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符合道德的招聘与到岗、尽责雇佣和安全
返乡，促进尊重移民工人的人权和劳工权利

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本指南均为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观点。报告中涉及的任何指称与材料均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区域的法律地位，或其主权、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意见。

国际移民组织秉持人道及有序地迁徙惠及移民个人和社会的原则。作为政府间组织，国际移民组织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伙伴一道致力于协助应对移民问题；促进对移民事务的理解；鼓励通过移民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以
及维护移民的个人尊严和福祉。

本指南由国际移民组织消除奴役和人口贩运企业责任倡议（CREST）与私营部门、专家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国际移民组织谨向下列对此指南有贡献者致谢：国际移民组织的 Lara White、 Philip 
Hunter、Peppi Kiviniemi-Siddiq、CREST 区域团队和其他项目团队，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局的Nilim Baruah，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域办公室的Katja Freiwald 和 Nansiri Iamsuk，国际建筑工人和木工联合会的Apolinar 
Tolentino，公平劳工协会的Shelly Han和Heeral Coleman，补救项目的Archana Kotecha，苹果公司的Vidhi Aggarwal，阿迪达斯公司的Aditi Wanchoo 和 Rammanee Akkaphan，威富公司的Kyle Bogler和Maria Lassen，以
及顾问Cindy Berman。国际移民组织的Maximilian Pottler、Claire Pütz、Linh Thi Tuyet Pham和Hannah Plumb 为此指南的主要作者。

本出版物未经 IOM 正式编辑而发布。

PUB2022/089/R

保留一些权利。本作品在知识共享许可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3.0 IGO 协议 (CC BY-NC-ND 3.0 IGO) 下提供。*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版权和使用条款。
本出版物不得用于、出版或再分发主要用于或直接用于商业利益或涉及金钱的目的，教育目的除外，例如： 被列入教科书內。
许可：商业用途或进一步权利和许可的请求应提交至 publications@iom.int 。

*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igo/legalcode

出版者 :

封面照片： 
所需引用：

ISBN 978-92-9268-407-5 (PDF)

© IOM 2022

国际移民组织（IOM）
17 route des Morillons
P.O. Box 17
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717 9111
传真：   +41 22 798 6150
电子邮箱： hq@iom.int
官方网站： www.iom.int

新加坡造船厂的工人在计划进行的消防演习中下船。 ©Sol 2018/Unsplash.
M. Pottler, C. Pütz, L. Pham and H. Plumb, 2021. 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国际移民组织 (IOM), 日内瓦.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igo/legalcode
https://publications.iom.int/terms-and-conditions
mailto:publications%40iom.int?subjec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igo/legalcode
mailto:hq%40iom.int?subject=
iom.int


通过符合道德的招聘与到岗、尽责雇佣和安全返乡，促
进尊重移民工人的人权和劳工权利

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了解移民工人和劳务移民流程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第２节第１节移民工人雇主指南概述

目录

术语额外资源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３节

支持工具
第４节

简介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iii



简介
本文件为工商企业如何负责任地招聘和雇佣国际移民工人提供实践指导。通
过与合作伙伴及利益攸关方的协作和磋商，国际移民组织（IOM）制定了本文
件，将其作为在亚洲开展的消除奴役和人口贩运企业责任（CREST）倡议的
组成部分。

本指南与国际人权和劳工标准以及国际移民框架保持一致，并借鉴了国际移民
组织与政府、民间社会、移民工人和私营部门合作的丰富经验，以及雇主、招
聘机构和跨国企业收集的良好做法。国际移民组织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展的项目
旨在绘制移民工人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旅行路线图。这些项目包括与来自15个国
家的移民工人及其代表、监管机构、雇主、招聘机构和其他相关服务供应商的
直接协商，而这直接促成了本指南的制定。国际移民组织收到了包括联合国机
构和民间社会与私营部门专家在内的主要利益攸关方的技术书面反馈。

本指南的依据是所有工商企业都有责任以尊重人权及应对和缓解伤害风险的
方式，组织和经营其业务，并管理伙伴关系。它建立在《联合国商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UNG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跨国企业准则》
、OECD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责管理指南》、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
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以及负责任商业行为的相关标准和指南
之上。

本指南旨在促进符合《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CM）的劳务移
民流程，主要涵盖正规、低工资和临时性雇佣情况下的国际移民工人，他们往
往面临更高的虐待和歧视风险。本文件描述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工人，无论其国
籍和移民身份如何。

认识到作为主要责任承担者的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有必要开展合
作，本指南着重指出了雇主在促进道德招聘和雇佣移民工人方面发挥的具体作
用。本指南主要为与移民工人打交道的人力资源和其他部门的相关人员提供参
考，可纳入到现有的公司政策、程序和实践当中，也适用于众多的国际移民走
廊和经济行业。

该指南还通过概述雇主可采取的具体措施，考虑了与性别不平等、危机局势和
紧急情况相关的其他挑战，例如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以及
移民工人的返乡、更换雇主或继续迁徙。建议雇主阅读附件中列出的相关国际
标准和资源。如果国际标准和适用法律有所不同，雇主应遵循更高标准。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是一份动态文件，会根据需要通过与组织
的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协调进行更新。

IOM 官方网站: www.iom.int  CREST官方网站: crest.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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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人雇主指南概述

了解移民工人和
劳务移民流程

第   �  节

查看内容

概述全球移民趋势、劳务移民流程以及雇
主尊重移民工人权利和缓解伤害风险的责
任。

·    关于移民的主要事实和数据
·    概述: 劳务移民流程

第   �  节

构建劳务移民
管理体系

概述雇主应如何通过建立基于四个组成部分
的劳务移民管理体系来应对和缓解移民工人
面临的风险。

·    组成部分 �：政策承诺
·    组成部分 �：人权尽责
·    组成部分 �：补救
·    组成部分 �：接触移民工人  

第  �  节 第   � 节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概述雇主在招聘和雇佣移民工人时应遵
循的主要人权原则和做法。这些原则遵循
了劳务移民流程典型阶段的特点。

劳务移民的所有阶段：总体原则 

·    第�阶段：招聘和到岗 
·    第�阶段：雇佣
·    第�阶段：返乡或继续迁徙

提供包括核对表、指导说明和其他实用文件
在内的诸多工具，以帮助雇主开发和实施管
理劳务移民流程的制度、原则和做法。

支持工具

查看内容 查看内容 查看内容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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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移民工人和劳
务移民流程

第 � 节

浏览此节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斯里兰卡努沃勒埃利耶附近的泰米尔妇女采摘茶叶（锡兰） © Husain Akbar ����/Unsplash



移民工人为社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通过汇款支持国家的
发展，并推动技能转让以及商业和贸易网络的建立。在目的国，
移民工人有助于填补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
和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与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移民工
人在紧急情况和危机时期也有所贡献，例如提供一线卫生和基
本服务，包括在COVID-��大流行期间供应食品和卫生设备。

虽然大多数移民工人都有正面的迁徙和雇佣经历，但他们可能
很容易受到歧视、虐待和剥削。对现代奴隶制的最新评估表明，
在全球����万强迫劳动受害者中，移民工人约占四分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移民工人在不规则的条件下流动和迁移，因此在
旅途中面临更大的伤害风险。虽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民间
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但雇主现在就可以采取措施来解
决移民工人面临的潜在风险及尊重他们的人权和劳工权利。

了解移民工人在劳务移民所有阶段的独特需求和经历，有助于工
商企业为迁徙和就业营造一个安全、公平和有尊严的环境。这亦有
助于提高对移民工人面临的风险及其脆弱性的认识。移民工人通
常从来源国社区出发，途经过境国或直接到达位于目的国的工作
地点。

他们的旅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招聘和到岗、雇佣、返乡或继续迁徙。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迁徙的路线和方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变化，并且会因为涉及不同的国家和迁徙背景而有所差异。

1/7

2/3
全球有             人是移民

(1.64亿人)

最近的报告估计，全球每七个人中就
有一个人是移民。

2.72
亿人

虽然大多数人在出生国境内流动，但约
有四分之一的移民（�.��亿人）在国家
之间迁徙，寻求更好的教育、就业和谋
生机会以及更加稳定与和平的环境。

近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
亿人）为工作而迁移，其中男性
移民工人的比例略高于女性移
民工人。�

四分之一的移民
在国家之间迁徙

更好的就业

更好的教育

谋生机会

的国际移民为工作而迁移

上一页 下一页返回此节页面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稳定与和平的环境

1. 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2020》；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移民工人全球估计报告：结果与方法》（日内瓦，2018）。
2. 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劳工组织（ILO）和自由行走基金会（Walkfree Foundation），《全球现代奴隶制评估：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日内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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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劳务移民流程

