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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

CDA

社区发展协议

DIHR

丹麦人权研究所

FGM/C

残割女性生殖器

FIFO

往返于两地之间

ICMM

国际矿业和金属理事会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PIECA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

KPI

关键绩效指标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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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包简介

201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全球契约和救助儿童会共同发布的《儿童权利与商业
原则》 1是首套指导企业如何在工作场所、市场和社区中采取全面措施来尊重和保障儿童权
利的综合性原则。作为执行这些原则具体措施的一项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制定具体
行业的指引，旨在帮助企业将尊重和支持儿童权利纳入其政策、运营、尽职调查、与政府的
关系和对当地社区投资。
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 一家咨询公司针对矿业公司开展了行动研究，以识别并
分析该行业对儿童权利的影响，并且深入地了解企业目前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该公司在
与多家矿业公司磋商的基础之上撰写了《儿童权利与采矿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采掘业
试点项目》 2。
矿业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可儿童是社区中的弱势利益相关方。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在于了解企业对儿童如何产生直接影响，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采矿对已成年的
家庭成员或更广泛社区造成影响。如果不将儿童视为独特 的利益相关方，企业可能无法
识别其对儿童产生的特定影响，进而导致企业在社会、环境和人权尽职调查和管理制度
方面与大多数标准措施相去甚远。
作为《采掘业试点项目》的后续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Synergy全球咨询公司制定切
实可行的指引，协助企业采取具体行动来处理对儿童权利产生的潜在积极或者消极影响。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与采矿工具包》就是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本工具包 鉴于儿童会受到各类议题的影响，因此在企业的整体管理制度和战略性的全面商业措施中会
涵盖哪些 考虑到儿童权利。
内容？ 本工具包旨在协助采矿业中，项目层面负责设计和执行社会和环境绩效方面战略的人员。工
具包提供了10个简明扼要的工具来改善社会和环境绩效，在下列各个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
利：

1.影响评估
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3.重新安置
4.人口迁入
5.环境
6.安保
7.健康与安全
8.工作条件
9.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10.社会投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全球契约和救助儿童会《儿童权利与商业原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2年；下载网址：
www.unicef.org/csr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 下载网址：
<www.unicef.org/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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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包简介

工具1“影响评估”和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提出了可以应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
跨领域指导意见。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将每种工具单独用于具体的目的，
每种工具都包含下列内容：





概述儿童权利的议题
以表格方式列出潜在的风险、问题/指标，以及策略与行动
相关外部参考资料与标准的链接
企业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举措的实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与采矿工具包》与现有的指南、手册和标准相辅相成。本
工具包根据每种工具所强调的参考资料为矿业公司提供了更多有针对性的资讯。

如何使用
本工具包？

作为基础性文件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阐述了尊重人权的责任，要求工商
企业：



避免通过其本身的活动造成或加剧负面人权影响，并消除已经产生的影响。
努力防止或缓解经由其商业关系与其业务、产品或服务直接关联的负面人权影响，
即使并非由这些因素造成了此类影响。 3

工具包在此前提上更进了一步：应用儿童权利的观点。 这10种工具指导用户识别其运营中存
在的关键儿童权利 议题，并协助企业开发适当的管理制度、策略和绩效指标来 应对这些议
题。工具包没有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循和采纳所提出的过程、策略和行动，而是针对如何
更有效地尊重和保障儿童权利、加强儿童保护、促进儿童健康与福祉，以及对儿童所居住的
社区进行战略性投资提出了建议。
在下一节中我们会建议，最好将本《工具包》与《儿童权利自我评估》工具配套使用。

新手入门： 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权利自评工
具

采矿 项目 需要 考 虑哪 些涉 及 到儿 童权 利的 社 会和 环境 因 素 ？ 哪些 情况 特 别敏 感， 而 且可
能对儿童权利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将保护儿童权利纳入具体的管理制度？
作为回答上述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切入点，矿业公司可以开展 儿童权利自我评估 。这一
初步 诊断 工具 旨 在帮 助企 业 根据 特定 的运 营 状况 和具 体 项目 的背 景来 确 定与 儿童 权 利相
关的社会和环境议题。

3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2011年，
第14页； 下载链接：<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 Too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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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包简介

这一网络在线工具遵循两个步骤：
第1步：关于企业在其运营中必须考虑的、与儿童权利相关的最基本议题。要求用户根据
采矿行业制定的标准，对其业务所涉及的儿童权利议题的潜在规模进行评分。
第2步：关于采矿项目所处的环境，以及儿童权利是否受到保护和受到保护的程度。在用户明确了矿业公司所在的
国家/地区后，系统将根据《儿童权利与商业地图集》

4

自动生成关于儿童保护程度的若干指标。

在第1步和第2步的基础之上，《儿童权利自我评估》工具会以直观的方式自动生成企业应考虑的最相关领域，并将
指导用户使用《儿童权利与采矿工具包》中的相应工具。

4

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球儿童论坛，《儿童权利与商业地图集》，<www.childrensrightsatlas.org>。 这一在线风险评估工具有助于企业在198个
国家/地区识别、优先考虑并管理直接或间接侵犯儿童权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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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

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影响评估
目前的行业标准、实践 和绩效表明 ：企业在环
境、社会和人权尽职调查实践（包括相关的影响
评估）中往往会忽视儿童的脆弱性，以及采矿作
业对他们造成的具体影响。

工具

1
引言

影响评估
工具1强调了矿业公司可以采用哪些基本要素来更准确评估其对儿童影响，并提出了将儿童
权利纳入影响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行动和指标。 根据每项工具的指引，我们可以将这些
总体建议应用于工具包所涵盖的具体领域的尽职调查和管理——从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到
社会投资等方面。

1.1 儿童独特
的脆弱性

儿童享有与成年人相同的基本人权，但由于他们具有特殊的需求和脆弱性，因此也享有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具体权利。
《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针对儿童在采矿作业中的特殊
脆弱性进行了详实的论述，本工具包附录A中的表格也列出儿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常见的
脆弱性。《儿童权利自我评估工具》可以帮助矿业公司根据其运营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应
该在哪些议题和领域中明确地考虑到儿童。
下图说明了开展影响评估的典型步骤，即筛选、界定范围、基线调查、识别并评估影响。
如工具2所述，在所有的影响评估中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互动都是重要的内容，应根据具
体情况将其应用于每个步骤。

2

1

界定范围

筛选

与利益相关方
沟通互动

4
识别并评估
影响

3
基线调查

工具1的下一节将按照上述步骤的顺序简要地说明这一程序，以“儿童权利的视角”来审
查每个步骤，并且针对企业如何更高效地评估给儿童权利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实际影响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每个领域的相关工具都针对尽职调查和管理制度提出了更详细的评估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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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

1.2筛选 5

影响评估
筛选指的是确定是否需要对某个项目进行影响评估的正式程序，通常在规划的初期进行。企
业首先要确定与项目相关的具体背景因素，包括评估运营所在国关于童工、强迫劳动、妇女
土地所有权等方面的立法优缺点，以及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法律与法规的严格性和执行情
况。
建议企业应该首先明确采矿运营目前是否对儿童权利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或者过去是否发生
过此类问题。企业可以通过以前在该地区开展的业务、其他公司在同一地区开展的项目、项
目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来了解情况，例如与以往发生的武装冲突、贫困程度或普遍侵犯人权
方面的问题。
企业可以使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的《儿童权利自我评估工具》进行快速分析。企业可以
根据具体的项目背景，使用该工具来确定是否需要将儿童权利纳入持续的影响评估，以及/
或者其他内部的尽职调查流程和管理制度。通常不需要开展单独的儿童权利影响评估。
在筛选阶段，企业应通过利益相关方分析来识别所有潜在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最弱势的群
体。这个步骤对于确保所有影响都得到适当的考量至关重要。例如，某些群体可能需要协助
才能参与基线数据收集，包括在街头生活或谋生的儿童、孤儿和以儿童为户主的家庭。企业
关注利益相关方的不同需求、利益、价值观和志向有助于预测自身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1.3界定范围
“界定范围”是指“确定主要关切的议题，以及识别利害关系方和受影响群体的过程”
6 。国 际 石 油 工 业 环 境 保 护 协 会 和 丹 麦 人 权 研 究 指 出 ： 界 定 范 围 阶 段 “ 通 过 明 确 时 间 进

度、深度、广度和主题重点”为影响评估设定了界限，并将这些内容纳入负责开展评估的
顾问/专家的职责范围。 7
在儿童权利方面，这意味着需要分析儿童是否可能成为受到项目严重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
是否需要收集更多的项目数据来充实基线信息。如果影响评估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达到许可证的
法律要求， 企业就可能会错失查明对儿童权利所产生的潜在影响的机会。
并非所有项目都会对儿童产生特定的影响。 初步的范围界定分析应针对所有可能与儿童权利密
切相关的经济、社会、环境、健康方面的议题和影响进行评估。 表1列举了一些实例。

5

6
7

12

改编自：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将人权纳入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评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用指南》，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伦敦和哥本哈根，2013年，第12页。
Vanclay，Frank等人，《社会影响评估：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和管理指南》，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北达科他州法戈，2015年4月，第41页。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将人权纳入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评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用指南》，
国际石 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伦敦和哥本哈根，2013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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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评估

表 1. 潜在的相关领域和对儿童权利的影响

对收入、健康和生计的潜在影响














土地使用，可能对家庭收入、生计和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人口迁入的趋势，可能会对收入（劳动力供大于求）、治安、性剥削产生影响
就业，存在使用童工，或者为年轻工人提供不适当工作条件的风险。
水质（水资源匮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采矿和选矿作业导致水体酸化
− 在当地食物链中释放可能具有生物放大作用的重金属
水量（用于饮用和洗浴的清洁水流失——对健康的影响、削减受教育的时间、粮食安全缺乏保障）
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农作物减产——对收入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 产生大量粉尘；
− 气体排放；
− 金属微粒和气溶胶
土地表面影响（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收入损失/粮食安全缺乏保障；疾病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
受干扰的地表可能会积水，并且成为携带疾病昆虫的栖息地。
不稳定的地表、坑式高墙、沉降地面 ——潜在的危险状况。
安保部门与社区之间因土地使用和通行问题而发生冲突；手工采矿者侵占企业的财产等。

对于获取服务的潜在影响
·土地使用，可能会影响到社会基础设施的质量或数量，以及获取关键的社会服务。
·人口迁入的趋势，可能会对获得基本服务（如健康和教育）产生影响。
· 有限的医疗服务不堪重负。

对社会凝聚力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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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可能会对家庭单元、儿童保育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与和互助产生影响。
人口迁入的趋势：可能会对家庭单元/凝聚力（更多的单亲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和互助产生影响。
就业，可能会影响父母照顾子女的能力，或者年轻人完成学业的积极性。
治安，犯罪或暴力侵害的风险提高（影响儿童出门活动和玩耍的机会），或遭受性剥削、吸毒或被拐卖的风险
增加。
缺水导致人口外迁。
贫困加剧。
各类设施荒废（学校等）。

儿童权利与采矿工具包

工具

1

影响评估
企业会认识到在界定范围阶段与地方政府 合作有助于获取准确的数据（请参阅专栏
1），并且发挥外部专业知识的优势。企业可以通过与从事儿童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建
立合作关系来实现这一目的。 如果聘请专业顾问开展后续影响评估，请务必按照筛
选和范围界定阶段所强调的建议，将儿童权利的考虑因素纳入其工作职权范围。

专栏 1. 在影响评估 在影响评估的范围界定和基线调查阶段，矿业公司可以受益于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从而节
过程中与当地政府 省收集数据的成本，并更好地了解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主要缺陷。 在采矿运营的这一阶
部门协作
段与地方政府沟通互动内容包括：


与地方政府合作，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儿童的匿名数据（按年龄段分类人口普查数
据、总人数、入学率等），以及公共机构对儿童的实际保护状况，用于指导关于儿童
权利影响评估的过程和规划。



如果发现缺乏关于儿童的数据和对儿童权利的基本保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技
术或财政方面与地方政府或有关部委在地方一级开展深入的研究以弥补差距。



支持地方政府共享项目影响评估期间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以及儿童权利方面的潜
在议题。



在整个批准过程中持续与地方政府保持沟通，通过了解权力下放框架和地方政府职
责的专家来查明地方政府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主要缺陷（关于如何与地方政府沟
通互动的详细指引，请参阅工具3：重新安置和工具10：社区社会投资）。

范围界定的其他重要因素包括以具有包容性的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为基础（请参阅工
具2）——这是范围界定的基础，并确保在所有评估中“弱势的利益相关方”这一措
辞都包括儿童。 例如，家庭调查应该涵盖以下几个群体：




生活在家庭以外的儿童，例如在寄养机构、儿童之家或孤儿院的儿童；
与同龄人同住而且未得到成人照料的儿童，例如在街头生活或工作的儿童；以及
作为一家之主的儿童。

在定义“影响区域”时，应包括整个项目中的各项主要活动。 例如，这涉及到将儿童权
利的观点应用于地理因素和与矿山生命周期相关的因素（建造、运营、废弃），例如：



处于下游和下风位置的住宅区；
儿童游乐场所的位置；



服务机构和设施，如医疗中心和儿童上学的必经之路。



生活在受影响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和公路）沿线的人们可能会受到影响，包括
对生活在运输道路沿线、可能距离矿山数百公里的社区中儿童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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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
1.4 基线调查

影响力评估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指出：“基线调查用于描述项目的环境、社会
与健康背景和相关基础数据库的特征，为识别并评估项目活动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的性质提
供了参考依据。” 8 将儿童权利纳入基线调查包括下列基本步骤：


确保有儿童的代表，并且有适当的机会参与基线调查：
−

按年龄和性别分类所有收集到的数据，用于估算受项目影响的儿童数量并分
析他们的独特的脆弱性。

−

确定关键知情人士、特殊利益群体、社区和家庭的代表，并评估他们是否能
有效代表儿童的最大利益（参阅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

确保儿童和年轻人或其适当的代表直接参与社区摸底调查和基线调查，并统
计参与的人数。



确保基线调查涵盖下列儿童群体并进行普查以估算其人数。 可能需要对他们易受影响
的程度和身心修复能力开展专项评估，以确定父母/监护人员对儿童的保护程度会如何
影响到儿童的脆弱性：
−
−
−



生活在家庭之外的儿童，例如在寄养机构，儿童之家或孤儿院的儿童；
与同龄人同住而且未得到成人照料的儿童；以及
作为一家之主的儿童。

确保基线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包含项目对儿童产生的具体影响（请参阅前文中的表1）

如工具1所述，对于本《工具包》所涵盖的任何领域而言，收集基线信息都是一个重要的环
节。企业内部的尽职调查评估和管理制度通常会要求开展进一步基线调查以评估对儿童权利
产生的具体影响，其中会涉及到更多的指标和研究领域。 每个领域的相关工具中都提供了具
体的步骤和指标。 如需详细了解可以将哪些步骤和指标纳入环境与健康基线调查，请参阅工
具5和附录C：“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在这一步骤中，企业将致力于识别并评估对于项目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健康状况
造成的影响。企业通常会使用一组预定义的标准来查明这些影响的重要性。 这包括评估影响
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以及间接、长期和累积的后果 9 。

8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与丹麦人权研究所， 《将人权纳入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评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用指南》，
国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麦人权研究所， 伦敦与哥本哈根， 2013， 15页.
9 改编自：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与丹麦人权研究所， 《将人权纳入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评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用指南》，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 伦敦与哥本哈根， 201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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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识别并评估影响

影响评估

在界定这些标准时务必要采用儿童权利的视角，考虑到儿童和年轻人受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
方式，以及对妇女的影响会如何对儿童造成异常严重的影响。为了确定可能受到影响的儿童
的脆弱性和身心修复能力并了解这些影响的重要性，企业可以始终将妇女和儿童视为弱势的
利益相关方，并使用附录A《儿童的脆弱性列表》来丰富细节。关于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请参阅工具5和附录C：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专栏2介绍了矿业公司如何在影响评估过程中使
用脆弱性列表。

专栏 2.

