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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劳 工 局 

 理 事 会 
第 312 届会议，2011 年 11 月，日内瓦 
 

GB.312/HL/1 

高层部分 

战略政策分项 HL 

  

第一项议程 

多边体系中的政策一致 

概 述 

 
概  要 

本文件为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一个框架，根据多边体系范围内的需要，为加强政策对话、

协调和一致作出贡献，以便在一个多元化但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增加体面劳动的机会，

因为世界经济从全球危机中的恢复是脆弱和有差别的。 

政策影响 

本文件提出了在多边体系范围内加强对话和伙伴关系的方法。 

法律影响 

在建议的行动中含有扩展与其它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的安排。 

财政影响 

有，在 2012-13 年预算的有关政策一致的备付范围内。 

需作出的决定 

第 20 段。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 

有，取决于理事会的决定。 

作者单位 

政策一体化司(INTEGRATION) 

参考其它理事会文件和国际劳工组织文书 

理事会文件 GB.309/17；GB.309/WP/SDG/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2008 年。 

《全球就业契约》，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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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实现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并得到联合国、国际组织和许多大会广泛赞同的体面劳动和

充分、生产性就业的目标，要求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综合实施各类经济、社会和

环境政策。 

2. 本文件为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一个框架，根据多边体系范围内的需求，为加强政策对

话、协调和一致作出贡献，以便在一个多元化但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增加体面劳动

的机会，世界经济从全球危机中的恢复是脆弱和有差别的。 

3. 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00 届会议的闭幕式上，通过了下列《宣言》： 

我们国际劳工大会第 100 届会议的负责人，注意到三方成员当中对有关政策

一致的战略重要性认识上越来越趋于一致，并且需要在多边体系范围内加大合作

的力度，以及需要国际劳工组织在其权责范围内对关键要素的政策一致辩论作出

贡献。 

我们建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其 2011 年 6 月的会议上将有关多边体系中

对政策一致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作用进行实质性讨论列入 2011 年 11 月会议的议程。 

我们注意到大会早已显出了高度的共识，即通过 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

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

社会正义宣言》、2009 年《全球就业契约》和 2010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有关就

业的周期性讨论的结论。 

我们相信，理事会内部进行辩论将会有助于深化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它将

向劳工局在应如何处理政策一致问题提供明确的三方指导，更普遍地说，作为深

化国际劳工组织权责的一个工具，并可提出并检查加强与相关组织伙伴关系的方

法，以便促进体面劳动和充分、生产性就业1。 

4. 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工作组于 2010 年 11 月对有关“政策一致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

衡增长”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讨论2。主席对辩论做的概括指出，“一些与会者认为，

应进一步考虑„„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国家和国际政策一致的整体目标的观点，和在战

略政策框架于 2015 年前剩余期间落实目标的战略”3。讨论文件是国际劳工组织及其

三方成员在 2009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全球就业契约》和 2008 年通过的《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基础上应对全球就业危机的有力和一致

政策采取行动的起点。文件概括了国际劳工组织参与的若干国际举措，以确保就业富

 

1
 国际劳工组织：临时记录第 32号，国际劳工大会，第 100届会议，2011年，日内瓦，第 17页。 

2
 理事会文件 GB.309/WP/SDG/1。 

3
 理事会文件 GB.309/17，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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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恢复和向一种新型、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和增长模式的过度，并利用这一经验，

如同 2010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有关就业的周期性讨论结论的第 50段中要求的那样，

提出有关促进政策一致的可能框架的一些要素。 

5. 自准备 2010 年 11 月的文件以来，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继续参与了其它多边机

构和进程。2011 年 4 月，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

录》，开展并加强协调，以便从互补互助中受益同时避免无休止的重复和重叠。国际

劳工组织参与了 20 国集团进程中一些会议的筹备工作，特别是 5月 23 日在巴黎举行

的有关“深化一致性改善全球化的社会影响”的高层会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ECOSOC)于 6 月通过了一份有关《从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恢复：全球就业契约》