移民工人的旅程始于招聘。 
当雇主无法在当地填补职位

时，他们通常会在国外寻找工
人。 在许多情况下，移民工人
将由代表雇主的劳工招聘人

员甄別。

这是移民工人在目的地国开始
工作和生活的阶段。

移民工人的雇主有责任确保体
面的工作条件，并涵盖与移民

工人在国外生活有关的其他方
面。

在目的地国完成就业后，移民工人通
常会返回原籍国的社区。 或者，一些
移民工人可能会选择在目的地国扩

大就业、改变工作或移民到另一个国
家。

招聘和到岗 返回或继续迁徙雇佣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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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此节

工商企业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履行其对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
所有工人的人权责任，并长期保证结果的一致性。本节支持企
业建立并持续完善基于四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劳务移民管理体
系：

·    政策承诺； 
·    人权尽责；
·    补救；及
·    接触移民工人。 

在招募移民工人之前就需要建立这种体系，并在招聘和雇佣
移民工人以及协助他们返乡或继续迁徙期间加以维持。

构建劳务移民
管理体系

第  � 节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一名中國工人在中國工廠的生產線輸送帶上組裝產品 ©  kadmy 2020/ Bigstock



组成部分 �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第�步

第�步

第�步

第�步

组成部分 �

确认和评估移民工人在劳务移民所有阶段面临的
风险

实施切合目的的行动计划，以防止和缓解已确
认的风险

跟踪尽责措施的执行情况及结果

通报如何处理风险

第�步

第�步

制定政策，以示对移民工人人
权和劳工权利的尊重

把政策纳入内部管理体系，
以确保执行的一致性

组成部分 �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第�步

组成部分 �

将移民工人纳入企业关于人权和劳务移民的政策
和管理体系的设计、执行和监测

第�步 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以解决移民工人具体的
脆弱性问题

第�步 与有助于克服持续挑战的可靠的组织合作

第�步

第�步

第�步

建立或参与可供移民工人使用的申诉机制 

对发生的伤害进行有效和及时的补救

监测补救的执行情况，并为继续改进收集
经验教训

概述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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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

政策承诺
工商企业应作出公开政策承诺，以示在劳务移民的所有阶段遵守国际标准和适用法律，并尊重移民工人的人权和劳
工权利。政策的制定应参考与包括移民工人及其代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群体的协商结果。作出政策承诺能使企业
制定明确的标准，企业人员、商业伙伴和与其业务、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其他各方应能理解和遵循该标
准。将政策纳入内部管理体系有助于确保实施的一致性、合规性和持续改进。本文件中概述的指导性国际标准和政策
用于满足移民工人的特定需要和应对他们遇到的风险。

第 � 步

制定政策，以示对移
民工人人权和劳工权
利的尊重第 � 步

第 � 步 关键行动

组成部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制定明确的书面政策，要求在招聘和到岗、雇
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期间，尊重所有移民工人
的人权和劳工权利，而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2. 政策制定时，借鉴内部和外部的专门知识，邀
请包括不同移民工人群体及其代表在内的利
益攸关方的参与，并获得工商企业最高管理
层的批准。

3. 将政策应用于工商企业自身的业务和商业关
系，其中包括招聘机构、职业介绍所、供应商
和服务供应商（如提供交通、物流、清洁和安
保等服务的机构）。

4. 在政策中涵盖下列最低承诺：
• 尊重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与招聘、雇佣

和迁徙有关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 尊重移民工人在雇佣和工作条件方面享有

与就业国国民平等的待遇；
• 尊重国际人权标准以及工作中的基本原则

和权利，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和人
口贩运；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禁止
歧视、性骚扰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和暴力；

• 禁止向移民工人收取招聘费和相关费用，
推动雇主支付原则;3

• 尊重移民工人的行动自由，包括禁止扣押
个人身份文件和其他财产；尊重移民工人
终止雇佣合同的权利；

• 尊重雇佣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原则，包括禁
止使用替代合同；

• 尊重获得补救和保护举报人的原则
• 尊重危机和紧急情况下维护移民工人权利

的注意义务。

关于相关的国际框
架，另见：额外资源         
额外资源 

3. 雇主支付原则（EPP）被视为是最佳做法，并得到
尽责招聘领导小组的认可和推广。该小组由包
括宜家、惠普、联合利华、可口可乐在内的多家
跨国公司组成，承诺到 2026 年在其业务和供应
链中落实雇主支付原则。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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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把政策纳入内部管理
体系，以确保执
行的一致性

政策承诺
工商企业应作出公开政策承诺，以示在劳务移民的所有阶段遵守国际标准和适用法律，并尊重移民工人的人权和劳
工权利。政策的制定应参考与包括移民工人及其代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群体的协商结果。作出政策承诺能使企业
制定明确的标准，企业人员、商业伙伴和与其业务、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其他各方应能理解和遵循该标
准。将政策纳入内部管理体系有助于确保实施的一致性、合规性和持续改进。本文件中概述的指导性国际标准和政策
用于满足移民工人的特定需要和应对他们遇到的风险。

第 � 步 关键行动

组成部分 �

第 � 步

第 � 步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组成部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用对方理解的语言向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
（包括移民工人）通报政策，并在公司网站和
工作场所进行政策公示。

2. 将政策内置于业务程序和流程之中，并纳入
现有和新的业务合同。

3. 委派多个部门负责政策的执行，并责成相关
高级管理层监督执行情况。

4. 为移民工人、其他员工和商业伙伴了解并应
用政策提供充足的资源、指导和定期培训。

5. 至少每年或在企业业务、供应链和其他商业
关系中出现风险和变化时，定期审议和更新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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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

人权尽责
工商企业应实施人权尽责，前瞻性地管理由其业务、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造成或与之相关的潜在和实际的负面人权
影响。人权尽责关注的对象是人，而非工商企业面临的风险。如果此类风险无人关注，则可能给工商企业带来严重的
法律、财务和声誉风险。由于风险会因时而变，尽职调查必须持续进行，让利益攸关方切实参与，并对公众保持透明。
本文件概述的尽职调查措施针对不同劳务移民流程和移民工人遇到的共同挑战而制定。这些措施应纳入现有公司制
度，填补制度空白。

第 � 步
确认和评估移民工
人在劳务移民所有
阶段面临的风险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关键行动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组成部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自行开展调研，利用内部和/或外部关于劳务
移民流程和移民工人的人权专门知识，进行
切实咨询，包括直接与不同的移民工人群体
和/或其代表接触，以了解从来源国到工作地
点的迁徙之旅的情况，移民工人的人权和劳
工权利如何及何时容易受到侵犯，以及劳务
迁徙在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分别涉及到
哪些行为方。另见: 移民工人在劳务移民所有
阶段遇到的常见挑战和风险 

2. 进行深入评估，了解商业伙伴和自身商业行
为如何对移民工人的招聘和到岗、雇佣和返
乡产生负面影响。评估涉及以下关键行动：

• 绘制企业的流程、程序、劳动力数据和商业
关系，来源国的相关机构（如招聘机构，培
训中心，交通、清洁和安保服务供应商）也
需涵盖在内；

• 对来源国和目的国适用的移民和劳工法律
法规，企业政策规定的标准，以及消费者和
客户的要求进行编目

• 建立并实施标准化和记录在案的自我评估
流程，以识别适用法律和内部政策的风险
和知识差距；可靠第三方和专家对劳务移
民相关事宜的外部评估可为此提供支持；

• 确定关键的商业伙伴，以完成通过支撑文
件验证的标准化评估。

3. 基于获得的信息，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和发
生概率，分析并确定风险的优先级别。

4. 根据需要定期重新评估风险（如适用法律法
规的变化、内部政策的修订、新的商业关系、
新的移民工人招聘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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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业应实施人权尽责，前瞻性地管理由其业务、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造成或与之相关的潜在和实际的负面人权
影响。人权尽责关注的对象是人，而非工商企业面临的风险。如果此类风险无人关注，则可能给工商企业带来严重的
法律、财务和声誉风险。由于风险会因时而变，尽职调查必须持续进行，让利益攸关方切实参与，并对公众保持透明。
本文件概述的尽职调查措施针对不同劳务移民流程和移民工人遇到的共同挑战而制定。这些措施应纳入现有公司制
度，填补制度空白。

实施切合目的的行
动计划，以防止和
缓解已确认的风险

第 � 步 关键行动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

人权尽责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明确的目
标、时限、资源分配和责任，以防止和缓解已
确认的移民工人在公司业务和商业关系中面
临的风险。与移民工人有关的行动可能包括：