作为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的一项工作，巴里克黄金公司审查了其人权

巴里克黄金公 影响评估的方案，以便在相关情况下将儿童权利的指标纳入其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了
司：将儿童权 “儿童的脆弱性列表”（参阅附录A）这一关键工具来协助企业识别对儿童产生的具体影
利的视角纳入 响，以区别于对成年人的影响。
人权评估
在2014年对该方案进行测试后，该公司给出的反馈意见表明：


脆弱性列表有助于评估对成年人人权的影响，与对儿童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的关
联。



随着社区居民对儿童权利方面提出的质询日益增多，企业还发现了一些并非由采
矿所造成的儿童权利影响。这促使巴里克黄金公司认识到在哪些领域具有促进和
尊重儿童权利的潜力，例如，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杜绝非法采矿使用童工的现
象，并且与地方和国家政府联络以提高政府保护儿童权利举措的透明度。

巴里克黄金公司在试行了修订后的人权影响评估方案之后，永久性地将与儿童权利有关
的修订内容应用于今后所有的人权影响评估。 该公司还考虑进一步细化申诉机制所收到
的投诉，以更好地理解对受影响家庭中儿童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第20页

企业对儿童权利的潜在影响包括可能对收入和生计、健康、获得服务和社会凝聚力产生
的负面影响。相关的工具会详细地介绍有关的指标以及如何减轻影响。这一过程中，企
业同时对受影响社区的健康、生态、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进行评估往往会大有裨益，
例如，评估污染对儿童的粮食安全及其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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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与利益相关方
沟通互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指出“大
多数矿业公司都认识到儿童是弱势的利益相关
方，有些矿业公司做出了明确的政策承诺来管理
对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但缺乏系统的知识来
界定生活在工业采矿区周边儿童的脆弱性”。 10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第6页。 下载链接<www.unicef.org/csr>

工具

2

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由于采矿业会对儿童和年轻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和消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工具2阐述了如何
与利益相关方针对与采矿业相关的儿童权利议题进行沟通互动。工具概述了矿业公司如何与
利益相关方在企业和运营层面就儿童权利进行有意义且有效的沟通互动，其目的在于：


帮助企业理解在目前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互动过程中采用儿童权利视角的优势。



举例说明在哪些情况和背景下，务必要就儿童权利议题进行磋商。



为企业提供简单的工具，用于设计与利益相关方就儿童权利 议题进行沟通互动的
活动，包括通过直接与儿童进行沟通互动。

建议同时阅读本工具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的《儿童权利及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互
动》，该出版物详细介绍了如何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并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来管理与儿童直
接进行的沟通互动。
通常，使用工具 2 的矿业公司都比较熟悉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所涉及的一般性原则和活
动。这包括认识到与那些因其社会地位和人口特征而更容易受到运营影响群体磋商的重要
性，例如妇女、老年人、儿童和年轻人、少数民族和少数文化族裔和土著人士。应在整个
项目周期内考虑到这些弱势群体，以确保查明并处理受采矿运营影响最严重群体所提出的
议题和关切事宜。

关于与利益
相关方沟通
互动的参考
资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及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企业工具》， 下载链接
<www.unicef.org/csr/568.htm>
国际金融公司《早期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的战略方法：初级采掘企业优秀实践手册》，
下载PDF文件网址： <https：//commdev.org/userfiles/
FINAL_IFC_131208_ESSE%20Handbook_web%201013.pdf>
经合组织关于《利益相关方有意义参与采掘业尽职调查的指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http：//mneguidelines.oecd.org/stakeholder-engagement-extractiveindustries.htm>
《社会经济评估工具箱》（SEAT），英美资源集团，获取PDF文件网址：
<www.angloamerican.com/~/media/Files/A/Anglo-American-Plc/docs/seat-toolbox-v3.pdf>

2.1
将儿童权利的视角应用
于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
互动为什么如此重要？

与利益相关方 沟通互动的定义为“企业与可能受其影响的利益相关方 之间持续的互动和
对话过程， 旨在帮助企业听取、理解和回应他们的利益和 关切的事宜，包括采用协作的
方法进行。” 11
即便与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沟通互动中包括了妇女和土著居民等弱势群体，也可能会排除儿
童权利的议题。这可能是由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社区中的长者）会适
当地代表儿童的意见。然而，众多原因导致成年人始终无法准确地理解或表达儿童的看法
和需求。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解释性指南》，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2012年，第8页； 下载链接：
<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Tools.aspx>.An interpretative guid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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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在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互动时应用儿童权利视角可以提高这些活动的成效，并加强相关管理
制度的有效性。企业在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互动时应用儿童权利的观点也很重要，原因如
下：


儿童今后将成为其社区的代表，因此他们参与其中能够提高企业获得持久社会经
营许可的可能性。



沟通互动为企业所开展的活动提供信息，例如影响管理。这些活动会影响到现在
和未来儿童的生活。儿童应该能够参与并就影响到他们的活动发表意见。



矿业公司通过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的过程听取儿童的意见，可以了解到其他利
益相关方可能遗漏的重大问题并深入了解影响到弱势群体的社会因素（例如，儿
童和年轻人从事季节性手工采矿的动机/需求）。例如在马拉维，一家矿业公司
在访谈儿童权利的利益相关方后了解到，该运营区域的财富吸引了犯罪团伙，他
们雇用当地儿童从公司的卡车上吸走燃料。 12

这类信息有助于对弱势群体（包括在街头生活或谋生的儿童、孤儿和童工）受到的影响进行
深入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制定有效的缓解措施，正如下列情境所述：
一家勘探公司想在通往水源的道路上建立一个营地。该公司与妇女和女童沟通互动后发

情境

现，如果堵住这条小路就会导致女孩们必须走很远的路程才能够打到水，而且她们在人
烟稀少的陌生环境中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从而面临更大的性剥削风险 。于是该公
司挪动了营地的位置并设置围栏以限制人员进入，从而缩短了女孩们打水的路程，这样
做既节约了她们花费在这项家务事上的时间，又降低了她们暴露于传染病和性病的风
险。

专栏 3.
在科特迪瓦依照当地
习俗与年轻人合作

对于一家加拿大黄金矿业公司而言，与当地社区沟通互动对于保持其在科特迪瓦的社会
经营许可至关重要。由于儿童和年轻人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该公司认为他们是一个关
键的利益相关方，该公司不能因为成年人接纳采矿作业而想当然地也认为年轻人也一定
会对此给予支持。
按照当地的风俗，村长及其同事在社区会议上代表了最普遍的意见，这导致该公司面临一
个挑战，即如何让年轻人为影响到他们的政策和过程出谋划策。先前的磋商表明年轻人的
意见并未得到听取。例如，该公司在磋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社区中心，但是儿童和年轻
人并没有使用这个中心，因为他们本来更希望建立一个医疗中心。
为了确保年轻人能够在社区外展活动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该公司根据当地风俗的优势制
定了一种非传统的参与形式，例如，将 唱歌和跳舞融入其中。项目点的工作人员 接受了
参与式研究基本方法的培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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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还制定了一个同伴教育方案以促进对关键健康信息的了解，并收集他们对于企业运营

专栏 3.
(续)

影响的意见。由社区挑选并服务于社区的同伴教员参加了健康教育培训，随后征求本村年轻
人的意见，并鼓励年轻人就采矿建设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社区畅所欲言。
工作人员采用“简明会议记录”记录所有的反馈意见。这是一种改编自传统实践的文档编辑
方式，可有效地记录相关数据。该公司整理了这些数据并用于指导社区关系小组的工作、企
业的员工招聘策略、执行社区发展计划。在决定建造或修复诸如钻孔、诊所、药房和学校等
社区基础设施之前，年轻人继续单独参与关于社区发展的需求评估。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及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企业工具》，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纽约，2014年9月，第20页。

2.2
矿业公司何时应
直接与儿童沟通
互动？

企业并不一定要与利益相关方就儿童权利进行沟通互动，但对于那些因为其规模、性质或运
营环境而特别会对儿童权利产生影响的企业而言，这样做会获益良多。企业可以通过《儿童
权利自我评估工具》来获取这些方面的信息。与儿童和/或儿童权利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互
动很有价值，具体过程包括：


更准确地识别对于环境退化和污染的影响，例如提炼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以及
黄金加工过程中汞和氰化物的使用和处置对儿童健康和福祉的影响，以及生态系
统污染及其对生计和服务的影响（见工具 5：环境和工具 7：健康和安全）。



了解并处理为给采矿项目让路而对经济流离失所、耕地流失和家庭搬迁造成的影
响。围绕儿童权利进行磋商可提供各类重要的社会经济标准的信息，例如获取社
会服务、儿童为家庭正式和非正式创收活动做出的贡献，以及国家法律也许没有
将他们视为土地所有人的单身女性和（或）年轻人为户主的家庭数量，（见工具
3：重新安置）。



管理涌入矿区的工人和其他流动人口。对儿童权利的关注和认识有助于深入了解
移民人口的构成和对关键社会服务产生的潜在影响。（见工具4：人口迁入）。



管理企业的安保服务、与政府治安部门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受采矿项目影响的社
区成员之间的互动。鉴于儿童与安保服务相互关系的特殊地位和敏感性，围绕儿
童权利进行沟通互动可以更有效地降低风险（见工具6：安保）。



协助矿业公司实现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社区投资目标，以切实可行的方式促进儿童
权利，例如，确保项目结束后投资的可持续性（见工具10：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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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此过程的详细内容，请参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及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互
动： 企业工具》中的表2，该工具提出了几个级别，即从“无沟通互动”到“与主要利益相关
方协作”。 13 随着企业在影响儿童权利方面面临更高的风险或者获得得更好的机会，可以进
行更深入的沟通互动并做出更高层次的承诺。 该表针对各个沟通互动的级别说明了何时适
用、企业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并举出了实例。
仅在少数的情况下，矿业公司才有必要直接与儿童磋商。通常而言，对儿童权利倡导者或
成人关键知情人士(如警察、企业员工、社区领导人和卫生工作者) 提供的其他信息来源进
行三方互证就可以获得充足的信息。
然而，儿童可以对自身的经历提出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儿童才掌握
来源于直接体验的知识或事实。在与征求儿童意见基础上制定的商业评估和决策可能更
加有的放矢、有效且可持续，具体如何进行取决于特定的问题和与儿童进行沟通互动的
需求。 表2列出了有必要开展此类活动的潜在情况。

表 2. 示例：直接与儿童磋商的情况和原因
何时

理由
−

儿童可提供其他儿童权利的利益
−
相关方无法获得的信息。
−

儿童直接表达的意见能为儿童权 −
利倡导者或其他主要知情人士提
供更多信息。

采矿作业可能对儿童造成不可
逆转的社会或环境影响。

了解弱势儿童如何受到矿区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例如犯罪活动
增加
进一步了解敏感议题或被其他利益相关方忽略的问题，例如
虐待和剥削儿童
了解儿童所关心的事务，由于文化规范的限制他们通常
不能对此发表意见
了解极端弱势群体的生活（例如，通常被忽视的街头
流浪儿童、孤儿或童工），以及采矿运营如何影响他们
的权利

−

了解冲突、歧视以及/或者权力体系如何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

−

因地制宜地制定管理计划（例如涉及重新安置和矿山关闭后
的管理计划）并考虑到最弱势的群体，例如以妇女或儿童为
户主的家庭

有必要验证成人对儿童的评价
− 尊重儿童和/或儿童权利利益相关方给予同意或拒绝的自由，特别是
在土著社区及其周边进行采矿作业的情况下
− 监控和评估以儿童为中心举措的效益

2.3 企业如何 为了将儿童权利的观点应用到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的计划中，矿业公司将需要明确项目所
与利益相关方 在区域的地理特征、问题的范围以及利益相关方，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或权力体系。 矿
业公司在确定适当的沟通互动方式时，务必要评估儿童、青少年和/或儿童权利利益相关方需
就儿童权利有 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以及如何传播这些信息。
效地沟通互
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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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公司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与儿童权利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互动。 例如，英美资源集
团开发的《社会经济评估工具箱》中的表2B.3：“沟通互动技巧列表”，例如个人访谈、
投诉和申诉机制、培训班、焦点小组/论坛、公共“市政厅”会议、开放日/公开会议、评论
/反馈表、调查、参与式工具、以及顾问委员会/利益相关方小组，并且就如何以最适当地使
用每种技巧给出了指引。 14
企业如果直接与儿童磋商，自始至终都需要与其他熟悉这一问题的儿童权利利益相关方和专
家沟通互动，如果以不适当、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方式进行会弊大于利。因此，与儿童沟通互
动的前提是指定受过儿童保护相关标准培训和具有相关背景的协作者，以便于他们在与儿童
直接磋商的过程中遵循这些标准。
企业应考虑与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合作，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助于评估特定情况下的儿童权利状
况。 他们还可以向那些不一定具备儿童权利专业知识，但与受影响儿童密切往来或住在其附
近的人士了解情况。 表3中举例说明了儿童权利的利益相关方：

表 3. 儿童权利利益相关方的例子
利益相关方
年轻人的机构
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

学术专家
父母/监护人员
政府
企业/供应商

劳工组织

例子
通过学校、社区中心、非政府组织、政府、礼拜场所等组织的儿童俱乐部和儿童主导的俱乐部
（为儿童/年轻人服务，或由儿童/年轻人管理的机构）
直接从事儿童和年轻人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或多边组织（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
儿童会、国际计划）或关注采矿、环境、水、治安等方面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或多边组
织
矿业公司运营所在的地区、国家或区域中，在儿童权利方面具有专业或学术专长或对儿童发
展议题进行过研究的个人。
监护人——可以就儿童的福利、活动或资源使用情况（例如公司捐赠或政府服务）发表意见
国家或地方的儿童委员会或部委（例如教育部），儿童监察员和儿童专员；在没有儿童监察员的情
况下，国家人权委员会也可以负责处理儿童权利的事务
在同一地理区域或在同一价值链中经营的其他矿业公司或采掘企业，可以就儿童权利议题和如何
在个人或合作的基础上处理其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

能够深入了解有家庭的工人或年轻工人工作条件的工会或其他劳工组织

与儿童以及/或者社区领袖打交道
可能了解儿童福利状况（例如，因村庄水源被污染而引起的疾病）的教师、医生、卫生工作者、
的专业人员
律师、儿童保护工作者和/或者社会工作者、乡村或社区领袖、宗教领袖
企业员工
儿童

企业员工（如社区联络员、安保人员），他们或许能够对当地社区儿童行为或活动发表意见
可能受到企业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儿童群体（如年轻工人、社区成员、员工子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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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该就儿童权利进行全面且真诚的沟通互动，明确说明进行沟通互动的动机和具体议
题，并制定能够兼顾商业目标和儿童福利的愿景。
在与儿童进行磋商之前应明确磋商的主题，而不是期望儿童针对可持续性或人权战略这些
宽泛的领域发表意见。 企业内部在筹备磋商时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与儿童进行沟通互动对企业是否有帮助？



企业是否确实有积极性进行沟通互动，例如了解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并将其纳入企业的
可持续性战略，以及是否打算依据磋商的结果采取相应行动？



企业将就哪些议题与儿童进行磋商？



与儿童进行沟通互动是否让对方充分知情且符合伦理，是否以尊重且非歧视的方式对
待儿童？



是否可以确保他们自始至终都自愿参与，并且儿童及其父母和/或监护人充分了解沟通
互动的目的？ 是否会告知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结果，并且会慎重地考虑他们的意见。



