3 2 

 6.4.2. 具有加强收集和分析劳
动力市场数据策略的国家数
目，这些数据至少按以下一
种分类：残疾状况、艾滋病
毒状况、族裔、土著或部落
特征。 7 3 2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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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和有
效的劳动保护 

7.1. 提高成员国确保
尊重、促进和实现工
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的能力。 

7.1.1. 具有关于工作中基本原
则和权利综合计划的成员国
数目。 

8 3 1 1 0 1 0 

 7.1.2. 已获得“目标 8.7 联盟
开拓国家地位”的成员国数
目。 8 4 3 1 0 0 0 

 7.1.3. 已新近通过或更新解决
一切形式童工问题的战略和
行动计划的成员国数目。 28 24 10 7 3 3 1 

7.2. 提高成员国确保
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
的能力。 

7.2.1. 具有应对特定风险的国
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或方
案，并附有体制框架的成员
国数目。 26 32 13 7 3 8 1 

 7.2.2. 具有国家记录和通知系
统，可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8.8.1 定期报告的成员国
数目。 10 2 0 0 2 0 0 

7.3. 提高成员国设定
适当工资和推行体面
劳动时间的能力。 

7.3.1. 三方成员已采取以实证
为基础的政策或措施以制定
或更新法定或商定最低工资
的国家数目。 15 16 4 2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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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提高三方成员为
不同工作安排(包括数
字劳动平台)和非正规
就业中的工人提供充
分劳动保护的能力。 

7.4.1. 对各种形式的工作安排
(包括有关数字平台的工作安
排 ) 进 行 有 效 诊 断 的 国 家 数
目，这些工作安排确定了保
证有效保护有关工人的可能
措施。 10 6 0 5 0 0 1 

 7.4.2. 对非正规经济和/或支
持正规企业或家庭中非正规
工 人 向 正 规 工 人 转 型 的 政
策、条例或合规机制进行有
效诊断的国家数目。 14 25 12 4 3 3 3 

7.5. 提高三方成员建
立公平有效的劳务移
民框架、机制和服务
机构保护移民工人的
能力。 

7.5.1. 为保护移民工人的劳动
权利和促进与就业、技能、
社会保护和其他相关政策的
一致性而建立了劳务移民框
架或制度化机制的成员国数
目。 24 20 4 3 1 11 1 

 7.5.2. 具有新的或已改进保护
移民工人劳动权利的服务的
国家数目。 10 29 7 5 3 13 1 

 7.5.3. 具有为保护移民工人劳
动权利而设立的监测和审查
机制的双边或区域劳务移民
框架的数目。 11 6 4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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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可持
续的社会保护 

8.1. 提高成员国制定
全新的或经改革的可
持续国家社会保护战
略 、 政 策 或 法 律 框
架，扩大社保覆盖面
和提高待遇充足性的
能力。 

8.1.1. 为扩大覆盖面、加强全
面性和/或提高待遇的适足性
已制定新的或已经修订国家
社 会 保 护 政 策 的 成 员 国 数
目。 

25 25 9 5 4 5 2 

8.2. 提高成员国改善
社会保护制度治理与
可持续性的能力。 

8.2.1. 采取新的或已修订使社
会保护制度可持续并提供充
分福利的政策措施的成员国
数目。 20 32 19 3 2 5 3 

8.3. 提高成员国将社
会保护纳入全面对策
以支持和保护处于生
活和工作过渡期间的
工人和雇主的能力。 

8.3.1. 采取新的或经修订的综
合应对政策的成员国数目，
包括在工人和雇主生活和工
作转型期间为其提供支持和
保护的社会保护。 13 13 4 3 1 4 1 

资料来源：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和国际劳工标准数据库(NORMLEX)。* 在取得的 17 项成果中，9 项涉及集体谈判(非洲 4 项，阿拉伯国家 2 项，亚太地区 3 项)，8 项涉及工作场所合作(非洲 1 项，美洲
1 项，亚太地区 6 项)。** 计划和预算文件为指标 2.1.2 设定的目标(20 份批准书)涉及标准审议机制审议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护、就业政策和海事劳工方面的一系列数目有限的文书。这一目标在
本两年期内超额完成。80 份的目标与过去三个两年期批准最新技术公约的平均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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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保障性成果目标、产出和指标：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保障性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A. 促进体面劳动的
权威知识和具有高
影响力的伙伴关系 