• 支持非正规移民工人参与相关政府部门实
施的正规化计划；

• 修订内部政策，将禁止向移民工人收取招
聘费和相关费用的规定纳入其中；

• 为移民工人制定全面和标准化的培训计
划，助其了解他们在劳务移民所有阶段的
权利；

• 改善移民工人的住宿条件，提供健康、安
全、卫生、体面和顾及性别的生活条件（如
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

• 为商业伙伴提供关于公司相关政策和良好
做法的额外培训，以解决已确认的移民工
人面临的人权风险。

2. 尽可能利用公司影响，支持商业伙伴（如招聘
机构）实施公司的行动计划来应对和缓解风
险。如果他们较少或根本没有完成行动计划，
被证明无法改进，或改进不可行，则考虑暂时
停止或终止商业关系。

3. 与可信赖的伙伴合作，例如与相关行政机
构、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来源国的领事服务
机构合作，以制定和实施联合方针来应对已
确认的风险。

4. 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跨行业协调与合作，与
政府接触（例如，通过加入行业协会参与政策
对话），并使用有效的现有倡议来预防和缓解
无法立即控制的系统性风险，如与企业人权
和劳工权利政策不一致的在法律法规方面存
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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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

人权尽责
工商企业应实施人权尽责，前瞻性地管理由其业务、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造成或与之相关的潜在和实际的负面人权
影响。人权尽责关注的对象是人，而非工商企业面临的风险。如果此类风险无人关注，则可能给工商企业带来严重的
法律、财务和声誉风险。由于风险会因时而变，尽职调查必须持续进行，让利益攸关方切实参与，并对公众保持透明。
本文件概述的尽职调查措施针对不同劳务移民流程和移民工人遇到的共同挑战而制定。这些措施应纳入现有公司制
度，填补制度空白。

跟踪尽责措施的执
行情况及结果

第 � 步 关键行动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组成部分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建立机制，以检查员工和商业伙伴是否遵循
公司政策、风险缓解措施和行动计划。

2. 在劳务移民流程的各个阶段，与多元且具有
代表性的移民工人及其代表进行接触，以了
解他们的经验及发现员工和/或商业伙伴未遵
守公司政策的情况。与移民工人相关的行动
可能包括： 

• 与民间社会组织接触，为来源国的招聘和
安置流程提供支持；

• 在移民工人抵达时直接向他们核实是否支
付了任何招聘费和相关费用；

• 使用科技克服语言障碍，并定期收集工人
对公司政策和程序的反馈。

3. 定期对商业伙伴进行社会审计和评估，以核
实是否实施了人权政策、劳工权利政策和风
险缓解措施，以及是否防止或缓解了负面影
响 。
另见:遴选、签聘和监督招聘机构

4. 保留尽职调查准确和透明的记录，进行定期 
管理审查以识别差距和分析持续效果，并借 
鉴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尽职调查流程、内部政 
策和管理体系以及未来的业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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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业应实施人权尽责，前瞻性地管理由其业务、商业关系、产品或服务造成或与之相关的潜在和实际的负面人权
影响。人权尽责关注的对象是人，而非工商企业面临的风险。如果此类风险无人关注，则可能给工商企业带来严重的
法律、财务和声誉风险。由于风险会因时而变，尽职调查必须持续进行，让利益攸关方切实参与，并对公众保持透明。
本文件概述的尽职调查措施针对不同劳务移民流程和移民工人遇到的共同挑战而制定。这些措施应纳入现有公司制
度，填补制度空白。

通报如何处理风险

第 � 步 关键行动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组成部分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组成部分 �

人权尽责

1. 保持透明度，与内外部利益攸关方分享信息，
内容涉及公司政策，确定的风险，企业如何应
对和缓解与移民工人相关的风险，以及风险
处理结果。适当关注商业敏感信息，发布相关
报告和声明（如在企业网站上发布报告和声
明）。

. 2 与利益攸关方合作，其中包括多元且具有代
表性的移民工人群体、商业伙伴、专家团队，
制定战略以应对移民工人面临的持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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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

第 � 步 关键行动

补救
工商企业应建立业务层面的申诉机制，移民工人及其代表可以用他们理解的语言进行申诉。在发生伤害的情况下，移
民工人必须得到公正有效的补救。此类补救应适当且与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并切合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有
效的申诉机制还为工商企业提供一个契机，便于及早、直接发现和解决问题，并获得重要信息，以不断改进内部政策
和程序，防止今后的伤害。获得工商企业的直接补救并不妨碍移民工人使用现有的常规司法申诉机制或劳工行政申
诉机制。

 
有关补救的更多实用指南，请参阅 
国际移民组织《工商企业移民工人申诉补救业务指南》

第 � 步

建立或参与可供移民
工人使用的申诉机制 

第 � 步

第 � 步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运行合法、可接触、可预测、平等、透明和权利
兼容的申诉机制。4 该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应
基于与移民工人——尤其是特别脆弱或边缘
化的妇女和其他群体——的接触，以解决一
般情况下阻止移民工人使用申诉机制的潜在
障碍（如害怕受到报复或被驱逐出境、语言障
碍、由工人承担成本、缺乏信任、缺乏书面证
据）。 

2. 在内部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工会和民
间社会组织）协同管理申诉机制。确保该机制
包含明确的政策和程序，包括投诉和补救的
范围、使用的语言、时间表和联络员等信息。
为联络员提供培训以审查和处理申诉，其中
包括来自女性移民工人的申诉。

3. 确保移民工人在招聘、到岗、雇佣和返乡过程
中可以方便地使用申诉机制。实现方法包括
在岗位空缺说明和移民工人出发前、抵达后
和雇佣期间的培训中，介绍有关申诉机制的
信息，以及通过与来源国的工会和民间社会
组织合作对申诉机制进行说明。

4. 提供多种渠道令移民工人了解申诉机制并用
他们理解的语言提出申诉。典型的申诉渠道
包括与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的直接沟通、电
话热线、短信、电子邮件、在线平台等。

5. 采取措施了解移民工人，帮助他们与其他申
诉机制建立联系，包括由招聘机构、工会、民
间社会组织和政府运行的申诉机制，不得阻
止移民工人使用其他申诉机制，如国家主导
的申诉机制，也不得采取报复性措施，如解雇
寻求补救的个人。

4.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2011），原
则31：非司法申诉机制的有效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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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步 关键行动

第 � 步

对发生的伤害进行
有效和及时的补救

第 � 步

第 � 步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

补救
工商企业应建立业务层面的申诉机制，移民工人及其代表可以用他们理解的语言进行申诉。在发生伤害的情况下，移
民工人必须得到公正有效的补救。此类补救应适当且与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并切合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有
效的申诉机制还为工商企业提供一个契机，便于及早、直接发现和解决问题，并获得重要信息，以不断改进内部政策
和程序，防止今后的伤害。获得工商企业的直接补救并不妨碍移民工人使用现有的常规司法申诉机制或劳工行政申
诉机制。

 
有关补救的更多实用指南，请参阅 
国际移民组织《工商企业移民工人申诉补救业务指南》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调查指控，并为要求匿名的移民工人保密，尤
其在涉及基于性别的暴力、性骚扰和妇女生
殖健康等敏感问题时。  

2. 如果工商企业发现伤害已经发生，为移民工
人提供相应的补救。补救包括道歉、恢复原
状、康复、财政或非财政赔偿和惩罚性制裁以
及通过例如禁令或不再重犯的保证防止伤
害。向移民工人提供的典型补救可能包括但
不限于：

• 退还所有错误地向移民工人收取的招聘费
和相关费用；

• 将扣押的护照和其他私人财产还给移民工
人；

• 组织安全返乡，并支付相关费用（包括支付
所有拖欠的工资福利），或在移民工人希望
终止雇佣时，支持其更换工作。

3. 咨询受影响的移民工人及其代表以确定补救
措施，并提供上诉的可能性。如果争议仍未解
决，使用合法、独立的第三方机制，例如劳工
法庭或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

4. 如果围绕一般标准或规则发生集体争议，在
管理层和工人之间进行集体谈判或建立其他
形式的工作场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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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步 关键行动

监测补救的执行情
况，并为继续改进
收集经验教训

组成部分 �

补救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工商企业应建立业务层面的申诉机制，移民工人及其代表可以用他们理解的语言进行申诉。在发生伤害的情况下，移
民工人必须得到公正有效的补救。此类补救应适当且与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并切合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有
效的申诉机制还为工商企业提供一个契机，便于及早、直接发现和解决问题，并获得重要信息，以不断改进内部政策
和程序，防止今后的伤害。获得工商企业的直接补救并不妨碍移民工人使用现有的常规司法申诉机制或劳工行政申
诉机制。