企业是否有能力和时间有效地与儿童沟通互动，并与相关机构合作进行有意义的磋
商？



利益相关方是否会受益于企业就某个问题采取的行动，或者因改善儿童的处境而获得
回报？

表4举例说明了特别适合围绕儿童权利进行沟通互动情形的目标，并列出了矿业公司可以借
鉴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并管理对儿童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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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儿童权利的潜在议题及相关问题实例

影响评估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年轻人：

评测和评估采矿作业对居住在当地
社区中儿童和年轻人产生的社会影
响。
了解矿业公司所在的运营环境并
强调潜在的儿童权利风险。
明确利益相关方及他们的立场、
利益和需求。

−

你住在哪里/你与谁同住？

−

你和家人在这个城镇、村庄以及/或者地区居住了多久？

−

你们的住所有水和电吗？你的家人拥有或使用你家周围的土地吗？用来做什么？最近情况有变化吗？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

分别是多少？
−

最近的流行病、冲突、政府政策以及/或者私营投资对当地社区的儿童和年轻人产生了
哪些社会影响？

−

了解社区的趋势及其如何对儿童
与儿童权利造成影响，例如以往
的重新安置、冲突、流行病、贫
困程度。

按照国籍、族裔、地区或语言统计流动儿童、土著儿童以及/或者少数群体儿童的比例

让妇女和儿童参与磋商否存在障碍？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地方政府如何处理儿童权利的议题？
− 当地提供社会服务的状况与能力如何？社会服务面临哪些挑战？
− 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法律并获得补救？

重新安置
目标

示例问题
儿童与年轻人：

评估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或以儿童
和/或年轻人为户主的家庭数量，其
财产权往往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
护。

−

你住在哪里？ 谁掌管房子或其他财产，比如说农合？

−

你的家人一直住在那里吗？父母是把土地传给子女吗？

−

你是否去过即将迁入的新址？你喜欢那个地方吗？你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不喜欢 那里？

−

那里有你熟悉的人吗？比如朋友。

了解法律和约定俗成的土地所有制
对儿童和年轻人（尤其是女童）的
适用情况。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建立一个考虑到弱势儿童的资格和补
偿的框架，在重新安置的规划和执行
中采纳儿童权利的观点，以确保儿童
和年轻人在身心和经济方面不会受到
消极影响。

−

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以及/或者以儿童和年轻人为户主的家庭在土地所有权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

如果将社区搬迁到其他地方，可能会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产生什么影响？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有哪些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法和国家立法？

−

国家立法如何保障土地所有权不明确的个人的权利？妇女可以拥有财产吗？

−

地方政府在重新安置弱势群体（如儿童和年轻人）方面遇到哪些挑战？ 当地政府准备如何克服这
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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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儿童权利的潜在议题及相关问题实例(续表)

人口迁入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年轻人：
−

你是否知道谁的家人为了到 矿区工作而搬来这里？

−

你的家人是否因为采矿或其他工作机会而来到这个地区？

−

自从搬到这里以来，你是否遭受过任何虐待，例如受到骚扰和欺凌？

−

搬到矿区有什么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你还能像在以前的社区那样继续上学，与朋友一起玩耍吗？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运用儿童权利的观点来理解和管
理采矿运营导致的人口迁入。

−

新移民涌入该地区是否会导致当地儿童的行为发生变化？

−

工人迁入是否造成了凝聚力和融合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不同背景的儿童和年轻人之间？

−

如果父母中的一方在矿区工作或在矿区附近工作，会导致这个家庭面临什么问题？

−

流动儿童及其家庭能够获得社会服务吗？

−

流动儿童是否遭受过虐待和剥削？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当地人口迁入的模式是什么？最近有人口迁入当地吗？如果有的话，当地在提供服务方面面临哪
些挑战？

−

是否有任何管理人口迁入的条例，例如登记迁入流动人口的详细情况，以及流动人口找到工作，
享有住房和其他服务的机会？

环境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年轻人：

评测和评估采矿作业对于生活在当地
社区中的儿童与年轻人产生的环境影
响。
评估污染和滋扰程度（水、灰尘、
噪音等）是否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健
康产生各种严重的影响。
了解采矿项目引起的环境变化与对
儿童健康影响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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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体健康吗？ 你最近生过病吗？什么原因导致你生病？
− 你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你觉得自己缺乏任何食物/营养吗？
− 你的父母身体健康吗？ 他们最近生过病吗？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生病？这与他们从事的工
作有关吗？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

自采矿作业开始以来，是否有某些特别的疾病影响到儿童？

−

该地区是否有与营养相关的已知问题？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哪些法律针对采矿作业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作出了规定？ 这些法律或法规如何保护儿童的权利？

−

法律对特定污染物是否规定了法定阈值？是否专门针对儿童对这些阈值作出了规定？

−

地方当政府如何与矿业公司共同管理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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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儿童权利的潜在议题及相关问题实例(续表)

治安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年轻人：
−

你是否了解矿业公司的安保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在限制进入、潜在危险等方面对你有
什么影响？

−

你是否经历过与矿山或其他原因相关的任何纠纷或抗议？这些抗议的性质是什么？发
生在哪里？

−

你是否知道可以通过现有的申诉机制向矿业公司提出投诉或要求？

了解冲突和采矿作业，以及/或矿区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该地区目前或以前是否存在任何影响到儿童权利的争端（或分歧）和/或问题？
周边所采取的安保措施涉及到的儿 −
童权利议题。
−
哪些人威胁到治安或实施犯罪，出于什么原因？ 哪些群体参与了犯罪活动，谁最
容易受到犯罪活动的影响？

避免并尽最大可能减少矿业公司聘 −
公共治安部门和/或私营安保机构是否虐待过儿童和年轻人（例如骚扰、性暴力、胁迫）？
请的私营安保公司的雇员，以及/或
者公共治安部门人员（例如，警
察、军人）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当地的治安状况怎么样？ 谁最容易受到犯罪活动的影响？ 犯罪活动和其他治安问题
的性质是什么？

−

是否出现过公共治安部门介入社区与矿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或分歧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
儿童或年轻人是否被卷入其中，以及/或被拘留？

−

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法律并获得补救？

健康与安全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年轻人：
−
−
−

你住在矿区附近吗？ 你经常去矿区附近或者进入矿区吗？
你觉得安全吗？ 是否有什么事情、场所或人员会让你感到不安全？
矿业公司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社区中儿童和年轻人的安全？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了解采矿作业对儿童健康与安全
产生的负面影响。

−
−

儿童和年轻人中是否存在任何令人担忧的健康问题，例如在路上、家庭或工作场所内
受伤 ；烧伤或溺水； 遭受攻击 、感染性病？
矿业公司是否针对与其业务相关的危险（例如道路安全）与儿童进行了沟通互动？
如果是的话，效果如何？
矿业公司应使用哪些沟通互动方式（例如讲故事、戏剧、绘画、照片）向当地儿童
和青少年宣传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风险？

明确采矿项目的配套设施（道路， −
尾矿等）如何对儿童的福祉与安全
构成威胁。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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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采矿作业开始以来，儿童和年轻人的伤亡人数是否有所增加？ 有哪些统计数据？
自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以来，青少年怀孕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趋势是否有所上升？
有哪些统计数据？
企业如何与地方政府合作以管控儿童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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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儿童权利的潜在议题及相关问题实例(续表)

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及年轻人：
直接与儿童和年轻人就性虐待和性剥削的问题进行沟通互动需要特别的敏锐性和专业知
识，因此应该由专业的协作者来引导。他们会采用与儿童年龄相宜的语言和内容来提出问
题。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识别可能导致儿童遭受性暴力
侵害（性虐待和性剥削）的
内、外部社会和经济风险。
管控采矿运营所在社区中发生
的卖淫活动，特别是儿童卖
淫。
制定尽职调查措施，确保供应
商已查明问题并制定了管理计
划，以避免针对儿童的性虐待
和性剥削。

该地区是否有关于儿童遭受性暴力的举报？ 自矿业公司开始运营以来，此类举报是
增加还是减少？

−

是否存在拐卖儿童并迫使其卖淫的现象？

−

企业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其雇员和供应商与儿童和年轻人发生不适当的接
触？

−

矿业公司应使用哪些沟通互动方式（例如讲故事、戏剧、绘画、照片）让当地儿童
和青少年了解性虐待和性剥削的风险？

−

矿业公司是否建立了便于公众安全地举报虐待行为的机制？

−

幸存者是否有能力诉诸法律，而且有信心他们会得到公平对待？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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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机制可以监控社区中针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性剥削？ 这些机制有效吗？
目前是否有关于儿童性暴力事件的立法、起诉率和定罪率是多少？
是否有专门用于预防和治疗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医疗服务？
你们在预防、保护和检控方面的具体责任是什么？ 你们目前在该地区采取了哪些措施
与行动来预防性暴力并保护儿童免受其害？这些措施与行动是否符合打击拐卖和虐待儿
童方面的国际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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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儿童权利的潜在议题及相关问题实例(续表)

社会投资
目标

问题实例
儿童与年轻人：
−
−
−

· 告知企业如何通过社会投资来促
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 设计和实施造福当地居民并改善
其生计的长期发展项目。

你在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
你对未来有什么期望？

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和/或代表：
−
−
−
−
−

矿业公司应该投资于哪些与儿童权利有关的议题？为什么？
企业是否参与了造福当地居民并改善他们生计的长期发展项目？
儿童和年轻人是否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和开发？
企业如何确保社会投资计划的可持续性？
企业如何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共同实施社会投资举措？他们在能力建设方面是否有特殊的
需求？企业是否可以对此给予相应的协助？

· 监控和评估社会投资举措的有
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

国家以及/或者地方政府部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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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发展计划是否制定了改善儿童权利和福祉的举措？
企业的社会投资战略是否与该计划保持一致？
政府是否有能力对社会投资项目进行长期的管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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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置
采矿改变了土地使用方式并可能导致非自愿的迁移。这反过
来会导致当地群众丧失生计和资源，影响人们获得社会服务
的机会和社区的社会凝聚力。国际开发协会关于重新安置案
例研究指出：“在发展活动导致人们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包
括儿童在内的贫困和弱势群体会处于尤其危险的境地。研究
表明，儿童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他们在重新安置后重建生
活的能力可能不如成年人。”

15

Nampungu， Phiona， 与 Diana Kasabiiti，《非自愿迁移对儿童的影响 ：国际开发协会
资助的布贾加利水电站大坝—纳米尼亚重新安置案例的研究》银行信息中心
2013年，第3页；下载链接： [www.bankinformationcenter.org/case-study
-on-bujagali-dams-negative-impacts-on-children-submitted-to-the-world-bank]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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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重新安置的规划和管理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立场是什么？下图展示了企业从
缺乏有效的计划和管理，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积极主动领导的连续过程。

级

5
级

4
级

3
级

2
级

1
3.1 议题与
相关标准概述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手册》和《绩效标准5》的
重新安置行动计划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采取全面
的措施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手册》和《绩效标准5》
的重新安置行动计划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采 取
一些措施尊重儿童权利。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手册》和《绩效标准5》的
重新安置行动计划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

以正式 或临时的 重新安置计划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
题。

缺 乏 有 效 的 重 新 安 置 计 划 和 管 理 制 度 来 处 理人 权
议题。

工具3旨在协助矿业公司遵循国际标准和指引，在重新安置的计划、实施和监控过程中识别并
处理儿童权利的议题。 如果企业尚未制定并正式采取全面措施来评估和管理其对人权产生的
影响，应优先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本工具以国际金融公司出版的《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编制手册》为基础。从事重新安置规划
和管理的业务人员、顾问和从业人员可以将该《手册》作为参考依据。尽管在国际金融公
司的《绩效标准5：土地征用和非自愿迁移》将儿童界定为弱势群体，但除了童工问题以
外，这些标准和指南并未针对满足儿童独特的需求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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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的重新安置工具是进一步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措施，特别是在采矿
行业。鉴于“儿童友好”与社会性别平等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本工具以亚洲开发银行
重新安置的《社会性别清单》为基础并丰富了其内容。
在重新安置的过程中，企业在尊重儿童权利和保障生计方面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以儿童权
利的观点规划、实施、监控与评估重新安置工作有助于企业了解和减轻给儿童带来的直接和
间接的消极影响。
重新安置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直接影响，因为他们比成年人更加依赖社会基础设施，而获
得保健和教育等社会服务方面的变化可能对儿童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儿童还受到日益增
长的不安全感以及粮食消费消极变化的影响，这可能对其健康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其他
直接影响包括：


儿童在心理上更容易受到变化的影响，可能无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儿童经常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他们也关注谋生的问题，但如果他们的机会被剥夺，就可
能在获得补偿方面受到歧视。



弱势儿童（一家之主的儿童、孤儿、在街头生活或谋生的儿童）可能没有财产权，以及
/或者在获得补偿和补救方面受到歧视。

儿童也容易受到与采矿相关的间接风险影响，例如对于家庭生计、收入减少、营养和获得
社会服务方面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依赖于成年人：


对家庭收入和生计的影响可能会对儿童造成尤其严重的后果（例如，粮食安全、日常照
顾、童工）。



父母和监护人员获得公共或社会服务的变化也会相应地影响到儿童（缺乏保障、健
康）。



对社区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可能会对儿童造成更严重的影响（例如家庭之间的关系、儿童
保育）。



对妇女的消极影响（例如性别暴力）也会影响到儿童。对粮食安全的相关影响尤其会影
响到正在接受母乳喂养的婴儿/儿童。

如果企业在规划和管理方面投资不足，以及随着重新安置工作对儿童造成的消极影响不断累
积，可能会让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法律索赔或检控；与受影响社区和整体运营环境的
社会关系不稳定；以及损害企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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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新安置
的参考资料

重新安置

国际金融公司的《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编制手册》， 下载链接： <www.ifc.org/
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
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handbook_rap__
wci__1319577659424>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5：土地征用和非自愿迁移》，此链接可以获取所有国际金融公司
开发的标准和指导说明：<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
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Our+Approach/Risk+Management/
Performance+Standards>
亚洲开发银行《社会性别清单：重新安置》，下载链接：<www.adb.org/
publications/gender-checklist-resettlement>

3.2 规划

重新安置的最终目标是让那些因为项目开发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能够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这
一目标要求企业审查社会、环境、健康和经济基线状况，而不仅仅是进行简单的财产清查。
社会经济基线对于确保重新安置和生计恢复能够满足儿童的需求，以及解决他们关切的问
题至关重要。此外，国家法律或习惯法会对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作出规定，但两者都可能
会限制儿童权利，特别是女童拥有土地、获得补偿或者更普遍地受益于重新安置过程的权
利。表5列出了潜在风险、以及可用于制定基线评估和重新安置行动计划的问题、策略与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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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以儿童权利的观点规划重新安置

社会经济基线
风险： 在确定社会经济基线时，不包括儿童权利可能导致对社区及家庭的误解。其结果是重新安置的设计不能充分
满足社区的需求。这可能使企业面临在社区内遭遇更多挫折的风险，并危及其社会运营许可。

问题

策略与行动

社会经济调查中是否包括了儿童？

收集每个家庭的下列数据：

儿童（女童和男童）对家庭正式与非正式创收活动和维持生
计的生产所做出的贡献。

社区获得社会服务的量化数据。

是否专门收集了有关贫困程度（家庭收入）以
及土地和财产状况方面的信息？包括特别关注
弱势儿童和年轻人，例如在街头生活和谋生的
儿童、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和孤儿。



以定性的方式评估成人和儿童（女童和男童）如何看待学校
教育、家务和义务，以及对卫生服务和娱乐设施的可用性和
质量的看法。

调查是否包括家庭分工和儿童对家庭收入贡献
方面的问题（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类）？