A.1. 使用最新统计标准，开
展更准确和更持续的体面劳
动统计工作。 

A.1.1. 通过改进统计调查和使用其
他统计来源加强劳动力市场统计、
标准和信息系统的成员国数目。 

15 28 

 A.1.2. 2021 年向联合国报告至少一
半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管下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数据的成员国数目。 

15 22 

 A.2. 开展权威性和创新性的
研究工作，为政策制定提供
支撑并在劳动世界的前沿问
题上发挥引领作用。 

A.2.1. 关于“前沿研究”问题的合
作研究报告和相关活动的数目。 

4 份主要报告和相关的多学科活动。 编制了 6 份报告，并在多学科活动中予
以介绍。 

 A.2.2. 多边机构在旗舰报告中引用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的次数。 

多边机构发布的旗舰报告对国际劳
工组织研究成果的引用数量增加
20%。 

增加 29%(2018-2019 年基线：346 项引
用；2020-2021 年：447 项引用) 

 A.3. 开展高效、有效和创新
的传播工作，确保国际劳工
组织创造的知识与成果对劳
动世界的未来产生有意义的
影响。 

A.3.1. 国际劳工组织关键数字平台
的受众覆盖面增长百分比。 

在以下方面增长 10%： 
• 国际劳工组织新闻室的访问量； 
• 注册国际劳工组织每周通讯的次

数； 
• Twitter、Facebook 和

LinkedIn 等社交媒体上的关注
人数。 

• 480 万国际劳工组织新闻室访问量；
比 2018-2019 年基线(260 万)增长
87%。 

• 国际劳工组织通讯的英文版订阅数增
长 15%；法文版订阅数增长 13%；西
班牙文版订阅数增长 56%。 

• 英文 Twitter 关注人数增长 32%；
Facebook 关注人数下降 3%(由于全
球页面的关注者迁移到国家页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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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此没有实际损失)；LinkedIn 关注人
数增长 140%。 

 A.4. 巩固国际劳工组织在多
边体系内的伙伴关系，推进
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
的方式与关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全球辩论和政策的
更深度融合。 

A.4.1. 与联合国实体、国际金融机
构及多边机构或联盟建立或更新的
伙伴关系数目。 

5 项伙伴关系。 13 项伙伴关系。 

 A.4.2. 全球、地区和国家各级为三
方成员提供的新的定向培训项目的
数目。 

5 个培训包。 9 个培训包。 

B. 国际劳工组织的
有效和高效治理 

B.1. 完善治理机关和官方会
议的程序。 

B.1.1. 在两年期内全面落实《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
宣言》及其决议中的治理内容。 

在实现理事会运行和组成的民主化
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民主化问题三方工作组在 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9 月期间举行了四次会议。
2021 年 6 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一项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之间平等原则和
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治理中所有区域公平代
表性的决议。 

B.1.2. 为所有官方会议及时提供电
子形式的简明官方文件，并继续实
施节纸方法(按需印刷，仅满足最低
限度的具体和合理需求)。 

100%的官方文件均按时以电子方式
发布。 

100% 

印刷的会前官方文件不超过 15%。 未印刷会前文件。 

85%的官方通信只以电子格式发
送。 

100% 

B.1.3. 有效、高效地做好理事会会
议的时间管理。 

与会议最初商定的工作计划相差最
多 10% (+/-)。 

这一指标是为实体会议设定的，在本两年
期进行的远程会议期间未予以监测。引入
了特别的节约时间措施，从而使理事会能
够在每次会议的三个小时内完成工作。这
些措施证明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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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B.2. 加强监督和风险管理系
统。 

B.2.1. 外聘审计员对合并财务报表
的满意度。 

无保留外部审计意见和继续完全遵
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目标均达成。 

B.2.2. 有效落实审计建议所需时间。 负责落实监督建议的单位在审计报
告出具后三个月内提交行动计划。 

平均时长为 11.4 个月。 

管理层接受的所有审计建议均在报
告出具日期的六个月内得到妥善处
理。 

在管理层接受的建议中，98.5%得到了妥
善处理；1.5%因规划考虑而延期。未能
在六个月的时限内完成。 

B.2.3. 在后续审计中确定的未落实
的内部审计建议的百分比。 

10% 两年期内没有进行后续审计。 

B.2.4. 根据企业要求已更新风险登
记的授权单位和职能的比例。 

100% 100% 

B.3. 提高对问责制和机构学
习评估的接受度。 

B.3.1. 有效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基于
成 果 的 《 评 估 战 略 (2018-2021
年)》。 