 
有关补救的更多实用指南，请参阅 
国际移民组织《工商企业移民工人申诉补救业务指南》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与移民工人确认补救是否充分，以及是否有
任何正面和负面的结果（如更好或更差的待
遇，合格或不合格的医疗服务，或出现污名
化）。如果负面结果得到确认，在申诉事件完
结前采取额外措施解决遗留问题。

2. 记录申诉的处理过程和完成结案。最终文件
遵守保密原则，记录申诉的受理、调查和解决
情况，并留存受影响移民工人对处理结果的
确认签名。

3. 定期审查以确定申诉机制和整体管理体系
中需要改进的方面，以预防今后的申诉和伤
害。审查内容应包括移民工人、工会、民间社
会、商业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反馈。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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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

第 � 步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的参与
移民工人是雇主指导和评估劳务移民流程管理有效性的重要资源和合作伙伴。因此，工商企业应让移民工人及其代
表参与政策、管理体系、尽职调查程序和申诉机制的设计、实施和持续改进。多元化和有代表性的移民工人群体（在性
别、国籍、种族、能力或其他特征方面有所不同）的参与十分重要。特定的支持服务和与获得认可的第三方的合作是解
决移民工人独特脆弱性及其所面临的持续挑战的有效手段。最终，移民工人的密切参与将有助于在相互尊重、互利互
信的基础上，在移民工人和雇主之间建立更牢固的雇佣关系。

将移民工人纳入企
业关于人权和劳务移
民的政策和管理
体系的设计、执行
和监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1. 在提供体面就业和体面工作条件的基础上，
持续投资建立以尊重和信任为基础的劳资关
系。这可能涉及但不限于以下关键行动：

• 对影响移民工人的内部政策和外部发展进
行密切通报，包括通报适用法律和条例的
变化以及危机情况下的公共信息；

• 了解移民工人的需求和挑战，关注不同性
别群体的不同需求和经历（如通过定期的
面对面访谈和员工满意度调查），并及时解
决已确认的问题；

• 作为企业绩效管理的一部分，为所有员工
提供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和奖励（如通过加
工资、发奖金、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  

• 让经理和主管对内部人权和劳工权利政策
和程序的执行情况负责，如通过关键绩效
指标评估和审查。
另见平等的待遇和机会，安全、体面和受尊
重的工作环境

2. 在相关内部政策、尽职调查程序和申诉机制
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前瞻性地接触和咨询
不同背景（性别、国籍、民族、能力等）的移民
工人及其代表。

3. 确保所有相关的内部政策、尽职调查程序和
申诉机制都兼顾移民工人的特定性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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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步 关键行动

提供有效的支持服
务，以解决移民工
人具体的脆弱性问
题

组成部分 �

移民工人的参与
移民工人是雇主指导和评估劳务移民流程管理有效性的重要资源和合作伙伴。因此，工商企业应让移民工人及其代
表参与政策、管理体系、尽职调查程序和申诉机制的设计、实施和持续改进。多元化和有代表性的移民工人群体（在性
别、国籍、种族、能力或其他特征方面有所不同）的参与十分重要。特定的支持服务和与获得认可的第三方的合作是解
决移民工人独特脆弱性及其所面临的持续挑战的有效手段。最终，移民工人的密切参与将有助于在相互尊重、互利互
信的基础上，在移民工人和雇主之间建立更牢固的雇佣关系。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系统地解决移民工人面临的语言障碍。确保
所有内部政策、培训和简报、申诉机制、雇佣
合同和其他相关文件使用的语言简单明了，
所有的移民工人都能理解。建议企业使用专
业的翻译服务商，免费为移民工人提供语言
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当地语言。

2. 建立和维护一个全面的信息和培训系统，帮
助移民工人了解雇佣条款和条件以及在国外
生活和工作期间的权利，并防止出现误导的情
况，在招聘流程中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另见
选拔候选人，行前事项和旅行，重新融入支持

3. 为移民工人提供覆盖宿舍区域的合理的网络
和通讯服务，以便移民工人与家人及支持网
络的进行畅通无阻的联系。

4. 支持移民工人参与所在社区的社会活动和项
目。

5. 协助移民工人参加应对特定需求的培训课
程，如通过学习存款和汇款知识来提高他们
的财务管理水平。另见工资福利的发放

6. 利用可及的通讯技术和社交媒体加强与移民
工人的沟通，征求他们的反馈意见并改进已
建立的申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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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步 关键行动

与有助于克服持续
挑战的可靠的组织
合作 

组成部分 �

移民工人的参与
移民工人是雇主指导和评估劳务移民流程管理有效性的重要资源和合作伙伴。因此，工商企业应让移民工人及其代
表参与政策、管理体系、尽职调查程序和申诉机制的设计、实施和持续改进。多元化和有代表性的移民工人群体（在性
别、国籍、种族、能力或其他特征方面有所不同）的参与十分重要。特定的支持服务和与获得认可的第三方的合作是解
决移民工人独特脆弱性及其所面临的持续挑战的有效手段。最终，移民工人的密切参与将有助于在相互尊重、互利互
信的基础上，在移民工人和雇主之间建立更牢固的雇佣关系。

政策承诺

人权尽责

补救

移民工人的参与

构建劳务移民管理体系

组成部分

第 � 步

第 � 步

第 � 步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与可靠的第三方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其中包
括移民工人信任的工会和民间社会组织。
这种伙伴关系有助于改善公司政策和管理体
系、尽职调查措施、与移民工人沟通、监测招
聘实践和在危机情况下提供支持。

2. 加入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协作平台，以便从获
取可用资源和培训中受益，学习最佳做法和
参与政策对话。

3. 使用可供移民工人使用的现有信息、支持和
福利服务（如利用移民资源中心、领事服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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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此节 

本部分中的指导契合劳务移民流程的典型阶段。根据个人需
求，雇主可以在劳务移民流程的不同阶段参考特定部分的内
容或应用整本指南。在特定背景下（例如不同的国家、适用的
迁徙和雇佣法律、经济部门和危机情况），可能需要采取额外
步骤来管理劳务移民流程和解决移民工人的脆弱性问题。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   �  节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国际移民组织协助归国专案组关于全球滞留移民的报告得出结论，
截至 � 月中旬，全球有 ��� 万滞留移民 © IOM ����



概述

Stage 2

遴选、签聘和监督招聘机构 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选拔候选人 雇佣合同 行前事项和旅行

1.21.1 1.3

1.51.4 1.6

合法合规 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申诉机制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BA C

ED

更换雇主 返回来源国 重新融入支持3.23.1 3.3

安全、体面和受尊重的
工作环境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 工资福利的发放

工作时间 取用个人文件 行�自由

2.22.1 2.3

2.52.4 2.6

生活条件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护2.82.7

Stage 3

雇佣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返乡或继续迁徙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第 � 阶段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19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总体原则 

合法合规 申诉机制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劳务移民的所有阶段：

总体原则

开始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在劳务移民流程的管理中，雇主必须遵循本节中概述的原则和关键做法。这包括雇主应根据与迁徙和雇佣有关的适用法
律促进正常的移民流程。移民工人应享有与本国工人同等的待遇，个人数据得到保密处理，并可以在招聘开始、雇佣和返
乡阶段使用有效的申诉机制和获得补救。基于新冠疫情的重要教训，雇主必须在规划和应对各种危机时将与移民工人有
关的事宜纳入考量，同时确认移民工人面临的具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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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关键行动 

根据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的适用法律招聘和雇佣移民工人。

A | 合法合规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合法合规 申诉机制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阶段

1. 了解业务和供应链的做法，并确保它们符合来源国、过境国
和目的国与招聘、到岗、迁徙和雇佣相关的适用法律和条
例。

2. 获得相关政府的授权，在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招募移民
工人，并根据法律规定准备安置订单、雇佣合同样本和所有
其他所需文件。另见雇佣合同

3. 确保在移民工人的文件（年度医疗证明、签证、护照、工作许
可证）到期前进行更新。

4. 如适合，考虑加入现有的公共正规化计划，以确认和招募已
在目的国的移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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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享有平等的待遇，不受歧视。

B | 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合法合规 申诉机制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1. 为所有移民工人，不论其移民身份、年龄、性别、残障、种
族、民族、国籍、出身或宗教信仰如何，提供与本国工人相同
的雇佣条款和条件。所有与招聘、工资、工作条件、晋升机
会、获得培训和终止雇佣有关的决定都应基于客观公正的
标准。另见安全、体面和受尊重的工作环境

2. 开展评估以确定企业内部是否存在歧视。在工会和移民工
人代表的参与下，调查指控、采取纠正措施及提供补救；监
测纠正措施计划的执行情况。

3. 为所有经理和主管提供培训，特别是那些参与招聘和选拔
的人员（包括招聘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了解肩负的
在确保机会平等和非歧视方面的责任。