儿童（女童和男童）的饮食均衡和主要食品。



社区的机构及其作用，以及是否能够代表儿童和年轻人的意见。

是否将关于社区教育、卫生设施和其他服务的
定性和定量信息记录在案？

（可参考工具1中关于在整个重新安置过程中如何收集与儿童相关
基线数据的指引。）

补偿框架
风险： 如果在设计补偿框架之初没有特别考虑到儿童，可能会加剧他们目前的脆弱性并且固化了社区成员弱势的法
律地位。这可能会危及社区的生计，导致企业可能面临社区日益严重的不满，并且危及其社会经营许可。

问题
有哪些关于赔偿的法律规定？
某些类别的儿童和年轻人是否会因为法律或习俗
不承认他们拥有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从而被
重新安置过程拒之门外？

弱势儿童是否会因为缺乏能力、资源或机会而无
法有地效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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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与行动


审查关于土地、房屋和财产权的法律、政策和习俗。



作为重新安置和补偿计划的一项内容，应该为法定权利未得到
认可的以儿童为户主家庭制定具体的援助计划，以便与东道国
政府就保障受影响群体享有土地和财产所有权达成一致意见。



考虑制定一项具体方案让社区群众能够更方便地将现金补偿款
存入银行，减轻现金补偿可能对继承惯例造成的消极影响（见
专栏5）。
为单亲家庭和以儿童为户主的家庭制定单独的生计恢复方案。
让主持家庭事务的年轻人参与关于赔偿的磋商 。
确保枚举过程考虑到在街头生活和工作的儿童、无家可归的年
轻人和孤儿，以及他们参与和响应这一过程的能力。需要考虑
到下列情况对枚举过程的影响，例如，儿童没有安全的地方来
保存文件、难以理解这一过程、居无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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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以儿童权利的观点规划重新安置（续）

是否有即将年满18岁的人员，因为在补偿过程中被 ·在资格程序中考虑到重新安置的时间进度，并考虑给予即将年满
视为儿童，导致他们在即将成年的过程中受到重
18岁的人员补偿（见专栏4和专栏5）。
新安置的影响而处于劣势？

· 在计算获取补偿的权利时，应考虑到儿童的工资收入和维持生计
的生产。考虑与儿童有关的收入损失（即便是来自于非正规部门
的收入损失也计算在内）向家庭提供单独的补偿。依赖童工的家
儿童的生计来源是否会受到影响？包括通过影响妇
庭会受益于家中的成年人获得其他赚钱的机会，以及儿童受教育
女的生计而波及到儿童。
的状况得到改善。因此，应减少雇用童工的情况。再次让儿童沦
为童工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标准。

是否考虑到完成人口普查与执行重新安置行动计
· 通过与负责人口迁入管理计划的人员沟通并针对人口流动及其对
划之间会相隔较长的时间，以及是否考虑到执行
响儿童权利的影响（见工具4：人口迁入），以及人口自然增长
重新安置可能延迟及其对儿童的影响？
和家庭成员增加做出规定，其中可能会包括重复普查。

与地方政府合作
风险： 在重新安置的过程中和之后，矿业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于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及为服务机构分配
充足的资源至关重要，否则就无法实现儿童权利。这可能导致企业面临社区的不满和与地方政府产生分歧的风险，
从而危及企业的社会经营许可和声誉。
问题

策略与行动


支持地方政府共享匿名的数据和信息，以确保所有可能妨碍
其履行保护义务（提供教育设施、医疗服务、保障上学途中
儿童的安全等）的影响都得到考量和处理。



与地方政府合作，尊重当地文化和风俗，保护当地文化遗址。



与当地政府沟通互动，向企业员工介绍当地的文化、历史和
风俗并举办定期培训。



针对儿童在重新安置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风险，以及这些过程
在多大程度上会给社区带来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应该提高认
识。



支持并与地方政府合作以预测、管理、减轻和评估重新安置
对儿童的影响：可能需要与地方政府（原址和新址的政府）
就选址和所需的过渡援助进行协调，或根据国家法律来规定
资格，或者支持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优先考虑某些政策领
域（提供基本服务、治安等）。

地方政府是否考虑到采矿所引起的重新安置会
导致儿童发生哪些行为改变？

在重新安置过程中，如何确保该地区的文化遗
产得到保护？

地方政府是否分配了相关资源（审核重新安置计
划、提供人力资源，执法监督等）来处理重新安
置对儿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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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以儿童权利的观点规划重新安置（续）

· 与地方政府沟通互动并协作，引导利益相关方就儿童权利进行沟
通互动，并确保与相关公共机构分享利益相关方最关切的问题
和期望。
在重新安置期间，哪些措施可以最有效地保障
儿童的权益？

· 与地方政府共同建立磋商机制，便于包括儿童在内的当地社区群
众表达他们对重新安置过程的关切和不满，重点关注对儿童的影
响（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可以让社区成员组成
的委员会来主导磋商。
· 让当地社区了解这一机制。

重新安置过程中所有与儿童有关的各种利益相关
方之间是否建立了有效的沟通与协调论坛？

· 从技术和财政方面支持地方政府创建一个专门的论坛并为此
做出贡献，例如，共享基线调查和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过程中所收集到的信息。

· 与地方政府沟通互动以确保社区内的紧张局势得到处理，提出
解决办法以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如果发生冲突，企业将如何处理可能会对儿童造
成影响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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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申诉机制，便于当地社区举报矿区附近出
现的虐待事件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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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力拓集团在津巴布韦
穆罗瓦钻石矿的重新
安置工作

重新安置
摘自该公司的报告：“自2000年起力拓集团就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受影响社区开始
谈判，以促进相互了解并为重新安置方案制定联合管理的方法。 该公司特别关注妇女
和儿童，并确保所有社区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磋商的过程。 所有受影响方均认可这一
过程。 谈判由外部协调员主持。社区选举产生了一个包括了妇女和青年代表的、有代
表性的委员会。”
资料来源：力拓集团，《为什么人权如此重要：力拓集团将人权纳入社区和社会绩效工作的指
南》， 2013年1月，墨尔本和伦敦，力拓有限公司，第29页，获取 PDF 文件网址：
<www.riotinto.com/documents/ ReportsPublications/Rio_Tinto_human_rights_guide__English_version.pdf> .

专栏 5.
重新安置规划与儿童 在马达加斯加安巴托维（Ambatovy）镍矿开发建设阶段，加拿大谢里特国际公司为受
权利： 马达加斯加和 其业务影响的当地社区制定并执行了补偿方案。某些当地居民必须以符合国际金融公司
绩效的方式被重新安置，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也受到了遗留的影响。补
乌干达的实例
偿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恢复生计和生活水平的活动，包括支持创收的举措，如农业
培训。 该公司还鼓励社区成员成立协会以加强社区内的团结，促进社会凝聚力并支持当
地的可持续投资。例如，帮助受到重新安置影响的居民将他们领到的补偿款存到农村储
蓄与贷款协会，用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投资和开销，而不会落入快速消费的陷阱。这些
协会旨在帮助家庭管理其资金，以帮助他们实现长期目标和改善生活，包括为其子女未
来提供经济保障[1]。
在乌干达的纳米亚（Naminya）布贾加利（Bujagali）水电大坝的安置区，“有些家庭的
子女在搬迁时已经接近成年。尽管这些儿童即将成年，而且很快就要离开家，但是他们
没有得到单独的补偿。其中两名子女在搬迁时已年满18岁。由于之前工作人员认为父母
对他们负有抚养责任，导致他们如今不得不与父母同住。他们没有从重新安置计划中得
到任何单独的财政援助。[2]
资料来源：[1]本实例取材自在安巴托维进行的采访，来自于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
点 项 目》 的内 容。 联 合国 儿童基 金 会， 儿童 权利 与采 矿业 ：联 合 国儿 童基 金会 《采 掘业 试点 项
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3月201日下载链接： <www.unicef.org/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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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执行

重新安置
企业在重新安置中考虑儿童权利旨在避免或减轻对儿童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及避免或减轻由
于儿童依赖成年监护人而受到的间接影响。下面的例子说明与重新安置相关的直接影响：
某个重新安置社区内的儿童以前需要步行半小时上学和放学。学生们熟悉沿途中的

情境

社区，而且可以与朋友结伴同行。搬迁到新社区后，虽然他们依然步行半小时到学
校，但外部环境却不同了。现在他们要经过不熟悉的社区，导致他们面临的安全风
险显著增加，这严重影响了他们上学的机会。
下文提出的策略和行动为面临这种状况的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执行这些措施时，应考
虑到当地的状况和儿童所面临的特殊风险。 表6概述了几个方面的潜在风险、相关问题以及
可能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选址与筹备、住房和安全 ——企业在选址过程中采用儿童权利的 视角，有助于在
决策过程中识别并优先考虑最重要的选择标准。对住房和安全给予充分的考虑有
助于企业和社区更好地帮助儿童对即将到来的重要变化做好准备。



过渡性援助 ——父母、孕妇和儿童在过渡期间可能需要专门的援助。例如，可能需
要临时调整安排，以确保满足儿童和孕妇的所有基本需求。过渡期间对儿童产生的
严重影响也许不可逆转，特别是在粮食供应、医疗保健、卫生设施和上学方面。



社会服务的替补 ——儿童和孕妇更依赖于获取社会服务。缺乏这些服务会导致他们
更加弱势。 务必要与地方政府合作以了解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文化背景，以及健康、
安全和基础设施的维护状况。



补偿、恢复生计和保障所有权 ——尤其是考虑到与社会性别不平等和国家法律/习



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网络 ——重新安置会深刻地改变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与社 交网

惯法相关的地方权力体系时，这些都是儿童权利方面的关键议题。
络，使儿童及其家庭的处境更加不安全，并可能加剧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紧张关
系和暴力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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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以儿童权利的观点执行重新安置

选址
风险：在选择重新安置地点和相关设施时不考虑儿童的需求和意见，可能会误判潜在的消极影响，导致儿童对即将
到来的变化未做好充分的准备。若未解决父母、监护人员和儿童所担忧的问题，可能导致社区反对重新安置。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受影响的社区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是否了解

新址的情况和对服务设施的影响？
他们是否去看过新址，他们的意见是否得到考
虑？
儿童和妇女认为前往娱乐设施、学校和医疗中心
是否方便且安全？



对服务基础设施的便利性进行全面评估并重点关注妇女和儿
童，尤其要考虑到这些变化是否会加剧他们的脆弱性。这一
评估应包括便利性、道路安全、环境危害和治安状况，例如
该地区的犯罪统计数据，以及是否部署了警察或武装力量。



必须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对新址开展全面的环境评估（农业潜
力、水质等方面），即应该满足儿童的需求并处理重新安置
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 （有关更多技术指导，请参阅工具
5：环境。）



考虑大量人口涌入带来的风险和可能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例
如，不安全感、关键社会服务的便利性和可用性，以及农田或
牧场的供应。这既适用于搬离地点，也适用于重新安置地区。



在选址过程中优先考虑有子女的家庭。如有可能，在规划时
尽量让他们搬到亲戚和以前的邻居附近。

现场评估是否评估了在获得社会服务、社会凝聚
力、环境、健康和生计方面可能对儿童产生的直
接和间接影响？
新址是否可以满足儿童对营养的需求？
母亲的工作量增加会影响到育儿吗？

这些设施有能力服务于迁入的人口吗？

是否以儿童权利的视角对迁入社区开展了评估，
同时考虑到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脆弱性和面临
的挑战。

在选址过程中确保对妇女和儿童的意见予以重视，并在有必
要时进行保密。了解他们认为社区凝聚力和社会服务（包括
治安和路程）应该具有哪些主要特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过渡性援助
风险： 在过渡阶段不为儿童考虑周全可能会加剧他们的脆弱性并危及其福祉，导致企业可能面临来自于社区的批评
和不满，从而使后期运营面临中断的风险。
问题

策略与行动

是否已查明哪些弱势群体和有子女的家庭需要交
通援助，并且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交通援助获得
批准了吗？

·向单亲家庭、孕妇和儿童提供适当的交通援助。

在过渡期间，企业为确保能够持续使用基本设施
和服务（特别是上学、孕妇和儿童的医疗保健）
做出了哪些安排？

·保障临时住房的质量、足够的空间，而且靠近主要的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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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向家中有孕妇和幼儿的家庭提供创收援助。

儿童权利与采矿工具包

工具

3

重新安置

表 6. 以儿童权利的观点执行重新安置 (续表)

新址是否可以满足儿童对营养的需求？母亲的

·保障临时住房的质量、足够的空间，而且靠近主要服务设施。

工作量增加会影响到育儿吗？
是否与地方政府共同设计这一程序？是否从一开 · 确保与有关部门就正式所有权如何进行达成共识，特别是涉
始就考虑到今后会移交给执法部门和家庭，并在
及到会对儿童产生影响的过渡事宜（例如援助、提供关键服
协议中做出详细的规定？
务、建筑物）。
是否已经开展了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健康基线调
查，以识别与新环境条件相关的过渡性援助需
求，例如，粮食安全、新农田的供应、掌握新狩
猎/捕鱼方法所需的学习过程。

·在确定过渡性援助时，务必要考虑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的
预期变化及其对儿童的具体影响。 （有关更多技术指导，
请参阅工具5：环境。）

社会服务
风险：不重视实际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可能会加剧儿童和母亲的脆弱性，并可能长期危及社区的生计。 这可能会
导致与社区的紧张关系加剧，并危及企业的社会经营许可。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如社会联系/非正式网络）
· 明确孕妇和儿童对于诸如健康和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与社会服
孕妇和儿童可能需要哪些服务？健康？教育？育
务的具体需求。
儿？休闲？
 通过磋商、参与和培训，确保社区充分参与维护基本服务。
还应考虑到企业在改善健康和教育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
为乡村助产士提供培训并支持初级保健中心，计划生育咨询和
如何维护这些服务？当地政府是否同意这一程
儿童保护； 为需要赚钱养家的妇女和女童设立托儿所； 并确
序，并且针对提供和维护关键服务给予必要的保
保他们获得干净的饮用水和良好的卫生条件。
证？

目前的儿童保育、儿童入学和获取卫生服务的状
况如何（距离、时间和治安状况）？



搬迁地点是否配备了现有的设施？ 这些设施是
否比目前的更加便利？ 是否可以服务于新移民
的子女，而且能在不导致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满
足社区的需求？
在满足儿童的基本照顾、教育和保健需求方面还

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在不久的将来，以及从长远
来看（例如预测未来五年期间）能够满足儿童的
需求吗？

以定量和定性的方式评估目前和未来对于入学和医疗保健的
需求，确保该评估考虑到与设施或服务，以及/或者与重新安
置有关的潜在脆弱性（常见疾病、过渡期教育，压力管理
等 ）。

确保能够长期满足这些需求，并与主管部门共同维护并配备相
关工作人员。 考虑与主管机关共同设计、商讨制度化框架并达
成一致意见，以明确各自职责与责任。

是否需要专门处理与采矿作业或重新安置过程相
关的常见疾病和/或脆弱性？现有和新建的学校与
卫生设施是否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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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以儿童权利的观点执行重新安置 (续表)

补偿、恢复生计和保障土地所有权
风险：.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如果不从儿童权利的角度考虑当地的状况和权力体系，可能会在整个重新安置过程
中损害儿童和年轻人的合法权利、福祉和受保护状况。导致企业面临社区日益严重的不满，并危及其社会经营许
可。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是否在征求女性和男性意见的基础上就
赔偿的支付方式和受益人达成一致意见？