的决议，该决议“鼓励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CEB)的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

会(HLCP)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促进体面劳动以及可持续的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

长领域方面的全系统的政策一致性。”4在其奥斯陆大会的后续行动中，国际劳工组

织继续与三方成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努力，促进保加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罗马尼亚和赞比亚的社会对话。 

政策一致的目的 

6. 对国际劳工组织来说，政策一致的目的是在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发展相为增强的经

济和社会政策，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全球化倾向于忽视社会方面的影响。政

策一致是通过确保这些经济增长政策也能够促进生产性就业的增长、扩大社会保护和

提高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影响的一个手段。以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为基础的社会

对话和工资确定机制是提高工作家庭的生活标准和购买力的一个传统手段。小企业中

的生产率增长是另外一个手段。这是一个国家的以及全球的一个议程。 

7. 实现体面劳动和充分、生产性就业的目标要求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综合实施各类

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2010 年 9 月通过的联合国大会成果文件忆及了政策一致的

重要性。5由国际劳工组织主办全球化的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强调了跨国际组织间的

政策一致的重要性。6
 

 

4
 E/2011/l.21/Rev.1。 

5
 “我们呼吁在所有层面加强努力，为了发展增强有关政策的一致。我们确信，千年发展目标

的实现要求在有关可持续发展跨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相互支持和综合的政策”(联合国大

会：遵守承诺：团结起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A/RES/65/1，2010 年 10 月 19 日，第 41 段)。 

6
 全球化的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国际劳工组织，

2004 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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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危机和引导恢复的一致政策 

8. 当前的危机表明，重点突出有关低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足以确保解决

不平等和贫困的强劲和可持续增长。因此，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目标和文书。 

9. 强烈要求在政策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趋同、协作和一致来源于对不同领域政策之间密

切的相互作用的认识，以及需要利用这些相互作用实现相互关联的政策目标。随着全

球化的发展、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以及经济体之间更加密切的相互依赖，因此产生的

关注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也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都在增加。 

10. 承认这些政策相互作用并决心采取积极态度对其加以利用，这将会进一步提高加强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以及支持国家努力的多边机构内部和之间实现相互关联政策目标

的可能性。 

11. 政策主导相互互动，例如，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互动；社会保护支出、财政政策和劳

动力参与；贸易政策和技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护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和工资谈判

机制等。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考虑到这些相互作用才能加大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力度。 

12. 一个国家的政策可能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实现其自己的政策目标能力，这是一个国际

劳工组织早先在重申“任何地方的贫困对一切地方的繁荣构成危害”7
 时就已确认的

事实。这对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而言尤其如此。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国

家之间政策的相互依赖。 

13. 同样，一个多边机构采取的行动影响着另外一个多边机构的行动，而且它们各自的权

责可导致在各个国家中出现重复的意见和行动。加强协调多边机构之间的行动将会提

高影响并使各国进一步受益。正如世界委员会所认为的，多边机构在实际中行使其职

权时都不应将其成员置于与他们在其他国际文书中所承担的义务相矛盾的地位。8
 

14. 建立体面劳动政策一致框架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寻求确定优先事项方面达成广泛的一

致。发展国际劳工组织应对危机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在推进《全球就业契约》的通过

方面开展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大量对话。由于在 2009 年全球就业峰会上得到了许多国

家和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支持，该《契约》随后在包括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 20 国集

团匹兹堡峰会在内的为数众多和不同的国际会议和组织的认可。早先对体面劳动议程

及其在构建一个公平的全球化方面的作用给予类似的广泛支持，极大的促进了对该

《契约》给予的快速和基础广泛的支持。 

15. 另外一个例子是促进国际认同的有关多国企业的原则，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

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在合作

促进在经合发组织《多国企业指导原则》也得到认可的这些原则。 

 

7
 费城宣言，I(c)。 

8
 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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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报告的后续措施、由全球化社会影响工