达到或超过《战略》确定的 2020-
2021 年里程碑。 

在 19 个两年期里程碑和目标中，13 个
“完全达成”，5 个“部分达成”，1 个
进展不大，因此视为“未达成”。 

C. 高效的支持服务
和国际劳工组织资源
的有效利用 

C.1 创新和改进业务流程。 C.1.1. 国际劳工组织支持服务有效
性做出正面评估的用户百分比。 

增长 10%。 • 协调和控制：增长 34% (13 个百分
点)。 

• 流程和能力：增长 17% (9 个百分
点)。 

 C.1.2. 过以下维度的创新提供新的
或已改进的 工作方 式的数 量 ：质
量、用户关注点、透明度、效率和
团队活力。 

• 质量：50 项举措。 
• 用户关注点：50 项举措。 
• 透明度：35 项举措。 
• 效率：35 项举措。 
• 团队活力：35 项举措。 

• 质量：73 项举措。 
• 用户关注点：70 项举措。 
• 透明度：61 项举措。 
• 效率：81 项举措。 
• 团队活力：53 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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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C.1.3. 两年期内参与创新举措的工
作人员数量(创新文化)。 

全劳工局共 600 人参与。 710 人参与。 

 C.2. 改进基于结果的规划和
管理制度。 

C.2.1. 两年期内制定的符合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体面劳
动国别计划百分比。 

100% 100% 

 C.2.2. 通过联合国信息和通信网报
告国际劳工组织对各国取得成果所
作贡献的国际劳工组织国家局的百
分比。 

25% 2020 年为 69% 
2021 年为 81% 

 C.3. 有效的发展合作。 C.3.1. 自愿捐款(预算外发展合作、
经常预算补充账户)占劳工局可用资
源总额的份额。 

48% 46% 

 C.3.2. 未指定用途(经常预算补充账
户)和未严格指定用途资源占自愿捐
款总额的份额。 

15% 13% 

 C.4. 更灵活高效的人力资源
开发。 

C.4.1. 有 效 实 施 《 人 力 资 源 战 略
(2018-2021 年)：敏捷性、参与性
与高效性》。 

达到或超过《战略》确定的 2020-
2021 年里程碑。 

根据《人力资源战略(2018-2021 年)》的
10 项指标，劳工组织取得了以下进展： 
• 《战略》10 项指标中的 6 项达到或超过

了里程碑(从代表性不足的国家招聘职
员；职员培训的相关性；对管理人员作
为变革驱动者的看法；相互尊重和包容
的行为文化；数字化服务的使用；人力
资源指标和劳动力分析的使用)； 

• 2 项指标(招聘发展合作项目专业职员
所需的时间，以及 P5 及以上高级职
位中的性别平等)取得了超出基线的进
展，但未达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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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成果目标 产出 产出指标 目标 取得的成果 

• 2 项指标(流动性和绩效管理框架的总体
遵守情况)未在里程碑方面取得进展。 

 C.5. 为确保劳工局环境的可
持续性而改进做法。 

C.5.1. 全国际劳工组织航空旅行的
碳足迹。 

减少 5%。 减少 83%。 

 C.5.2. 国际劳工组织总部碳足迹。 减少 5%。 减少 48%。 

 C.5.3. 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有效垃圾
管理系统。 

回收率增加 5%。 增加 7%。 

成果目标 A 资料来源：体面劳动成果汇总表、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劳工组织网页、多边组织旗舰报告、劳工组织传播信息板、与外部伙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培训
举措的报告。 
成果目标 B 资料来源：理事会的决定、官方会议管理系统、财务报告及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首席内部审计师的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劳工组织年度评估报告。 
成果目标 C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关于组织健康的职员调查、业务创新科的跟踪系统、体面劳动国别计划信息库、劳工组织国家局报告、财务报告、劳工组织人力资源指标
和分析、劳工组织温室气体清单；大楼改造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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