· 确保社会经济基线调查为制定适当、妥善的补偿和生计恢复措施
提供全面、可靠的依据。

· 确保补偿支付过程公开透明，并且以双方配偶的名义支付补偿
款。 强烈建议领到补偿款的人员开设银行帐户。 如果没有条
件，企业可以考虑如何帮助他们开设银行帐户。
针对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利益相关方制定了哪些规
定？是否特别考虑到以女性或儿童为户主的家庭？ · 对于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与成年儿子同住的寡妇，在某些情况
下，当地的风俗可能会绕过妇女的授权。 在这种情况下，请确保
以妇女的姓名开户。
· 确保制定公平且强有力的法律规定，让在重新安置中没有资
格获得合法所有权的儿童为户主家庭在此过程中得到公平的
如何确保儿童获得赔偿并恢复生计？ 有哪些制度
补偿。
和治理措施能够可以对此给予保障？
生计恢复计划是否考虑到所有成员对家庭做
出的贡献？
是否也评估了妇女和儿童为家庭做出的“无
偿”工作，以及儿童的具体需求？
是否考虑到新环境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生计恢复项目是否能够全面地满足儿
童的需求？

· 例如，通过提供竖立式水塔、手动泵、磨床、小树林、节油炉灶
牛车和犁等来减少妇女的工作量。
· 为弱势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以恢复其生计，例如为赚钱养家的
妇女提供儿童保育、对粮食作物生产的投入、设立信贷机构、
举办技能培训、提高进入市场的便利性。
·补偿与儿童工资和维持生计的生产相关的收入损失，并考虑到
对妇女工作量的潜在影响。

社会凝聚力
风险： 没有考虑到社会动态和重新安置对儿童影响会让儿童承受严重的后果，因为儿童从根本上依赖于家庭凝聚力和社交网
络。未考虑到儿童的需求和受到的限制可能会加剧社区内的紧张局势，导致儿童面临冲突，企业可能被指责为造成这种局面的
罪魁祸首。

问题

策略与行动

新环境在非正式支持网络方面是否具有可比
性？ 非正式的托儿所、主要的家庭间互助和社
交网络是否会受到影响？

·在搬迁和恢复生计时考虑到家庭间互助，非正式网络和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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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以儿童权利的观点执行重新安置 (续表)

重新安置过程是否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以便各
方就土地所有权、继承和生计进行讨论？（如需
详细信息，请参阅工具 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
动。）

是否存在加剧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和家庭暴力的风
险？ 家庭关系破裂情况是否增多？犯罪或暴力侵
害是否会增加（影响儿童外出活动和玩耍的机
会），或增加性剥削或贩毒的风险？




采用参与式的方法与各方磋商和沟通互动可以促进家庭和社区
围绕土地所有权、继承和生计进行讨论。
考虑重新安置的时间进度及其对各个年龄阶段人员造成的潜在
影响，设想年轻人在重新安置社区中的生活状况及今后发挥的
作用，并相应地调整生计恢复项目和活动。

·评估重新安置所导致的心理影响，以及可能对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和
家庭暴力产生的影响。
· 评估当地社区的社会凝聚力，包括其对移民的态度，以及治安环
境和家庭间关系方面可能发生的相关变化。
· 考虑针对这些评估结果采取缓解措施，可能包括心理支持、儿童
保育支持、发展、举办论坛让社区群众对所关切的议题发表意
见等。

专栏 6.
开发引起的
重新安置对
乌干达儿童
的消极影响

根据文献显示，由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资助的布贾加利（Bujagali）水电站大坝建设
项目在乌干达纳米尼亚（Naminya）的重新安置工作对儿童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由于儿童不得不长途跋涉为家庭打水，有时甚至是在深夜去打水，导致儿童面临暴力侵
害和旷课的风险。 农业的变化还导致了粮食短缺，一些父母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
常见的疾病、皮疹、流感和咳嗽影响了儿童的健康，妨碍了他们的生长发育。
医疗服务中断导致待产的母亲无法获得产前和产后护理服务。婴儿经常出生在路边、花
园或厨房内；有些婴儿出生时没有接种疫苗；一些母亲说她们和新生儿都没有去医院接
受体检。上述这些影响与采矿业所造成的影响相差无几，例如，突显出企业应确保流离
失所的家庭得到足够的补偿，以便让他们的子女更好地适应新家。
资料来源：Nampungu，Piona和Diana Kasabiiti，《非自愿迁徙对儿童的影响：国际开发协会在纳
米尼亚资助布贾加利水电站重新安置区案例研究》，银行信息中心，华盛顿特区，2013年。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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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磋商、参与、
监控与评估

重新安置
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参与式的磋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重新安置对于儿童而
言是一项重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向儿童正确地做出解释，可能会给他们留下创伤。 尽管
我们针对在整个重新安置周期 16中如何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互动制定了指引，但没有任
何指引能够真正涵盖儿童权利的所有方面。
下文将讨论在纳入儿童权利的观点时应考虑到哪些主要因素。如果需要了解如何与儿童代
表或直接与儿童进行沟通互动，请参阅工具 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通常，我们可以将开展调查作为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互动的切入点，确保针对受影响的
群体（包括妇女和儿童）建立统计学上有效的、有代表性的样本。 矿业公司可能会采用
其他的磋商方法和内容，以便于通过适当的方式与儿童进行沟通互动。（请参阅工具2与
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重新安置的规划人员希望针对重新安置战略的所有阶段（包括恢复生计）进行磋商，还希
望年轻人和儿童能够掌握正确的信息。在推选协调员担任社区代表时，要确保他们与儿童
和年轻人进行充分沟通，以便明确无误地代表儿童的利益。
为了让所有与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磋商，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法律制度和传统社会体系通
常会忽略某些家庭应得到适当的代表，例如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和单亲家庭，特别是以儿
童为户主的家庭。
企 业 可 以 遵 循 同 样 的 原 则 将儿 童 权 利 议 题 纳 入 监 控 与 评估 ， 首 先 是 制 定 注 重 成 果 （结
果），而不仅是关注产出（活动）的指标。
在确立了测量的指标之后，项目主管、外部监控人员就可以与社区共同开展监控与评估，
以评估重新安置计划是否得到全面的执行。表7强调了潜在的风险、相关问题以及可能采
取策略与行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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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国际金融公司《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编制手册》，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特区，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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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以儿童权利的观点来监控与评估重新安置

监控与评估
风险： 在监控和评估中不包含儿童的视角并关注儿童权利，可能导致在量化重新安置计划的实际结果时将儿童排除
在外，从而误导企业对重新安置过程的总体监控。这可能导致对重新安置影响的评估不准确，企业因而无法正确调整
其决策。
问题

策略与行动

这些指标是否包含与儿童状况有关的议题？

监控与评估的指标应包括重新安置对儿童福祉的影响。
监控与评估的基线调查是否特别关注儿童？ （有
这些指标可以包括：
关在整个重新安置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收集关于
− 关于儿童获得教育和保健的便利性与质量的定性和定量指标。
儿童基准数据的其他指引，请参阅工具1，工具5
− 能够评估搬迁地点环境状况演变的环境指标。
和附录C：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主题包括：
是否将儿童权利议题明确地列入了负责对重新
安置进行监控与评估的顾问、员工的职权范围
和标准作业流程？

−

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

−

关键服务的质量和便利性。

−

恢复家庭生计和收入，特别是儿童为家庭做出的贡献。

−

利益相关方如何看待与非正式支持网络和社会凝聚力相关的福祉；
当地社区对移民的态度；治安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是否为参与式监控制定了适当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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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采用参与式方法，以确保女性和年轻人在监控与评估的过程中
能够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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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人口迁入
儿童是受采矿影响（包括与项目相关的人口迁入带来
的影响）群体中最弱势的利益相关方。儿童作为流动
矿工和求职者的受抚养人或者移民接收社区中的家庭
成员，他们很容易受到家庭生计中断的影响，也容易
受到人口迅速增加或减少所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变化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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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迁入

然而，企业对人口迁入的管理通常会忽视儿童，标准规划往往没有考虑到儿童以及对儿童造
成的影响。因此，人口迁入影响的管理和发展投资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导致儿童在安全、
家庭、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基本权利被忽视。

你们的企业在人口迁入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立场是什么？下图展示了企业从缺乏有
效的制度，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积极主动领导的连续过程。

级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 《手册》要求的人口迁入计划和管理制度
处理人权议题，采取全面的措施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

5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手册》要求的人口迁入计划

级

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 采取一些措施尊重儿童权利。

4
级

3
级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手册》要求的人口迁入计
划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

以正式或临时的人口迁入计划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

2
级

缺乏有效的人口迁入计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

1
工具4旨在帮助矿业公司将儿童权利纳入其人口迁入计划和管理制度。 本工具假定企业的采掘
业项目和运营已经遵循了国际标准和指南，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人口迁入。工具与国际金融
公司《项目与人员：应对项目引起的人口迁入手册》相辅相成。 尚未将此类指引纳入其系统
中的企业应优先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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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议题及相关
标准概述

人口迁入
人口迁入管理计划是企业评估、管理和减轻对项目区域影响的一种方式。典型的计划阐述了
项目及其背景，包括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互动的需求和机会；人口迁入的进展或预期；监
控流动人口和管理人口迁入项目覆盖区域的方案；缓解措施，包括进行能力建设并创造收益
以帮助当地民众。
企业可以单独制定人口迁入的干预措施的计划，也可以将其与企业的其他计划相结合，例如
人力资源、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重新安置行动、环境和社会影响、社区发展或安保计
划。
国际金融公司的手册为评估和管理项目引起的人口流动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工具4提供了详
细的分析和行动来处理与儿童最相关的议题，以帮助矿业公司在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方面采
取进一步的措施。
采矿作业为当地带来的益处包括经济多样化、促进创业活动、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更多关注
和支持，以及强化教育和培训。
在发展中国家，重要的采矿项目通常会吸引一些人员为了改善生计而迁入某个地区。经济因
素（包括“推动”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通常会引起人口迁入。人们对项目本身的期
望（如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或是普遍认为某个地方或地区存在赚钱的机会也会带动人口迁
入。
采矿项目引起的人员流动会同时影响到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尤其在下列情形中会影响到儿
童：


儿童居住在输入地，现在与家人一起离开输入地返回家乡；或者是因经济机会或矿
业公司对学校和医院的投资，而与父母一起前往项目区以享受良好的社会服务。



儿童的父母/亲属是直接或间接受雇的流动矿工或求职者（技术和非技术人员），或
承包商和服务机构的员工。



儿童家庭从事手工和小规模采矿。



父母或监护人员要去矿山工作或寻找就业机会，儿童留守在劳动力输出社区。



儿童的家庭是国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例如由于自然灾害或政治冲突而被迫迁
徙。

人口迁入一词并不具有贬义，但如果移民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或文化和种族差异而难以融
入，以及输入地没有能力容纳大量的新居民，那么人口迁入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这可
能会破坏社区的凝聚力，对服务提供和基础设施造成压力，并导致人们面临生活在不健康
和不安全环境中的风险。关于人口迁入对儿童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详细内容，请参阅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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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入
参考资料

4.2
为规划收集数据

人口迁入

《项目与人员：应对项目引起的人口迁入手册》国际金融公司， 下载链接： <http：
//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415141468176677099/Projects -and-people- ahandbook-for-addressing-project-induced-in-migration>

收集数据是制定人口迁入规划的第一步，用于制定可能采取的干预措施（包括与当地利益相
关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就预防性和管理措施进行合作）。本阶段的重点是了解预期人口
迁入的性质与规模，并且在开发和运营期间通过开展背景基线调查以进一步分析采矿项目，
从而预测潜在的相关议题。
人口迁入中需要考虑的“热点问题”如下：


涉及多个营地的施工计划是按顺序开展，还是同时开展。



项目将使用现有/拟建的项目物流中心。



项目将使用的现有/拟建的交通线路，包括往返于项目区和主要区域性中心之间的交
通线路。



当地城镇和村庄。



项目区和周边社区内的交通基础设施。

企业可以将人口迁入管理规划的数据收集整合到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重新安置规划当
中。表8介绍了减少人口迁入给儿童带来的潜在消极影响的办法，企业可以根据当地的具
体情况和相关风险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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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以儿童权利的观点规划人口迁入

数据收集
风险：在收集关于迁入的数据时不包括儿童权利的观点，可能会对该地区关键社区和家庭的特征产生误解，以及遗漏对儿童
造成的潜在消极影响。这可能会让企业面临在社区内遭遇更多挫折的风险，并危及其社会经营许可。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是否在所有数据收集中都采集有关儿童的信 
息，应用儿童影响的指标，以及按年龄和性别分类 
数据？（参阅工具 1：影响评估）
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是否关注到儿童？

是否从儿童权利的视角考虑数据收集与磋商？

− 预测人口迁入，包括典型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

− 估计直接和间接就业有人员应具备的技能及对
服务与 商品的潜在需求？（见表9）

确保从儿童权利的视角来考虑项目各个阶段的工作（重新安置和
潜在的土地投机、营地的开发、基础设施、行车通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企业在了解对儿童造成的影响时，
通常依赖国家或地区提供的统计数据，而不是与当地社会服务机
构磋商。17



然而，务必要与政府的服务机构（例如诊所、学校和年轻人团
体）进行详细的磋商才能充分了解目前的影响和社会议题，包括
查明服务机构在服务方面的差距和欠缺的能力——这会对儿童的
健康与福祉造成影响。



与可能输出劳动力的社区磋商，估计流动人口中儿童的比例，
或与劳动力输出地区的政府代表联络，了解是否有此类数据。



与地方政府和社会服务部门磋商，估计该地区容纳新增人口和
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



通过共享数据和信息来支持地方政府，以确保所有影响和风险
都得到考量和处理。

− 估计该地区的适应能力和容纳新增人口的能力，包括
地方当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

在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中关注儿童和年轻人。在适当情况下请直
接与儿童或其代表磋商（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在了解接收社区中的儿童权利影响和议题时，是
否与社会服务机构进行磋商？

是否在各个阶段对项目和区域进行形势分析，从
而：

确保所有数据收集中都包含有关儿童的数据。



支持地方政府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影响评估和政策规划，并就管理人
口迁入及其对儿童的影响共同承担责任达成一致意见。



确保人口预测包括儿童和年轻人的人数。



审查在采矿和其他方面的吸引力，例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行
业的投资/开发（例如农业或旅游业）。



比较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各自具备的技能，以及劳动力供给状况
（参阅表9）。

是否与地方和国家政府共享有关项目及其影响
的信息，以确保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并获得有关
数据和规划方面的建议/意见？

·与地方和国家政府分享项目计划、时间安排和预计就业人数。

表格部分内容改编自：国际金融公司，《项目与人员：应对项目引起的人口迁入手册》，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特区，2009年9月，第
3章。

1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年3月21日至4月1日在蒙古与移民输入社区中的矿业公司、地方政府和服务机构开展的研究表明：多数情况下，企业并未与当地社会服务机构就对儿童

造成的影响进行磋商，而是采用国家或地区提供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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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范围界定的内容之一：举例说明项目与形势分析的要素

项目特点

项目覆盖区域和阶段

− 与项目开发相关的土地征用/使用、重新安置和潜在的土地投机
− 项目阶段：包括营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如行车通道
− 项目开发所涵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发展计划，包括交通、公用
设施、教育、卫生
− 提高第三方获得资源的机会和供给，例如农业、手工采矿、木材
或海事活动

预测整个项目周期（包括关闭阶段）对劳动力的
需求
社区技能的概况有助于企业了解当地社区
是否可以满足对预计劳动力的需求

− 施工和运营阶段（包括项目持续期间）对劳动力的直接和间接需求
− 在施工、运营和关闭阶段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 施工和运营阶段所需的技能
− 比较当地人员的技能水平与劳动力供给状况