作组开展的一系列高层政策对话、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就业危机的战略反应方面的

最近经验，为一个可能的体面劳动政策一致框架的要素提供了若干建议。 

国际劳工组织在多边体系中更大 

程度的政策一致的行动框架 

17. 促进充分、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劳动可在四项逐步的政策一致措施的指导下进行： 

(i) 相互价值的融会贯通：主要的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与目的是一致的，他们有着

许多共同的目标，推进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全球化。9
 因此，每一多边机构促进

的政策和标准不应损害其他机构的政策和标准。例如：体面劳动议程承认宏观

经济平衡对增长的重要性。 

(ii) 相互承认：每一多边机构可在其权责范围内承认其它机构的政策和标准的价值

作为对自身政策和标准的一个有益补充，努力实现公平全球化的共同目标。正

如世界委员会所忆及的，国际法要求国际组织尽可能根据它们的最终目标以与

其它组织相一致的权责来解释自身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承认开放型经济和

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iii) 积极促进：每一多边机构在其权责范围内参与另外一个机构的政策和标准的促

进活动，当这些政策和标准与本机构行动相关时。按照这种方法，调整各机构

在其行动的交叉领域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全球化。例如：国际劳

工组织正在积极参与促进向绿色经济的适当过渡。 

(iv) 相互问题的解决：多边机构共同协作通过在它们之间协调各自的政策和标准有

助于解决共同的困难。这可避免阻碍实现既定目标的单边行动，例如：《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声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

权利的违反不得被援引或甚至被用以作为一种合法的比较优势，而且劳工标准

不应被用以作为保护主义的贸易目的。”10
 

18. 国际劳工组织在多边体系中促进加强了的政策一致方面具有五个主要渠道： 

(a) 劳工局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秘书处/召集人之间的合作以及提交有关辩论、决定和

后续活动信息和建议的进程。它可以是双边的，例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

就贸易和就业开展联合研究，或是多边的，例如，在《全球就业契约》和《社

会保护底线》方面通过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和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国际劳工组织对 20 国集团的支持是最近实现此类接触的重要步骤； 

 

9
 同前。 

10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2008 年，第一部分 A 节第(iv)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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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多边体系中实现有效的伙伴关系包括从相互邀请出席相关的伙伴国际组织的

会议提供机会到，凡适宜时，将这种做法扩展到制定政策和计划协调的章程机

制； 

(c) 通过劳工局参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层面的支持协调，以便将体面劳动国别

计划纳入联合国发展 援助框架； 

(d) 成员国根据在《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中所作的

承诺采取行动的努力，以便“采取适宜的步骤，确保在相关国际论坛上代表成

员国所采取的有关立场与它们根据目前的《宣言》可能采取的步骤之间的适当

协调”11，和 

(e) 如有要求，向希望在双边或多边协议框架内共同促进战略目标的成员国提供援

助，该援助将视其与国际劳工组织义务的相容性而定。12
 

19. 利用这些渠道开展对话和伙伴关系，国际劳工组织可： 

(a) 作为与相关国际伙伴组织和进程开展对话的基础，深化分析方法，以此体面劳

动议程的战略支柱与宏观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政策互动。在当前的优先主

题中有，制定和促进社会保护底线，以及审议以国际劳工标准为基础有关就业

和社会保护政策、集体谈判和三方社会对话的法律框架能为包容性、强劲、可

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作出的贡献； 

(b) 继续理事会有关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工作组邀请相关的国际伙伴组织高层人士参

与其辩论的做法；和 

(c) 以第 17 段中概述的处理方法为基础，就加强政策一致的方法与择定的国际伙伴

开展对话，例如，通过开展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奥斯陆大会的后续

活动，并调查与世界贸易组织就在相关会议中建立相互观察员地位的范围。 

20. 理事会或许希望要求局长采取适当行动，考虑根据第 18 段和第 19 段中建议的

行动方针提出的指导，并在今后的会议上定期报告重要的进展情况。 

 

2011 年 9 月 29 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20 段。 

 

 

 

1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2008 年，第 II 部分，B 节，第(iv)

段。 

12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正义宣言，同上第 II 部分(A)(iv)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