4. 尽可能直接雇用移民工人，避免外包和分包。如果无法做
到，确保分包移民工人享有与企业直接招聘员工相同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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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人在劳务移民的所有阶段可获得有效的补救。

C | 申诉机制

关键行动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阶段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合法合规 申诉机制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遵循补救中概述的步骤，确保在招聘和到岗、雇佣以及返乡
或继续迁徙时为移民工人提供有效的业务层面的申诉机
制。

2. 告知移民工人可用的申诉机制，其中包括在招聘和到岗期
间、抵达后和返乡前由国家主导的机制。另见透明和获得准
确信息，安全、体面和受尊重的工作环境，终止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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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人的个人数据应被视为机密，并得到保护。

D | 数据保护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阶段

合法合规 申诉机制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关键行动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制定符合来源国和目的国适用法律法规的数据保护政策和
程序。

2. 仅收集与招聘、到岗、雇佣和返乡有关的法律要求的移民工
人个人信息。

3. 将从移民工人处收集的任何个人信息视为机密，仅在“需要
知道”的基础上共享这些信息，其中包括与医疗、投诉和申
诉有关的信息。

4. 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存储移民工人的个人数据。
5. 告知移民工人收集和存储其个人数据的目的。在收集移民

工人的个人数据时以及发布他们的个人数据之前，征得他
们的知情同意，并记录在案。

6. 要求所有商业伙伴遵守工商企业的数据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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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的人权和劳工权利在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都得到维护。

E | 危机准备和管理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阶段

合法合规 申诉机制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数据保护 危机准备和管理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在发生危机（环境、政治或公共卫生危机，包括在移民工人
来源国发生的危机）时，对移民工人的安全、健康、社会保
障、住房和基本需求进行快速评估；制定有移民工人参与的
系统性应对方案；监测和评估对移民工人改进要求的回应
措施的有效性。

2. 定期及时提供官方的信息，帮助移民工人了解危机、相关风
险、自身保护措施和可用的支持服务。信息应以移民能够理
解的语言提供，并通过适应移民工人需求和文化水平的方
法进行宣传。 

3. 尽一切努力，无论是独立地还是与商业伙伴、领事机构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协调，以维护与基本安全、平等待遇、医疗保
健、工资支付、社会保护和生活条件有关的标准。另见生活
条件，核对表：移民工人的住宿

4. 支付所有拖欠的工资福利，支持移民工人的返乡愿望；组织
移民工人安全返回来源国，并承担他们的旅行费用；在迁徙
因危机而受到限制时，与当地劳工部门和领事服务机构进
行协商。

5. 考虑将返回的移民安置在来源国的业务中或商业伙伴处，
或通过为他们提供在另一个国的就业机会来帮助他们继续
迁徙。在危机消退后，在有可能且受到移民工人欢迎的情况
下，重新招募并安排他们返回原岗位或报酬相同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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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第 � 阶段

招聘和到岗

开始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在许多情况下，移民工人会被来源国社区中的一家或多家招聘机构招聘到国外工作。通过选拔的移民工人通常会获得一
份雇佣合同。在前往目的国前，他们需要完成几项流程，包括通过体检、获取旅行证件和参加出发前培训。到达目的国后，
他们还需要完成另外几个步骤，如通过额外的体检、获得安全许可和申请工作许可证。劳务移民流程的这一阶段涉及来源
国和目的国的众多利益攸关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招聘机构和/或转包商，职业介绍所，医疗、培训、交通和住房供应商，政
府部门及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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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关键行动 

直接或通过具道德招聘机构招聘移民工人。 

�.� | 遴选、签聘和监督招聘机构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在可行的情况下，直接招募移民工人或利用可及的公共雇
佣服务。

2. 对所有潜在的招聘机构进行尽职调查。这包括检查招聘机
构是否获得许可，是否有针对他们的不利法院判决和行政
制裁，以及是否遵守具道德招聘原则。5  

3. 与选定的招聘机构签订服务协议，要求招聘机构遵守企业
的所有相关政策。应制定明确的协议，详细说明相关方违规
时采取的措施。如果招聘机构涉及来源国和目的国，协议应
涵盖所有三方。另见核对表：招聘机构服务协议

4. 要求招聘机构自行持续进行尽职调查，并对包括转包商在
内的商业伙伴保持透明。

5. 定期审核招聘机构，并监督他们的改进计划，以确保其持续
遵守具道德招聘要求。

6. 如有可能，招募来源国的当地员工，或与值得信赖的民间社
会组织合作，对招聘流程进行监督。另见人权尽责

5. 国际招聘诚信系统（IRIS）标准为全球性标准，
对招聘机构在实践中的道德招聘行为进行了定
义。它由七项原则组成，其中包括尊重适用法律
和国际标准，禁止向移民工人收取招聘费和相
关费用，以及尊重雇佣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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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关键行动 

在整个劳务移民流程中，不向移民工人收取招聘费和相关费用。

�.� | 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作出政策承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招聘费用和相关成
本的定义执行雇主支付原则。向包括求职者和招聘机构在
内的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通报该承诺。

2. 在与招聘机构的服务协议中加入包含所有招聘费用和相关
成本的明细清单。另见指导说明：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3. 如有可能，直接支付招聘费用和成本，避免移民工人为确保
就业而陷入债务。如未能遵守该原则，则在移民工人到达工
作场所30天内为他们报销相关费用和成本。

4. 采取前瞻性的尽职调查措施，防止招聘机构要求移民工人
补偿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或双倍收取额外的招聘费和相
关费用（措施包括在移民工人抵达时与他们面谈或以其他
方式确认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和成本，在服务协议中明确规
定对招聘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如发现违规收费的情况，
及时全额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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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可获得有关迁徙和雇佣的所有条款和条件的准确信息。

�.� | 透明和获得准确信息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检查来源国的岗位空缺公告是否准确描述了雇佣条款和条
件，以及是否遵守了具道德招聘原则，如不歧视和禁止向求
职者收取招聘费和相关费用。

2. 要求招聘机构监督任何相关的转包商的行为，并确认在招
聘伊始就向求职者提供准确、透明的信息。

3. 在面试和选拔阶段之前，为求职者举行信息通报会，以他们
可以理解的语言概述招聘、到岗、雇佣和返乡或继续迁徙的
条款和条件。建议由经过培训的称职的雇主代表直接主持
信息通报会。信息通报会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 国外的工作与生活
• 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
• 招聘和迁徙流程
• 雇佣条款和条件（“知道你的权利”）
• 职业健康与安全
• 申诉机制

另见雇佣合同，行前事项和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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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对移民工人择优选拔，不歧视、不胁迫。

�.� | 选拔候选人

关键行动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根据工作所需的技能和资格面试并挑选候选人。雇主直接
参与筛选、面试和选拔十分重要，以便对流程进行充分监
督，并确定最胜任的候选人。另见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2. 核实移民工人是否符合在目的国工作的法定最低年龄要
求 。

3. 向候选人提供书面雇佣合同的副本，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
审阅。

4. 在需要额外技能或语言培训作为雇佣条件的情况下，监督
培训提供方的做法，如是否向求职者收取额外培训费用，以
确保培训效果，并降低对移民工人造成伤害的风险。另见招
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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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移民工人在出发前自愿签订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拟定的书面雇佣合同。 

�.� | 雇佣合同

关键行动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为移民工人提供的雇佣合同的条款和条件清晰、准确、简
单、符合适用法律，并使用移民工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另见
核对表：雇佣合同 

2. 为选定的候选人制定明确的流程，以便他们在出发前接受
聘用并签订雇佣合同。移民工人可随时退出招聘流程。

3. 确保移民工人在行前签订的初始雇佣合同不会在后期被条
件较差的合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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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2 1.4 1.61.5

移民工人从原籍社区安全抵达工作地。

�.� | 行前事项和旅行

关键行动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阶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1. 与招聘机构协调，确保移民工人在来源国参加正式的行前
培训。适用法律法规通常有此规定，培训由公共服务或经认
可的组织和/或服务供应商提供。 

2. 与招聘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会协调，为移民工人提供行
前辅助培训，包括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旅行、工作和生活条
件以及如何使用相关申诉机制等内容。到达工作场所和宿
舍后，应提供额外的培训。另见透明和获得准确信息

3. 与招聘机构协调，对来源国（如适用，随后在目的国）的医疗
服务供应商进行监督，以确保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进行任何
必要的体检。除非法律要求，否则不应进行妊娠或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检测。 