社区与人口分析
− 基线人口数据：已登记和未登记的个人资料，包括儿童的详细信息
预测项目地区的人口增长

− 该地区预计的人口增长：已登记和未登记的个人，包含儿童的详细信息
− 预期流动人口的概况，包括原籍和所从事的生计

当地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人口流动状况

社区的能力

−
−
−
−
−
−

该国和该地区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
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程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状况和数量
是否靠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
类似项目所引起的人口迁入情况

− 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
− 劳动适龄人口的素质（教育、技能、经验）
− 基础设施、服务和公用设施的是否充足
− 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 中小企业的能力

− 物质资源
− 基础设施、服务、公用设施
− 经济和社会因素

社区的修复能力

− 冲突的前因后果
− 技能差异
− 健康状况
− 手工采矿和小规模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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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

人口迁入
企业在管理人口迁入时，要考虑到大量各类人员“有序”和 “无序”抵达。有序的迁入包括项
目引进到矿山工作的员工，以及与企业有直接业务关系的承包商和供应商。矿工通常住在企
业提供的定点营地或当地的宿舍内。
无序的迁入包括采矿工作求职者，以及寻求相关赚钱机会或更优质社会服务的流动人口。
根据项目覆盖区域和基础设施的不同，新业务的开放可能会吸引人口迁入，导致项目在开
发和关闭阶段分别出现小规模的"繁荣、萧条"周期。
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公民都有自由迁徙和搬迁的权利，而且企业减少或避免人口迁入的措
施非常有限。 因此，绝大多数管理计划都侧重于人口迁入对项目地区的影响，以及促进社
区的积极发展。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迁入：


制定并传达明确的招聘政策和就业方式。例如通过鼓励或劝阻工人和求职者携带家属
有助于管理人口迁入。 务必要清楚地传达对工作机会的期望和企业的招聘标准。运营
模式和项目设计（例如员工住宿和值班表的安排）可以用于管理或疏导人员的流动。



与地方政府合作，对流动求职者进行登记。认真统计并共享登记的信息有助于企业与
地方政府掌握人口迁入的性质和规模。各个国家/地区政府关于登记的流程和要求可能
截然不同，因此企业必须了解这些程序并明确主管单位。

表10针对矿业公司在当地运营区如何管控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风险给出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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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以儿童权利的观点管理人口迁入

与地方政府合作登记流动的求职者
风险： 不与地方政府合作登记流动求职者，可能导致错误判断人口迁入的性质和规模并对劳务输出和输入社区
中的儿童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儿童可能更容易受到伤害，企业可能面临与地方政府、迁入社区关系日趋紧张的
风险。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如何将求职的流动人口登记在册？
企业如何从儿童权利的角度来管理人口迁入？



−
−
−

与地方政府合作，将在矿山寻找工作的流动人口登记在册。
在企业要求职者具有本地身份证明才有资格参加招聘的情况下，
尤其要考虑到管理登记工作的能力和资源。
将求职者引荐到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登记。
在登记过程和记录中涵盖与儿童有关的问题，包括：
每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人数，以及他们是否将子女一起带来。
是否有留守儿童，以及如何照顾他们。
留守儿童今后是否会来到本社区与家人团聚，外来务工人员在
接收社区求职或工作期间是否有人可以照顾他们。

项目覆盖区域和基础设施
风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通过项目覆盖区域和基础设施来管理人口迁入，可能会妨碍企业应对人口大量涌入的问
题，这可能会给儿童带来消极的影响，让企业面临社区不满情绪的风险。
问题

企业如何通过项目覆盖区域和基础设施来协助对
人口迁入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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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战略位置和建设运输线路、交通基础设施、初始项目区
域（临时或永久的后勤基地）、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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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以儿童权利的观点管理人口迁入（续表）

招聘政策
风险： 没有认真考虑如何通过项目覆盖区域和基础设施来管理人口迁入，可能会妨碍企业处理人口大量涌入的问
题，这可能会给儿童带来消极影响，导致企业面临社区不满的风险。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如何影响工人和求职者，以便更好地管理人口
迁入？例如，他们是否应该携带家属？


招聘政策力求营造儿童友好型/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见工具8：
工作条件）。
传达就业资格的标准，例如，针对本地（已登记）人员的申请选
项和要求并与地方政府分享这些标准。
通过当地的办公室和企业通讯、与劳务输出地区的地方政府协
商和沟通互动、以及广播或报刊广告向流动工人传达明确的就业
机会和限制。
就业机会和限制包括工作类型、技能要求、合同期限，以及采
矿项目各个阶段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的研究发现由于某些工作对技能有要求，而当地缺乏技术工人，
所以一些企业只能给当地人员提供初级的工作。18

运营模式

风险： 如果运营模型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儿童的脆弱性和需求，可能会加剧人口迁入对儿童的潜在消极影响，使企业
面临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关系紧张的风险。
问题

策略与行动
· 按照儿童友好型/家庭友好型的条件设计运营模式，包括员工宿舍
的供给和质量（请参阅工具8：工作条件）。

企业在设计运营模型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 根据影响管理来考量员工宿舍的方案，并尽可能采用综合社区的
模式（见专栏 7）。
·值班表的设计应适合于员工的家庭模式，例如偏远/外派、本地或
流动务工人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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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于2016年3月21日至4月1日在蒙古对移民接收社区的采掘公司、地方当局和服务机构开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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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减轻影响

人口迁入
常用的缓解措施（例如补偿、福利、劳动力发展、技能培训、小额信贷和创业）并未关注儿
童或处理人口迁入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因此，企业应考虑将缓解干预措施、项目、合作和投
资与环境和社会管理规划相结合以应对给儿童带来的影响。这包括收入分配、社会投资、社
区福利与发展、地方能力建设的各项制度。

减轻影响和制定干预措施还应涵盖与利益相关方（包括儿童或其代表）进行全面的沟通互
动。政府代表还应参与各个阶段的工作，例如监控与儿童相关的社会经济趋势，以及解决
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潜在的能力不足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工具 2：与利益相关方沟
通互动、工具 10：社会投资。

表 11 概述了潜在风险，并提出了企业可用于启动此程序的问题、策略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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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减轻人口迁入造成的影响

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
风险：不与地方政府就如何应对人口迁入及其对儿童潜在的消极影响开展能力建设，可能会加剧儿童的脆弱
性，并使企业面临来自社区成员和当地政府的不满。这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以及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计划造
成不良影响。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如何参与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以减轻人口
迁入给儿童带来的消极影响？




针对大量人口涌入给儿童带来的具体风险，及其可能给社区带
来更广泛风险和影响的程度应该提高认识。
与地方政府合作，以提高预防和处理对儿童造成的影响的能
力。
根据当地政府的职责和资源，视具体情况给予当地政府支持并
与之协调，以便预测、管理和减轻人口迁入对儿童的影响。
满足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潜在能力需求，尤其是在健康、教育
和儿童服务方面。

运作模式
风险： 在人口迁入背景下，不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安全的社会行为，可能会加剧儿童的脆弱
性。这会导致企业面临当地社区不满的风险。
问题
企业如何促进儿童和年轻人的发展，如何处理
社会问题并提倡安全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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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通过合作关系和项目来促进儿童和年轻人发展，包括给予家庭支持。
·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以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安全社会行为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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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监控

人口迁入
因为人口迁入会对儿童权利产生严重的危害，所以企业应查明关键的风险并对人口迁入进行
妥善的管理，减轻并监控任何消极的影响，以确保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尊重和促进儿童权
利。主要行动包括：


审查目前的披露机制。



将儿童影响指标纳入项目与议题的监控（参阅工具1：影响评估）。



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享披露框架，并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依据相同的指标来进行披
露。



考虑参与式监控，让儿童和年轻人或其代表参与其中（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
动）。

企业应监控涉及对儿童的影响和人口迁入方面的社会问题和影响，并且将其纳入其他项目的
披露机制（包括企业以儿童为中心的干预措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及地方政府和社会服
务机构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披露内容。
将儿童权利的观点应用于监控企业的运营有助于量化人口迁入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增强企
业对其运营的全面监控。 这将有助于对项目影响做出更准确的评估，便于企业更有效地调整
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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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环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指出：“因
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而且尚未发育完全，
所以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采矿作业造成的局部
环境影响（尤其是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的冲
击；儿童用于玩耍的时间比成年人多，用手摸嘴的
行为使其更容易摄入污染物；儿童处于心智发育的
不同阶段，例如看不懂危险和警告标识。” 19

1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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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公司可以采取各种行动来保护儿童不会受到与其运营相关的环境影响。

你们的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立场是什么？下图展示了企业从缺乏有
效的规划和管理制度，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主动领导的连续过程。

级

5
级

4

以正式、通过审核并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
1》要求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环境影响，而且纳入
了核心业务运营与文化，采取全面的措施尊重和促进
儿童权利。

以正式、通过审核并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要
求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环境影响，而且纳入了核心业
务决策，采取一些措施来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要求的规划和
管理制度来处理环境影响，采取一些措施来尊重和促进
儿童权利。

级

3
级

以正式或临时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环境影响。

2
级

缺 乏 有 效 的 人 口 迁入 规 划 和管 理 制 度 来 处 理 环境

1

影响。

工具5指出了矿业公司将儿童权利观点整合到其环境管理计划时，应该考虑到哪些因
素，旨在对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作出补充 20。对于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和指引
采取环境管理措施的企业而言，弥补这一不足是当务之急。

由于企业在整个项目周期内，都需要处理环境管理所涉及到的儿童权利事宜，本工
具有助于企业查明关键的儿童权利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设计适当且考虑到儿童的
指标和策略。

20

国际金融公司所有的标准和指导说明下载链接：<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
Site/IFC+Sustainability/Our+Approach/Risk+Management/Performance+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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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议题及相关
标准概述

环境
企业通过环境管理计划来评估、管理和减轻运营对项目区物理环境影响。从业人员可以参
考许多关于矿业公司如何进行评估的资料，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各种综合性指南。 21
虽然企业可能不需要单独开展专项儿童权利影响评估，但是务必要将儿童权利的观点纳入
环境影响评估的各个步骤。 尽管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为评估和管理环境影响提供
了总体框架，但解决与儿童密切最相关议题的前提是认识到为什么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受
到采矿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刚出生至5岁之间的儿童。
这是由于儿童的生理特征（体格较小、新陈代谢更快、呼吸频率更高）和行为（室外活
动、用手摸嘴的习惯）以及长期暴露于潜在的危险环境所致。 许多儿童生活在被采矿污染
的环境中，而不是像许多工人那样仅在上班的八个小时暴露于被采矿污染的环境中。 附录
C详细地列出了空气、土壤和水等环境因素对儿童产生的影响。
采矿作业会直接影响到儿童，例如通过不安全的斜坡和矿井，或挖掘过程中排放的颗粒
对儿童造成影响。由于收入、生计和粮食供应的变化（例如，重金属污染食物链），作
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可能受到间接影响。由于企业需要采取一种整合了社会因素、生态健
康和科学的方法来管理间接影响，因此影响评估团队应包括在这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
经验的成员。

环境方面的
参考资料

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 获取网址：
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
IFC+Sustainability/Our+Approach/Risk+Management/Performance+Standards
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人权与采矿和金属工业：将人权尽职调查纳入企业的风险管理
程序》， 获取 PDF文件网址： www.icmm.com/website/publications/pdfs/3308.pdf

《环境评估中的生态系统服务：助力还是阻碍？》J. Baker等人，《环境影响评估审
查》，第40卷，2013年《生态系统方法》，英国议会科学技术办公室，英国议会大
厦，PostNote，第377号2011 年 5 月 ，获取PDF文件网址： <www.parliament.uk/
documents/post/postpn_377-ecosystem-approach.pdf>

《儿童环境健康与预防原则》，D.Jarosinska和D. Gee，《国际卫生与环境健康期刊》，第
210卷，2007。如需详细资料请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背景文件：儿童、采矿与环境影
响》（将于2017年出版），网址：<www.unicef.org/csr/extractives>

“采矿业领先实践可持续发展项目”在与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和其他利益群体磋商后开发了15本手册，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手册向矿区管理人员、社区和监管方介绍了目前可持续采矿实践的基本信息，您可以从澳大利亚政府的工业、创新与科学部获取相关文件：
<www.industry.gov.au/resource/Programs/LPSD/Pages/LPSDhandbooks.aspx>.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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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即 将 对 采 矿 和 环 境 Synergy Global咨询公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持续合作的一项工作任务是为矿业公司
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专 开发独立的参考资料。由丹尼尔.琳彼特罗（Daniel Limpitlaw）执笔的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背景文件：儿童、采矿与环境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生物
题审查
物理影响评估的因素和参考资料，用于指导企业使用工具5。
本次专题审查定于2017年发布，获取网址： <www.unicef.org/ csr/extractives>.

5.2
界定环境影响
评估及管理计
划的范围

如第1.3节所述，范围界定阶段旨在确定影响评估的时间进度、深度、广度和主题，并将这
些内容纳入顾问的职权范围 22。为了将儿童权利整合到其中，影响评估应首先简要地界定
儿童是否属于可能受到采矿作业严重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是否需要收集进一步的项目
数据来弥补基线资料的缺失。
企业可以采用附录C“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表格作为参考，用于确定在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互动期间可以提出的议题和影响，或者案头研究中可以进行研究的议题和影响。 在初步确
定了潜在的影响之后，从业人员可以参考专栏8（下文）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来识别缺失的数
据，界定基线调查和专业研究的范围并相应地调整计划。

专栏 8.
环境影响评估中关键
的范围界定问题

水质：
采矿和选矿过程会导致废水酸化吗？
运营是否监控了当地食物链中可能导致生物放大作用的重金属？
是否制定了关于接收水体（如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等）的水质目标？
在下游多远的地方测量水质？
采用哪些水质标准？
灰尘：
是否对工地现场的粉尘进行监控？
是否对运输路线沿途的粉尘进行监控？
所有与矿山相关的运输道路是否都铺了柏油/密封？

土地覆盖：
采矿的区域有哪些地理特征？
采矿的地表作业和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对该地区产生了哪些影响？
是否同时进行修复？
采矿租约中是否包含传统的土地用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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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 《将人权纳入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评估：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实用指南》，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和丹麦人权研究所， 伦敦和哥本哈根， 2013，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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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环境影响评估中
关键的范围界定
问题 (续)

环境
阈限值：


矿山/工厂对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是否设定了阈限值？



阈限值是多少？



阈限值是否考虑到8小时轮班工作以外的暴露影响？



阈限值是否考虑到儿童和孕妇的敏感性？

安全：

5.3 基线调查

−

当地人如何知晓哪些地方是危险区域？

−

全体员工中的识字率是多少？

−

当地社区居民的识字率是多少？

在研究暴露于环境污染物或“有毒物质”时，儿童应该是优先关注的焦点。环境污染物
或“有毒物质”是人造（合成）的，“通过吸收、摄入、吸入或改变有机体的环境，导
致生物体面临死亡、患病、损伤或存在先天缺陷的风险” 23 。开展基线调查时应考虑以
下几点：


说明儿童尤其容易受到采矿作业环境的影响。在开展这项研究时，确保研究将



最初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过程中可能被忽视的弱势儿童群体包括在内。
根据直接或通过父母和监护人员对儿童健康造成影响的多种因素（例如就业、
收入、教育、住房、环境、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土地使用） 开展更广泛的社会与



社区健康评估 。
考虑开展神经行为学（神经功能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评估 ，以评估与较
低程度金属暴露相关的不良健康影响。有文献显示，对大多数人而言安全的暴
露程度会造成儿童的神经行为障碍 24。受影响的人很少会注意到诸如儿童敏捷
度降低或反应变慢等细微的损伤，因为儿童通常有诸如营养不良和传染性疾病
等健康问题。