4. 与招聘机构协调，在移民工人出发前为他们办理好类型正
确的签证、出入境许可证。

5. 确保招聘机构在完成必要的行政手续（如办理签证和许可
证）后及时归还移民工人的身份证件。应要求招聘机构保留
处理移民工人个人文件的书面记录。

6. 与招聘机构协调，在移民工人从来源国社区到目的国住所
的行程中，确保他们的安全，并提供住宿。

7. 在移民工人抵达时与其进行面谈，以判断招聘机构是否遵
循了具道德招聘原则。如发现违规行为，立即采取后续行动
（如报销招聘费用和成本，与招聘机构联合采取纠正措
施）。另见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8. 确保所有无法满足目的国入境和工作要求或希望在雇佣初
期返乡的移民工人的安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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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32.2 2.4 2.7 2.82.62.5

第 � 阶段

雇佣

开始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这是移民工人在目的国工作场所开始就业的阶段。移民工人可直接受雇于工商企业，也可受雇于第三方职业介绍所（如从
事清洁和保安工作）。移民工人的雇主有责任确保体面的工作条件，并兼顾移民工人在国外生活的其他方面。根据具体情
况，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在东道国社区为获得服务而提供的一般性支持，克服语言障碍以及提供合适的住宿和前往工作
地点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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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享有安全、体面和受尊重的雇佣和工作条件

�.� | 安全、体面和受尊重的工作环境

2.1 2.32.2 2.4 2.7 2.82.62.5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以移民工人理解的语言为他们提供全面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培训，确保所有相关的指导说明都经过翻译并易于理解，并
确保移民工人能够获得适当的安全健康设备。

2. 确保工作场所遵循当地卫生部门关于降低工作场所传染病
传播风险的最新指导，包括针对COVID-19的指导。

3. 最高管理层向包括移民工人、经理和主管在内的所有员工
和商业伙伴作出承诺，表明对工作场所各种形式的暴力和
骚扰的零容忍态度。另见政策承诺，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4. 以书面形式定义暴力和骚扰行为以及明确惩罚的规则和程
序，其中包括迅速跟进和补救机制。这些规则应包括对基于
性别的暴力和性骚扰的惩罚措施，并适用于与工作相关的
各种情形，包括在工作场所、休息/用餐场所、卫生设施、雇主
提供的宿舍内的相关活动，旅行/培训，工作沟通（包括通过
社交媒体的沟通），以及上下班通勤等。另见补救 

5. 为所有主管、经理和商业伙伴提供有关相互尊重和跨文化
工作环境原则的定期培训。 

6. 建立妇女委员会和妇女安全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女性移民
工人，并培训专业人员报告和调查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骚
扰案件。

7. 支持移民工人融入工作场所和当地社区（如通过免费的语
言培训，所有员工群体之间的社交活动，以及任命经过培训
的、掌握移民工人和雇主所说语言的现场协调员）。 

8. 尊重移民工人的宗教和文化身份，并为宗教仪式提供适当
的设施；允许移民工人进入符合宗教和文化要求的礼拜场
所和用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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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自由行使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 |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2.1 2.32.2 2.4 2.7 2.82.62.5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根据适用法律，告知移民工人他们有权加入或组建其选择
的协会，并有权进行集体谈判。确保移民工人不会因加入工
会或参加工会活动而受到惩罚、解雇、威胁、恐吓或骚扰。

2. 使工会能够在招聘期间（如可能），移民工人抵达时，以及在
雇佣期间没有管理层在场的情况下直接与移民工人接触。

3. 在适用法律限制移民工人结社自由权的情况下，提供替代
方式与移民工人进行切实的集体对话，使他们能够依法表
达关切。此类替代方案可包括任命能真正代表移民工人及
其利益的代表。建议就劳工法和劳资关系寻求当地专家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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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获得定期发放的公平合理的工资福利，并有权支配。

�.� | 工资福利的发放

2.1 2.32.2 2.4 2.7 2.82.62.5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同工同酬，而无论其性别、年龄、国
籍、移民身份或其他特征如何。6 工资必须符合法定或行业
最低标准，并反映雇佣合同中书面及商定的内容。另见平等
的待遇和机会

2. 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计算工资，并把相关信息告知移民工
人，让他们知道工资的支付方式。

3. 定期、按时直接把移民工人的工资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
户。移民工人银行账户的户主应是其本人，招聘机构或雇主
不得挪用移民工人的账户。

4. 只允许在法律许可及得到移民工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工资扣除和实物支付。实物支付（如住宿、交通、食物）只能
占工资总额的一小部分，并且应按合理的市场价格估价，便
于移民工人使用，并符合他们的利益。另见行动自由，生活
条件

5. 禁止以扣减工资或罚款作为纪律处分的手段，或以此作为
直接或间接补偿招聘费用和相关费用以及留岗的手段。另
见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6. 仅在法律允许和移民工人要求的情况下预支工资以及提供
借款和储蓄计划。

7. 确保与包括职业介绍所和分包商在内的商业伙伴签订的所
有合同都包含与企业工资福利政策一致的定期、及时、公平
（符合最低法定标准）支付工资的规定。

6. 国际劳工组织，1951年《同酬公约》（第100号）；第
111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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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32.2 2.4 2.7 2.82.62.5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自愿工作，时长符合法律规定，并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 | 工作时间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确保移民工人始终在自愿的基础上工作，工作时间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并符合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移民工人不得
在受到处罚、解雇或向政府部门举报的威胁下加班。加班不
能强制，不能作为惩罚措施，也不能作为未达到生产配额的
惩罚或获得最低工资的条件。

2. 根据适用法律和相关国际标准，为移民工人提供充足的休
息时间。在生产旺季或危机期间，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尤
其是在重要部门。

3. 尊重移民工人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并尽可能在宗教节日期
间适当调整工作方式。

4. 为移民工人提供与当地工人相同的休假权利（年假、公共假
期、病假、产假和其他类型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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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32.2 2.4 2.7 2.82.62.5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自行保管及使用其个人文件。

�.� | 取用个人文件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确保所有移民工人持有其个人文件。移民工人必须能够不
受限制、快速直接地取用他们的个人文件。

2. 在雇主提供的住所（如宿舍），为移民工人提供私人、安全的
场所来存放个人文件和贵重物品。

3. 仅在根据法律要求，出于办理居留许可等行政目的时，才要
求取用并持有移民工人的身份证件原件。不再需要时，立即
将个人文件还给移民工人。

4. 取用移民工人的个人文件需征得其书面同意，并出具收
据。保留书面记录，明确显示取用个人身份证件的目的和日
期，以及归还的日期。

5. 确保商业伙伴（招聘机构、住宿提供商等）采取同样的做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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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32.2 2.4 2.7 2.82.62.5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的行动自由不限于工作场所和宿舍的范围。

�.� | 行动自由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用移民工人理解的语言解释和展示出入工作场所和雇主提
供的宿舍的规则。

2. 确保移民工人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自由进出宿
舍。他们的自由不应受到宵禁、保安或门禁的限制，即使认
为这是出于他们的安全考虑。

3. 确保工作场所的出口未上锁，保安人员和监控摄像头不限
制移民工人的行动，出于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原因除外。

4. 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安全原因，允许移民工人在工作场所和
宿舍之间以及在社区内自行选择交通工具。如果移民工人
在偏远地区生活或工作，为其提供免费的定期交通，支持上
下班通勤，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的即时支持。

5. 在偏远地区，为移民工人提供定期交通服务，并由非雇主或
任何商业伙伴经营的商店、市场和其他设施提供相应的服
务。

6. 确保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由雇主经营的商店和其他设施销售
的任何产品或服务，避免以向工人收取高额费用的方式收
回工资成本。提供的产品应保证质量，并基于移民工人的需
求（如饮食偏好）。

7. 确保移民工人在年假和事假期间或决定提前终止雇佣的情
况下，可自由返回来源国。另见终止雇佣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39



2.1 2.32.2 2.4 2.7 2.82.62.5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可获得适足、体面和顾及性别的生活条件。

�.� | 生活条件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支持移民工人通过独立的私营机构、公共住房计划或合作
社自行寻找住所。除非有法律要求和迫不得已的安全原
因，不得强迫移民工人在雇主提供的住所生活。

2. 确保移民工人住所的安全、卫生、体面和舒适，并符合所有
法律要求，包括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另见核对表：移民工人
的住宿 

3. 为移民工人提供男女分开的住宿和设施，并确保有足够的
个人空间和隐私（如寝室或卫生间内无安全摄像头）。

4. 对雇主和其他第三方提供的宿舍进行定期维护和现场监
督，以确保宿舍清洁、宜居、维护状态良好。应记录检查结
果，以供审查。

5. 不断征求移民工人关于住宿质量和如何改善生活条件的反
馈意见。及时跟进移民工人反映的任何困难或投诉，关注基
于性别、年龄、残障或其他特征的任何差异。 

6. 采取措施防止疾病在宿舍的传播；确保生活空间，通风系
统，烹饪、废物处理、用水和卫生设施充分得当，并酌情实施
男女分区。这些措施还包括为患病的工人提供单独的房间
和适当的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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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32.2 2.4 2.7 2.82.62.5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充分享受医疗保健和社会保护。