判断相关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趋势。将生物物理学与社会影响评估
相结合，因为这些影响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例如，地下水位下降会产生严重
的社会经济影响，又如，社区内水资源短缺和匮乏导致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举步
维艰，甚至是完全无法开展生产。

表12列出了一些可以纳入环境与健康基线调查的关键儿童权利指标。 从儿童权利的角度来
看，企业通常有必要开展跨部门的影响评估。 例如，水资源匮乏与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之
间可能存在直接联系，或者农田污染与粮食不安全之间可能存在直接联系。 因此，企业应
该把生物物理学与社会经济影响评估都纳入环境与健康的基线调查。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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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Finance Inc《商业词典》，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2016， <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toxicant.html>.
Callan，Anna Carita等人，《儿童接触金属：社区发起的研究》，环境污染与毒理学档案，第62卷，第4期，2012年5月，
第714页-第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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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基线调查的指标

评估儿童的健康状况和脆弱性
基线调查应查明多种社会和健康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 例如，雇用童工，特别是让儿童从事繁重的体力
劳动（例如手工采矿）会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影响，例如背痛、肺功能受损和哮喘。
可以通过相互参考社会影响评估来确定影响儿童健康的其他因素，包括：
−

粮食安全

−

以儿童为户主的家庭

−

拐卖儿童

−

雇用未成年人。

健康指标可以包括儿童的：
−

营养状况

−

接种疫苗的程度和类型

−

疾病流行的状况

−

吸毒和酗酒

−

暴露于采矿环境，如未修复的地表可能会变成池塘，为蚊子和其他传播疾病的昆虫创造了栖息地。

(有关常用的基线指标，请参阅工具1、工具2和附录C。)

环境污染物暴露的研究重点关注儿童
有文献显示儿童接触对大多数人安全的低剂量微量金属会导致其认知和神经行为发生改变。如果矿区和各类程序涉及到下列几个
方面，则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风险评估：
−

当地供水中的铅含量（通过饮用直接影响健康；通过灌溉造成间接影响）

−

食物来源（尤其是鱼类）中的汞含量

−

漂浮粉尘中的锰含量

−

饮用水源中的硝酸盐浓度

−

灰尘和水源中的铬

−

大气中的氮氧化物浓度和颗粒物浓度

−

儿童的血液、尿液和头发中金属元素的浓度。 25

（有关监控有毒物质的注意事项，请参阅后文第5. 5节。）

考虑评测神经行为以评估不良的健康影响
较低程度的金属暴露与儿童的神经行为障碍有关。所有人都会因为接触到采矿所产生的有毒物质而受到伤害，但也可能通
过其他途径摄入金属，例如家庭烹饪过程中被污染的食物。 社会基线调查是查明此类额外的金属暴露源的关键。
环境与健康调研将考察以下方面的退步表现：
−

运动测试（敏捷度降低、反应变慢）

−

感官测试

−

认知功能（相对于未暴露的参考人群，显著性差异报告为p>0.0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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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ina Villalba，Isabel等人《生活在采矿和工业区附近儿童尿液和头发中砷、镉、铅、锰和汞的生物监控》，《化学圈期刊》，第124卷，2014年11月1日，第8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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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基线调查的指标(续)

判断相关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趋势
考察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指标包括下列方面的数量变化：
−

存在的动物物种、以及物种内部的数量

−

社区赖以维持生计/粮食安全的物种。

5.4
从业人员在识别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对儿童造成的潜在影响时，应特别考虑弱势儿童，
识别并评估 以便于更有效地界定基线调查和专业研究的范围。务必要涵盖在初步范围界定过程中所发现
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些数据通常会被纳入环境影响评估顾问/专家的职权范围。
影响
企业可以参考工具1“影响评估”中关于在识别并评估影响时，如何采用儿童权利视角的一
般性指引。 下文针对企业在评估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时常犯的错误提出了几点行之有效的建
议：


虽然企业在“职业接触”方面对员工普遍适用了 8 小时轮班的阈限值，但生活
在受污染环境中的儿童可能会处于 24 小时的居家暴露。 我们必须根据相关的流
行病学、毒理学、暴露因素的知识来理解环境和环境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在评估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风险时，应说明特定群体所适用的阈限值以确保将
这种方法用于影响评估。这样做的优势是更容易发现风险评估中的错误。



考虑到儿童更容易受到有毒物质伤害的生理特点，而不是采用为成年人设定的
暴露极限 。虽然我们不可能针对数千种会对矿区周边儿童产生影响的已知毒物
提出具体的阈限值指引，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已公布的限值存在局限性。一般
来说，除非针对儿童（而非成人）的环境暴露（而非职业暴露）规定了阈值限
制，否则在应用阈限值时应非常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慎重的做法是采用预防
原则，并采用更为保守的限度。



在评估潜在的暴露途径时，应考虑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行为差异 。成年人在一天
中摄入被污染土壤的可能性要低得多，而儿童往往会在所处的自然环境中通过
用手摸嘴而接触到多种元素。



评估健康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健康影响 。 环境变化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
量化和预测项目的影响具有挑战性。此类评估必须认真考虑健康决定因素可能
发生变化的证据，然后说明这些变化会对具体社区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实际
影响。



不要忽视社会、环境和健康影响之间的联系 。 例如，土地干扰可能与农作物减
产有关，因此农民为了生产足够粮食必须投入更多精力，可能导致儿童入学率
下降或成人放松对儿童的监护，这会增加儿童受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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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监控、评估
与披露

环境

全面的基线调查是进行有效监控的关键所在，其中包括儿童在社会经济和生物物理方面的
特定脆弱性。
以 捕 鱼 为 生 的社 区 为 例， 企业 应 了 解 矿 山排 水 的 河流 中以 往 的 金 属 浓度 ， 以 及 物 种的 构
成、社区捕捞和利用河水方面的数据，这有助于制定有效的监控方案。这一方案应探测鱼
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并分别列出季节性的变动，以便根据儿童的脆弱性、营养需求和依赖
性来有效地评估对儿童相关影响的进展。
请注意通常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来开展此类评估。例如，众所周知汞会影响人类的神
经、消化和免疫系统，即使少量的汞也会危害儿童的生长发育 26。汞主要存在于鱼类中，在
人体中很难测量。因此，必须使用通过认证的实验室、标准化抽样程序和训练有素的工作
人员来收集样本。
对社区中的有毒物质进行健康监控也面临挑战，因为抽血会给儿童带来压力， 费用昂贵且
具有侵入性，而且需要只有工业化国家才具备的实验室设施。因此，通常作为最后的手段
来使用。
为了防止儿童接触到被污染的水或鱼类，工地现场的管理人员应定期监控尾矿存储设施中
的径流，获得详细的基线数据和理解矿业公司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以便于主动预防暴露
并在发生污染时采取应对措施。
企业应有条不紊地向监管部门、企业董事会和相关社区报告关键的环境质量指标，例如从工
地流出并供村庄使用的河流的水质。 这需要社区管理人员和环境监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密切
的业务合作。 如果社区面临污染事件造成的风险，应采取措施降低这种风险，例如，用井水
代替河水。
企业的监控系统应与涵盖当地社区的应急响应过程相结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各国政府
和工业界合作制定了《地方级紧急事态意识和防备方案》(APELL)。这一机制旨在尽量减少
技术事故和环境紧急情况的发生并降低有害的影响。 27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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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汞与健康：概况介绍》，世卫组织，2016年1月， <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61/en>.
请参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方级紧急事态意识和防备方案》APELL， <www.unep.org/ap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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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
企业通过在矿区及周边地区所采取的安保管理措
施会直接和间接地对侵犯儿童权利负有责任，或
者成为侵犯儿童权利的共谋。 了解运营环境、
评估风险并适当地管控风险可以降低儿童所面临
的采矿相关风险的可能性，并保护企业的经营社
会经营许可、声誉和业务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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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企业在安保管理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立场是什么？下图展示了企业从缺乏有效
的制度，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主动领导的连续过程。

级

5
级

4
级

3
级

2
级

1

正式的安保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符合国际标准，例如《安全
与人权自愿原则》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4》，并采取
全面的措施来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

正式的安保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符合《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和国
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4》，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尊重和促进儿童
权利。
，

处理人权议题的正式安保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符合《安全
与人权自愿原则》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4》。

以非正式或临时的安保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
题。

缺乏有效的安保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
题。

工具6 专为那些负责安保管理、政府与社区关系、人权方面工作的人员而设计。 本工具与国
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社区健康，安全与治安》、《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以及《实施指
南工具》（IGT）相辅相成。 尚未将良好的国际行业惯例（GIIP）纳入安保管理制度的企业，
应优先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6.1 议题及相
关标准概述

采矿业所采用的安保措施可能会以多种方式侵犯或侵害儿童权利。 安保服务与儿童之间的
相互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抗议、非法侵入、盗窃、故意破坏、手工采矿、以及性剥削或性
暴力方面。 企业应在了解儿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所面临风险的基础上制定管理计划，并对
自身、签约的安保公司或公共治安部门提出要求。
这些互动也可能促成建设性的社区关系。 负责任的安保管理既能为企业提供适当的保护，
也可以尊重并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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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原则》和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为制定和实施安保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
一方法的核心是对潜在的人权影响进行风险评估。 工具1“影响评估”为企业整合儿童权利
提供了指南。
致力于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企业应该考虑下列问题：企业的保安部门或签约的私营安保公
司可能实施的虐待行为；警察或武装力量等公共治安部门不适当地拘留儿童，或以暴力手段
处理社区抗议；政府部门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在拘留和判刑方面不保护儿童或人权。
矿业公司所采取的安保措施可能会导致儿童暂时或永远与父亲/母亲、监护人或其他家庭成
员分离（拘留、受伤或死亡）。 矿业公司还应认识到应该禁止雇用儿童从事危险工作，包
括在安保服务的任何环节中使用儿童。
以下各节将对这些领域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且提供了一些可以在采矿现场提出的问题和采
取的策略，并与运营的风险状况和背景相对应。

关 于 安 保 的 参 《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 下载链接 <www.voluntaryprinciples. org/for-companies> 以及
《实施指南工具》（IGT） ，获取PDF文件网址： <www. voluntaryprinciples.org/wp考资料
content/uploads/2013/03/VPs_IGT_Final_13-09-11.pdf>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下载链接：
<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
IFC+Sustainability/Our+Approach/Risk+Management/Performance+Standards >
《在复杂环境中应对安全和人权挑战：工具包》， 日内瓦武装力量民主控制中心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下载链接： <www.securityhumanrightshub.org/content/toolkit>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转送与拘留替代措施的工具包》在线平台， <www.unicef.
org/tdad/index_55653.html>

6.2
安保公司和
司法体系

私营安保公司、公共治安部门和国家司法体系本质上都可能助长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28。儿童
由于年幼和其他脆弱性而面临更高的风险（见附件A：儿童的脆弱性列表）。 例如，被隔离监
禁或是与成年人一起监禁的儿童都可能面临同样的状况，但儿童特别容易受到虐待、恐吓和骚
扰。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详细说明了缔约国政府的责任：


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 岁
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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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日内瓦武装力量民主控制中心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复杂环境中应对安全和人权挑战工具包》， 第三版， 日内瓦武装力量
民主控制中心 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 2016年6月； 下载链接 <www.securityhu- manrightshub.org/content/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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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
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并应以考虑到他们
这个年龄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对。特别是，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同成人隔开，除
非认为反之最有利于儿童，并有权通过信件和探访同家人保持联系，但特殊情况除外。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
公正的主管政府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
得到裁定。29

企业可考虑采取转送，即将触犯法律的儿童从法律诉讼中转移出去；替代拘留的措施，
即在预审和判刑阶段，对正式接受刑事司法体系 审理的儿童不剥夺其自由的措施；恢复
性司法，重点是通过违法人员与受害者和广大社区和解来帮助其改过自新，例如，通过
赔偿损坏的财物或归还被盗窃的财物。 30
企业考虑如何在安保管理中保护儿童权利时，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于评估其风险并根据
国际指引来评估其绩效。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儿童会被与企业有关的私营安保公司或公共治安部门虐待或杀害。
这可能包括儿童被企业的安保人员拘留，随后受到滥用其权利的国家司法体系处罚的情
况，例如审前拘留、终身监禁或死刑。 对儿童的其他直接影响包括在安保公司与社区发
生冲突时，任用具有虐待、伤害或杀害儿童前科的安保人员。 31
如果企业已经采取了负责任的安全管理方法（例如，通过彻底执行《自愿原则》和/或国
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4》），就能应对相关的人权风险。表13在考虑到采矿作业的当
地状况和对儿童造成的相关风险的情况下，列举了存在的风险、问题、应采取的策略与
行动。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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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a-d条），1989年11月20日，纽约， <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转送和拘留替代措施在线工具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纽约， 2010年8月19日， <www.unicef.org/tdad/
index_55653.html>.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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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管控与安保公司和司法体系相关的儿童权利风险

企业处理投诉的政策
风险： 如果企业没有预见到儿童可能遭受的虐待，而没有采取适当的缓解措施，这会损害企业的声誉并加剧与
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问题

策略与行动
·执行便于员工举报所目睹或听到的潜在侵犯人权行为的机制。

企业是否执行了便于儿童采用的安全与人权的投
诉管理制度？

·通过启用匿名和口头举报来确保该机制的包容性。
·通过外部、企业或联合调查的方式来核查相关指控（见专栏9）。

对私营安保公司的管理
风险：雇用有虐待儿童前科和/或不了解儿童权利的私营安保公司可能导致其实施危害儿童的虐待行为，从而加
剧社区内的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到企业的声誉。
问题
企业是否能确保私营安保公司与以往的虐待儿童
事件没有牵连？

策略与行动



企业是否确定私营安保公司了解儿童权利？


是否要求私营安保公司的保安在现场扣留矿
工、公众、非法闯入者等？



审查适用于安保公司的尽职调查，以适当地审核安保公司是
否受到过暴力侵害儿童方面的指控，包括性虐待、强奸或过
度使用武力。
审查私人安保公司的培训材料以确保其中涵盖相关内容，尤
其是关于如何对待和拘留儿童的内容。

确保私人保安公司有关拘留的标准作业程序符合优秀实践和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的规定32， 例如，将儿
童与成年人分开监禁。
具有查实被拘留者年龄的程序。如果对个人的年龄或状况有
任何疑问，安保公司必须根据被拘留者的最佳利益行事，假
定他们未满18岁，直到其年龄得到证实。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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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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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管控与安保公司和司法体系相关的儿童权利风险（续表）

政府治安部门
风险： 如果在公共治安部门提供安保服务的情况下，儿童受到政府治安部门不适当的对待，或被控违法的儿童/年
轻人被移交给政府治安部门，企业可能会被视为侵犯人权的同谋。
问题

策略与行动
· 向具有青少年司法经验的当地非政府组织、社区机构和专家寻
求援助（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第 2.3 节）。

企业是否认识到儿童在拘留期间可能面临的风险，
· 考虑与当地警方和司法部门合作，通过恢复性司法采取适
从而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当的拘留替代措施，例如赔偿被盗的物品或参与社区服
务。33

·了解警察或其他政府治安部门在对待被拘留人员和囚犯时可能对
现场工作人员将如何移交被拘留的儿童？

儿童构成的风险？
·将这些风险纳入与《自愿原则》相关的风险管理计划。
·企业与政府治安部门之间针对移交程序达成一致意见。
· 了解警方和司法部门拘留、处罚和判刑的方式以及拘留设施的条
件，以判断政府是否可能侵犯儿童权利。
· 评估政府治安部门对儿童构成的风险，并将评估结果纳入《自
愿原则》的风险管理程序。

警察/东道国在对待嫌疑犯、被拘留人员或罪犯方 · 在有可能侵犯儿童权利的情况下，企业应考虑采取哪些规定
面是否将青少年与成年人区分开来？
和方法将儿童移交给公共治安部门/政府。
· 探讨替代拘留的措施，例如转送方案、公民社会机构。

·了解公共治安部门对儿童构成哪些风险。
公共治安部门是否具有虐待或攻击儿童的记录？

· 将这些风险纳入《自愿原则》的风险管理计划中，包括企业对公
共治安部门开展尽职调查、培训、对公共治安部门的依赖程度，
以及签署谅解备忘录。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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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A/RES/45/113)， 2014 年12月14，日 <www.un.org/documents/ga/res/45/a45r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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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巴里克黄金公司
人权状况的披露
流程

安保

巴里克黄金公司制定了内部的全球程序，员工可以通过这些程序告知管理人员潜在的
侵犯人权行为，该程序还阐述了如何调查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 巴里克公司强调并要
求员工举报所有关于侵犯人权的传闻。 鼓励员工采用巴里克公司的“合规热线”举报
他们可能目睹或听到的任何潜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结果，各种与安保措施相关的问题
被举报，包括对警察和私营安保公司过度使用武力和骚扰的指控。 巴里克公司要求由
外部、企业或者联合调查员来调查所有的指控。
料来源：巴里克黄金公司2014年《巴里克黄金公司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项目年度报告》，2015年
2月； 获取 PDF 文件网址： <www.voluntaryprinciples.org/wp- content/uploads/2015/04/BarrickPublic-Report-April-2015.pdf>.