�.� |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护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1. 为移民工人提供与当地工人相同的紧急和预防性卫生服务
及医疗保险。 

2. 为移民工人提供医疗服务，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服
务，以及适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3. 支付法律要求的出发前、到达后和定期进行的体检的费
用 。

4. 在生病、怀孕或照顾家属的情况下，移民工人可享受与当地
工人同样的带薪病假和职业保护，不受处罚或解雇。任何移
民工人不得因暂时生病而被解雇。

5. 确保在发生事故或伤害时，为移民工人提供免费的紧急治
疗和适当的赔偿。

6. 以公平、有尊严的方式对待怀孕的移民女工，并提供适当的
生殖健康服务。7 如果工作对母亲或未出生婴儿的健康构
成重大风险，应采取措施消除风险或调整工作。如果无法实
现，在不减薪的情况下，把怀孕的移民女工调到较轻松的岗
位；或为其提供带薪休假。除非适用法律要求，不得解雇怀
孕的移民女工或强迫其返回来源国。

7. 在法律要求怀孕移民女工返回来源国的情况下，企业应制
定政策和程序，支付所有拖欠的工资福利，确保她们获得足
够的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安全和有尊严的返乡。

8. 为移民工人获得心理社会支持和咨询服务提供转介，以促
进因离家和与家人及支持网络分离而遭受精神困扰和焦虑
的移民工人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协助移民工人与家人保持
密切联系，并支持他们在来源国和目的国的联系网络。

7. 一般来说，妇女不应从事可能影响其生育和哺乳
能力的危险繁重的工作。应为哺乳期妇女提供
带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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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阶段

返乡或继续迁徙

开始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重新融入支持更换雇主 返回来源国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在目的国的临时雇佣结束后，移民工人通常会返回来源国的社区。雇主有责任与招聘机构、旅行社等相关行为方协调，协
助移民工人安全返乡。一些移民工人可能会选择在目的国延长雇佣、更换雇主或迁徙到另一个国家。雇主也可能后期愿意
重新雇佣移民工人，或把移民工人推荐给位于来源国的联营公司。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42



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可自由更换雇主。

�.� | 更换雇主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重新融入支持更换雇主 返回来源国

1. 尊重和不在法律规定之外限制移民工人在目的国寻找工
作和更换雇主的权利，或根据适用法律法规继续迁徙的权
利。

2. 确保雇佣合同和相关培训（在招聘和雇佣期间）包括移民工
人根据适用法律有权在目的国更换雇主的准确信息，如在
合同结束后和/或在服务一定工作年限后更换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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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安全返回来源国，或前往另一个国家。

�.� | 返回来源国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重新融入支持更换雇主 返回来源国

1. 在移民工人返回来源国前，向他们支付所有拖欠的工资、福
利和其他款项。

2. 与招聘机构协调，协助移民工人安全有序地返回来源国社
区，包括处理任何政府规定的出境或再入境要求，且不由移
民工人承担相关成本。另见危机准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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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移民工人返回来源国，并做好重新融入当地社区和劳动力市场的准备。

�.� | 重新融入支持

管理劳务移民流程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总体原则 

招聘和到岗

雇佣

返乡或继续迁徙

重新融入支持更换雇主 返回来源国

1. 就移民工人未来是否有意向以及能够被重新雇用（视满意
度而定）征求他们的意见反馈。

2. 与来源国相关的领事服务部门协调，为移民工人提供返乡
和顾及性别的重新融入支持。

3. 与民间社会组织、工会和/或招聘机构合作，为仍在工作场所
的移民工人提供培训（内容包括金融知识、技能发展、劳动
力市场信息、迁徙选择、咨询服务等），帮助他们做好返乡、
重新融入或继续迁徙的准备。

4. 为移民工人提供文件，证明他们在雇佣期间发展的技能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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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 SodaStream 工厂从事 SodaSteam 设备工作的妇女。 © Remy Gieling ����/Unsplash

浏览此节

支持工具

第 � 节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支持工具

本节所含工具包括核对表、指导
说明和其他有用的文件，用来协
助雇主制定和实施管理劳务移
民流程的体系、原则和方法。

每个工具都将在外
部 PDF 中打开

该概要遵循本文中概述的劳务移民流程。根据人权尽责部分所列的步骤，
概要旨在协助雇主识别风险和评估流程。本指南关于管理劳务移民流程的
第�节将帮助雇主确定切实可行的步骤，以应对移民工人遇到的常见挑战
和风险。

概要: 
移民工人在劳务移民所有阶段遇
到的常见挑战和风险

该非详尽的核对表概述了雇主在与招聘机构的服务协议中可使用的关键
条款。

核对表：
招聘机构服务协议

本指导说明有助于移民工人的雇主了解国际劳工组织对招聘费用和相关
成本的定义，识别在劳务移民流程中可能产生的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以
及与招聘机构一同确定透明、可持续的收费价格。

指导说明：
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

该非详尽的核对表为雇主准备、签订和办理雇佣合同以及拟定雇佣合同条
款提供实用指导。

核对表：
雇佣合同

该核对表列出了雇主在其所有或经营的住所为移民工人提供适当、体面和
顾及性别的生活条件的关键要求，以及有关工人住宿面积的标准。

核对表：
移民工人的住宿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47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checklist-employment-contracts-chinese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checklist-migrant-workers-accommodations-chinese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summary-common-challenges-and-risks-experienced-migrant-workers-all-stages-labour-chinese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checklist-labour-recruiter-service-agreements-chinese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guidance-notes-recruitment-fees-and-related-costs-chinese


额外资源

浏览此节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国际指
南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国际劳工组织����年《移民就业公约》（第��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年《移民工人公约（补充条款）》（第���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务移民问题的多边框架》（����）

主要国际人权和劳工标准概览 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核心国际人权文书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标准

工商企业与人权国际指导原则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道德、公平和尽责招聘 国际劳工组织����年《私营就业机构公约》（第���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平招聘的一般性原则和实施指南及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的定义》

 国际移民组织《蒙特利尔招聘建议》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招聘诚信系统（IRIS）道德招聘标准

上一页 下一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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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业特别指南 政策承诺

联合国全球契约人权政策制定指南 

人权与商业研究所（IHRB）《关于尊严移民的达卡原则》  

《惠普供应链外籍移民工人标准》 

《Adidas雇佣指南》（����版） 

《巴塔哥尼亚移民工人雇佣标准和实施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IFC）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工具包

人权尽责

《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责管理指南》

[即将出版] 国际移民组织《道德招聘工具包》（����） 

Verité公平招募工具包

丹麦人权研究所（DIHR）《人权影响评估指南和工具箱》

Sedex强迫劳动的实践操作和指标指南  

《联合国指导原则报告框架》

补救

国际移民组织《工商企业移民工人申诉补救的业务指南》 

国际移民组织《延伸的矿产供应链中的剥削受害者补救准则》

Shift补救、申诉机制和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 

道德贸易组织（ETI）《获得补救：公司实践指南》

Impactt 《返还移民工人招聘费用和相关费用的原则和指南》

上一页 下一页

第�节 第�节 第�节 第�节目录 额外资源 术语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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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hrb.org/dhaka-principles/
https://www8.hp.com/h20195/v2/GetPDF.aspx/c05116077.pdf
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eb/a2/eba27acf-3ef2-4e22-b677-ac3e3d988692/adidas_employment_guidelines_november_2020.pdf
https://www.patagonia.com/static/on/demandware.static/-/Library-Sites-PatagoniaShared/default/dwd52f9d06/PDF-US/Patagonia-Migrant-Worker-Employment-Standards-V2-0-English.pdf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6147cbba-efe8-4879-ba77-c7af63bede7c/ESMS_Toolkit_General.pdf?MOD=AJPERES&CVID=nzhmvxC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business-conduct.htm
https://www.verite.org/help-wanted/fair-hiring-toolkit/
https://www.humanrights.dk/tools/human-rights-impact-assessment-guidance-toolbox#:~:text=Human%20rights%20impact%20assessment%20(HRIA,discrimination%20into%20the%20assessment%20process.
https://www.sedex.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Sedex-Guidance-on-Operational-Practice-and-Indicators-of-Forced-Labour.pdf
https://www.ungpreporting.org/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operational-guidelines-businesses-remediation-migrant-worker-grievances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remediation_guidelines.pdf
https://shiftproject.org/resource/remediation-grievance-mechanisms-and-the-corporate-responsibility-to-respect-human-rights/
https://www.ethicaltrade.org/resources/access-to-remedy-practical-guidance-companies
https://impacttlimited.com/principles-for-repayment-of-recruitment-fees/


移民工人的参与

国际移民组织《关于雇主义务和文化敏感性的人力资源指南》 

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工商企业国际劳工标准帮助台

国际金融公司测量和改善劳工标准绩效 

招聘和到岗

人权与商业研究所《尽责招聘的六个步骤》 

人权与商业研究所《补偿工人支付的招聘费用》

跨信仰企业责任中心《移民工人道德招聘最佳做法指南》

性别

联合国妇女署《顾及性别雇佣合同指南》  

赋权南亚女性移民工人：促进顾及性别雇佣和招聘工具包

国际移民组织解决女性移民工人在国际供应链中的脆弱性 

行业专门指导

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与商业研究所《促进公平招聘和雇佣：卡塔尔酒店指南》

Verité棕榈油生产商劳工权利工具包

工商企业特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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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human-resource-guidebook-employer-obligations-and-cultural-sensitivity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business-helpdesk/lang--en/index.htm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e0e8e968-132a-4dbf-af0b-4b971e4a4b9b/SAI_IFC_LaborHandbook.pdf?MOD=AJPERES&CVID=jkD0.wG
https://www.ihrb.org/uploads/member-uploads/6_Steps_to_Responsible_Recruitment_-_Leadership_Group_for_Responsible_Recruitment.pdf
https://www.ihrb.org/uploads/reports/IHRB,_Remediating_Worker-Paid_Recruitment_Fees,_Nov_2017.pdf
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iccrsbestpracticeguidanceethicalrecruitment05.09.17_final.pdf
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9/03/gender-responsive-guidance-on-employment-contracts
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9/03/empowering-women-migrant-workers-from-south-asia
https://crest.iom.int/en/resources/tools/addressing-women-migrant-worker-vulnerabilities-international-supply-chains
https://www.adlsa.gov.qa/en/Labour/Attachments/Hospitality%20guidance%20tool%20for%20hotels.pdf
https://www.verite.org/resources/our-work-in-palm-oil/palm-oil-toolkit/palm-oil-producers-toolkit/


招聘机构的工具

国际移民组织《针对招聘机构的移民家政工人道德招聘、体面工作及获得补救指南》 

联合国妇女署《招聘机构顾及性别自我评估工具》

2019冠状病毒病

国际劳工组织《����冠状病毒病和劳动世界》

国际移民组织《����冠状病毒病：雇主和企业在当前健康危机中加强对移民工人保护指南》 

《����冠状病毒病：招聘机构在当前健康危机中加强对移民工人保护指南》 

Verité《����冠状病毒病与强迫劳动贩运脆弱性》 

基准�估工具和�告

了解供应链

企业人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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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guidelines-labour-recruiters-ethical-recruitment-decent-work-and-access-remedy-migrant
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9/03/gender-responsive-self-assessment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iris.iom.int/sites/g/files/tmzbdl201/files/documents/IOM-COVID19_Employer_Guidance_V2_Final%28English%29.pdf
https://iris.iom.int/sites/g/files/tmzbdl201/files/documents/COVID-19_Recruiter-Guidance_Final_V1.pdf
https://www.verite.org/covid-19-and-vulnerability-to-human-trafficking-for-forced-labor/
https://knowthechain.org/
https://www.corporatebenchmark.org/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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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术语表（日内瓦，2019）。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节中所述定义均来自该术语表。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iml_34_glossary.pdf


商业伙伴：与工商企业有某种形式的直接和正式接触的实体。

目的国：个人或群体以正规或非正规形式迁徙的目的地所在国。

来源国：以正规或非正规形式向国外迁徙的个人或群体的国籍所在国或先前居住
国。

债务质役：乃因债务人典质将其本人或受其控制之第三人之劳务充作债务之担保，
所服劳务之合理估定价值并不作为清偿债务计算，或此种劳务之期间及性质未经分
别限制及订明，所引起之地位或状况。�  

歧视：基于种族、肤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
消或损害对任何人的所有权利及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

尽职调查：理性、谨慎的企业正在进行的一项风险管理流程，目标是确定、预防、减
缓并问责，其如何处理相关的负面人权影响。这一流程包括四个步骤：分析现实和潜
在的人权影响，整合分析的结果并据此采取措施，跟踪应对措施，并介绍这些影响是
如何解决的。��   

剥削：利用某事或某人的行为，特别是为自己的利益，不公平地利用他人的行为。

职业介绍所：任何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这些服务包括招募或接触移民工人，
使他们可供分配任务并监督任务执行的第三方使用。�� 

雇主：直接或间接雇佣员工或工人的个人或单位。��  

强迫劳动：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 

申诉：唤起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感的不公正感，这种权利感可能是基于法律、合同、明示
或暗示的承诺、或受害群体对公正的一般概念。��  

申诉机制：任何常规的、基于国家或不基于国家的司法或非司法程序，通过此类程序，
可提出对与企业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申诉，并寻求补救。��  

非正规移民：在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国的出入境法律、条例或国际协议规定之外的
人员流动。

劳务移民：从一国到另一国或在居住国境内进行的以就业为目的的人员流动。

招聘机构：任何行使经许可的招聘职能的自然人或法人，其中包括招聘机构和职业介
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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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术语表；改编自联合国《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和习俗补充公约》（266 UNTS 3，1956年4月30日通过，1957年4月30日生效），第1条（a）款。
10. 联合国指导原则报告框架， 概述《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11. 国际招聘诚信系统（IRIS）标准。 
12.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平招聘的一般性原则和实施指南及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的定义》（日内瓦，2019）。
13. 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制劳动公约》（第29号），第2条（1）款。
14.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2011）。
15. 同上。
16. 国际招聘诚信系统（IRIS）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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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SupplementaryConventionAbolitionOfSlavery.aspx
https://www.ungpreporting.org/resources/the-ungps/
https://iris.iom.int/iris-standard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36755.pdf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029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s://iris.iom.int/iris-standard


管理体系：组织机构管理其业务的不同但相互关联部分，以实现其目标的方式。就
本文件而言，一个简单的管理体系框架包含五个要素：（�）政策、程序和流程，（�）通
讯和信息管理，（�）技能和培训，（�）监控或监测，（�）治理（高级管理层的支持）、激励
和持续改进。

移民工人：在其非国民的国家将要、正在或已经从事有报酬的活动的人。

迁徙：人员离开其常居住地的在国内或跨境的流动。�� 

出发前培训：旨在帮助潜在移民具备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以融入目的国的课程
。它们还满足移民的期望，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解决移民的问题和疑虑。

招聘：包括发布广告、信息、选拔、交通、安置就业 - 对于移民工人 - 还包括在适用时
返回来源国。这一术语适用于求职者和已处于雇佣关系当中的人。�� 

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在招聘流程中为确保工人就业或安置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或
成本，无论其形式、征收或缴纳的时间或地点。�� 

重新融入：使个人能够重新建立维持生活、生计和尊严以及融入公民生活所需的经
济、社会和心理社会关系的过程。

补救：旨在纠正侵犯权利的（法律）程序，以及该程序的实质性结果。

补救措施：包括道歉、恢复原状、康复、财政或非财政赔偿和惩罚性制裁以及通过例
如禁令或不再重犯的保证防止伤害。�� 

转包商：与招聘机构以松散的伙伴关系合作的非正式、无执照的个体代理，通常首
先与寻求海外就业的个人进行接触。转包商收取服务费，这使他们与免费协助迁徙的
“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个体区分开来。�� 

分包商：与承包商（招聘机构）签订合同（作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的个人或企业
（作为注册实体运营），承担承包商同意实施项目的部分工作或服务。承包商向分包
商支付其提供服务的费用。��

暴力和骚扰：一系列旨在造成、导致或可能导致生理、心理、性伤害或经济伤害的不
可接受的行为和做法或它们带来的威胁，无论是其只发生一次，还是反复发生，并包
括基于社会性别 的暴力和骚扰；“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指因人们的生理性别
或社会性别而针对其施行的暴力和骚扰，或不成比例地影响到某一特定生理性别或
社会性别的人们的暴力和骚扰，且包括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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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联合国，《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2220 UNTS 3，1990年12月18日通过，2003年7月1日生效），第2条（1）款。
18.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平招聘的一般性原则和实施指南及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的定义》（日内瓦，2019）。
19. 同上。
20.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2011）。 
21. 国际招聘诚信系统（IRIS）标准。 
22. 同上。
23. 国际劳工组织，2019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190号），第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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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MW.aspx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36755.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s://iris.iom.int/iris-standard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90


移民工人雇主指南

通过符合道德的招聘与到岗、尽责雇佣和安全返乡，促进尊重移民工
人的人权和劳工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