安保管理对儿童造成的间接影响包括父母或监护人员被逮捕或拘留，例如因非法侵入行为而

6.3
暂时或永远
与亲人分离

被捕。下列情况可能会导致儿童与亲人分离：


一位在矿区工作的单亲父亲在一次引发暴力冲突的罢工中被前来驱散罢工的警察逮
捕。他被判处两年监禁。他的两个孩子被剥夺了家庭环境，政府有责任帮助并保护他
们。

情境



一名员工因为在工作场所偷窃而被企业所聘用的私营安保公司抓获并拘押。由于培训
不力，保安人员使用的货舱造成了该员工窒息身亡，导致该员工的妻子和四名子女从
此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虽然政府最终有责任为被剥夺了家庭关爱的儿童提供保护和援助，企业也应该认识到自身直
接涉及安全事件发生后，会对这些弱势儿童造成哪些影响。
如果国家未能给予他们保护，企业可以监控受虐待影响儿童的状况如何演变，特别是这些事
故造成以儿童为户主家庭和（或者）女性为户主家庭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与
非正式网络、传统部门、社会服务机构或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

6.4 雇用儿童

鉴于企业应保护儿童免受经济剥削，以及禁止儿童从事任何可能有害的工作（《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第32条），企业应禁止在安保服务的任何环节中招募或使用儿童。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第138和182号公约规定，最低工作年龄应不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
年龄，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十五岁。 此外，18岁以下，或者在严格条件下16岁以下的
儿童不应从事任何危险工作。 这意味着儿童不应从事安保或军事活动，而且安保公司也不
应让儿童承担任何其他工作任务，包括食品采购、物流和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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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说明，仅依赖安保公司遵守国家法律并不足以减轻雇用儿童的风险：
在一起安保事故中，一名警卫因身体原因而无法继续工作。尽管国家法律规定只有18
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担任保安，但据透露这名保安只有16岁。保险公司不会对这名儿童
做出理赔，企业应对违反国家的法律承担责任。此外，由于赔偿款通常是根据受伤者
的年龄来计算，因此赔偿数额可能会很高。
如果企业与公共治安部门和私营安保公司合作，其员工应回应下列问题并考虑采纳表14
中列出的策略与行动：

表14.防止在安保服务中雇用儿童

风险：如果从事安保工作的儿童受到虐待或伤害，而且企业没有确保遵守国家的法律，企业不但会面临严
重的财务处罚，也会名誉扫地。
问题

策略与行动
· 审查有关私营安保服务的国家法规和法律。

国家法律是否对安保人员的最低工作年龄做出了规
定？

安保合同中是否有条款禁止儿童担任保安，这项
极其危险的工作？

· 将这些法律纳入《自愿原则》的风险考虑因素。
·如果东道国的国家立法不够完善，则应将国际标准纳入企业内部程序。
·审查与私营安保公司的合同，以确保有适当的条款规定了保安人员的最
低工作年龄。
·修订《自愿原则》的风险评估，必要时采用合同修订条款和监督作为缓解
措施。

私营安保公司是否严格地核查其工作人员的年
龄？

· 审查私人保安公司的合同管理状况，以确保其定期证明遵守了不雇用儿童
的规定。
·采用严格的年龄验证程序。
·了解警察和军队/国防军的招募政策。

公共治安部门是否有雇用儿童的不良记录？

·评估如果公共治安部门雇用儿童，是否会导致企业面临与之串通的风险，
并将这一因素纳入《自愿原则》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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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的勘探、施工、作业和关闭后的过程尤其
会对儿童的安全构成危险，儿童对自身所面临的
风险的看法和理解往往有别于成人。由于儿童特
别容易受到伤害，而且通常在维护其权利方面处
于不利地位，因此矿业公司在管理对周边社区健
康与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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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企业在健康和安全权利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立场是什么？下图说明了从
缺乏有效制度，到在负责任和主动管理方面位居前列的连续过程。

级

5
级

4
级

3
级

2
级

1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的健康与安全
计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采取全面措施尊重和
促进儿童权利。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的健康与安全计划和
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采取一些措施尊重和促进儿童权
利。

以正式且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的健康与安全计
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

以非正式或临时的健康与安全计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
题。

缺乏有效的健康与安全计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
题。

工具7旨在协助矿业公司了解、预测、管控和减轻对儿童造成的潜在消极影响，以便
通过其社区健康与安全计划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本工具与良好国际行业惯例
（ GIIP ） 的 要 求 相 辅 相 成 （例 如 国 际 金 融 公 司 《 绩 效 标准 4 ： 社 区 健 康 、 安 全 与 治
安）。如果企业尚未将这些准则纳入其管理制度，则应优先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企业通过在运营地点及周边管理儿童健康与安全的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侵犯儿童
权利的行为负有责任，或成为侵犯儿童权利的同谋。 了解背景、评估风险并进行适当

7.1
议题与相关
标准概述

75

的管控有助于降低此类风险，并且保护企业的社会经营许可、声誉和业务的持续性。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社区健康、安全与治安》为制定纳入人权的管理措施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包括进行风险评估以审查采矿作业对社区构成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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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了解儿童比成年人更加弱势的原因，才能提高安全与健康措施对儿童的特别关注度
——例如，由于儿童看不懂警告标识，这会增加他们发生事故的风险，儿童更难以保护自己
免 遭 性 虐 待 和性 剥 削 （见 附录 A ： 儿 童 的 脆弱 性 列 表 和工 具 9 ：保 护 儿 童免 遭 性 暴力 侵
害。）
本工具重点关注两个领域——工地现场的健康与安全，以及矿区周边的运输基础设施。

健康与安全
参考资料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4：社区健康、安全与治安》， 下载链接： <www.ifc.
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
IFC+Sustainability/ Our+Approach/Risk+Management/Performance+Standards>
《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 2000年， <www.voluntaryprinciples.org>

7.2
工地现场的
健康与安全

机械、露天矿坑、矿井、池塘、爆破以及采矿作业的其他方面可能会对儿童构成风险。
工地现场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制定健康和安全管理计划来应对这些常见的风险，包括已建
成/计划中的物理基础设施等因素。虽然物理基础设施会改变儿童可能面临的风险，但仍
然需要了解儿童的情况以便选择最适当的安全措施。

以下情景说明了工地现场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对儿童权利产生的影响：

情境

在某个被长期租用的废弃采石场中有一个深水池。采石场的水底隧道会产生吸力作
用，因此在水池中游泳格外危险。由于采石场面积太大，矿业公司既没有设置围栏，
也没有安排人员看守。根据采石场健康和安全计划的要求，仅有一个文字标识提示在
采石场中游泳的危险性。一天，两名10岁的女孩效仿其他孩子来到采石场内的深水池
中游泳。她们看不懂标识并不知道危险性，结果一名女孩被吸进隧道溺水而亡。
企业原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避免此类死亡事件发生，了解当地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例如，
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基线调查和/或与利益相关方磋商，就能获悉仅仅依靠设置文字标识是一
种无效的风险管控措施，因为儿童可能看不懂警示标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采用通俗
易懂的图片或符号来制作标识，还可以建造安全围栏，或摧毁水底隧道，或与当地社区进行
沟通互动以确保当地群众充分地了解这些危险性。这些措施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支出，但却能
够消除或降低风险。

表15中提出的行动为面临这种情况的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企业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和给
儿童带来的具体风险来采纳。 该表假设企业已经在健康、安全管理和人权方面采取了负
责任的措施，例如，彻底贯彻落实《自愿原则》和/或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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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管理工地现场与儿童相关的健康与安全风险

风险： 如果企业没有预见到工地现场对儿童构成的风险，并采取妥善的措施来降低这些风险，企业可能不得不面
对重大的财务索赔或赔偿、在当地和国际上名誉扫地、与社区的紧张关系，从而威胁到其业务的持续性。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儿童可能会面临哪些健康与安全的风险？

·与健康和安全部门沟通互动，以识别采矿作业对儿童构成的风险，
例如进行爆破、有露天矿坑、池塘、矿井或重型机械的场所。

营地、租赁场所或作业区附近是否有儿童？

过去是否有儿童进入过工地现场，不论他们出于
何种目的？ 儿童是否会在夜晚进入矿区？

·与社区关系部门沟通互动，以了解该地区的人口统计信息。
· 审查以往的安全记录并咨询社区关系部门，以了解儿童以往出
入的状况，以及儿童进入该地区的原因（非法侵入、探索、盗
窃）。
·评估儿童今后企图进入工地现场的可能性。
·考虑哪些危险性在夜间会显著提高。
· 咨询社区关系部门以了解当地的识字率。

这个地区的孩子识字吗？

针对进入工地现场的危险性与儿童进行了哪些沟
通互动活动？（参见工具 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互动）

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 围栏、限
制通行、标识、巡逻？

· 与健康和安全部门沟通互动，以评估现有或计划中的标识是否适
合当地的环境。考虑更改目前或计划中的标识，以适应当地的识
字状况。
·与社区关系部门确认已完成或者计划开展哪些有关儿童、通道和
工地现场危险性的沟通互动活动。
·考虑提高沟通互动的程度和方式，包括在社区/学校举办培训班、
组织实地参观或宣传教育活动。
·与健康和安全部门沟通互动，列出减轻了哪些风险以及所采取
的措施，例如在围栏上悬挂标识。
·考虑在高风险地区加强现有或规划中的物理基础设施，如围栏。

· 实施适合于矿山关闭后的环境安全制度（标识、围栏、监督人
员）。研究发现，这些措施对儿童尤其重要，例如，在美国废
弃矿山的死亡人员中，有近40%的人年龄不到20岁。34
在矿山关闭后，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持续防范给
儿童带来的风险？

· 确保与有关部门就维护安全设施进行适当的沟通。
· 确保矿山关闭后修复期间的安全。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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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部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披露的致命事故》（2014-1999），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http：//arlweb.msha.gov/sosa/previousfatalstat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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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公司谢里特国际矿业公司的安巴托维（Ambatovy）镍矿与精炼厂是马达加斯加最
大的工业园区。该国20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很高。由于该公司将在这里开展业务30余年，
因此公司采取了广泛的社区外展措施来涵盖儿童、教师、家长和社区领袖，旨在与他们
建立互信并提高认识。
为年轻人举办的意识提高活动包括：组织小型和大型团体参观采矿作业，根据儿童的特
征调整关于安巴托维和采矿的总体介绍，其中使用了视频、照片、漫画书、音乐和其他
沟通工具。 时至今日，安巴托维继续为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团体）组织参观和信息发布
会。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及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企业工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日内瓦，2014年9月，第12页

7.3 运输基础设施

由于采矿作业还会导致作业区以外的环境变化，因此企业应该确保儿童在作业区外围
也受到保护。新修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更频繁地使用现有的基础设施（例如公路和
铁路）特别容易对生活在该地区儿童的安全构成威胁。
更透彻地了解风险并提高意识、采取适当的警示措施有助于改变运输基础设施可能对
儿童构成的安全风险，这样做既能够保障企业运营的稳定，又可以保护儿童。以下情
境说明了道路安全对儿童权利的影响：
某公司新修了一条公路用于将建筑材料运送到矿区，并将矿物从矿区运走。这条路
紧挨着一个村庄，周边村庄的儿童都会到那里上学。孩子们还不适应川流不息的交
通状况，虽然有路标提示存在危险性，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繁忙的交通所带来的风

情境

险。傍晚时分，孩子们总喜欢在学校附近踢足球。学校的地理位置靠近新修的公
路。一次，一辆运送管道的卡车撞倒了两名正在追球的8岁男孩。
企业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避免此类事故。 例如，通过了解当地居民的识字水平，就会
知道儿童可能看不懂警示标识。 如果这些标识包含通俗易懂的图片/符号，则会更加有
效。如果公司事先了解到儿童在这个地方会面临高风险，就可以在这个地点建造围
栏，并与当地社区沟通互动，以提高他们对危险性的认识和了解。
虽然企业需要为这些措施投入资金，但是可以消除或减轻风险。 表16列出了一系列议
题以及可能采取的相关策略与行动，用于管理基础设施对儿童的健康与安全所构成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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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管控基础设施对儿童的健康与安全构成的风险

风险： 如果企业没有预见到儿童在运输沿线所面临的风险，并采取妥善的措施降低这些风险，可能会面临经济补
偿、名誉扫地、与社区的紧张关系，从而威胁到其业务的持续性。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儿童可能面临哪些与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风险？

· 与健康和安全部门沟通互动，以识别新修的交通基础设施给儿童
带来的风险——交通流量增加、危险驾驶的司机、靠近儿童日常
活动的地点、交通沿途发生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请参阅工具：保
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运输基础设施是否经过儿童可能日常活动的地
点？例如村庄、学校、市场、游乐场？

该国的高速公路法规是否对儿童可能面临的所有
风险作出了规定，并由一家主管的公共机构强制
执行？

· 与社区关系部门沟通互动，以了解该地区的人口统计资料，以
及儿童所使用的基础设施/使用模式，例如非正式的游乐场、乡
村休闲场所、教学楼。
· 如果国家的高速公路法规未充分涵盖这些风险，请确保在与企业
内部驾驶员签署的合同中，以及承包商所聘用驾驶员的合同中包
含关于危险驾驶的条款（酒后驾驶、最长驾驶时间）。

驾驶员是否接受过培训并意识到他们可能对社区构 ·与运输承包商沟通互动，以确保其驾驶员承诺遵守高速公路的法规。
成的威胁，包括给儿童带来的具体风险，例如酒后
· 如果发现漏洞，应举办培训课程来提高驾驶员的认识。
驾驶或性剥削？
·与社区关系部门沟通互动，以了解识字率。

这一地区的儿童是否识字？

·与健康与安全部门沟通互动，评估现有或计划中的标识是否适合于
当地的环境。
·考虑根据当地的识字状况更改现有或计划中的标识。

针对新修交通基础设施的危险性，与儿童
进行了哪些沟通互动？

·与社区关系部门确认针对在运输基础设施附近生活的儿童举办了，
或者计划举办哪些沟通互动活动？
·考虑提高沟通互动的程度和方式，包括社区/学校讲习班、现场参观、
教育宣传或培训。
· 与健康和安全部门沟通互动，并列出通过在交通线路的高风险区域
设置标识或围栏可以避免或减轻哪些风险。
· 如果选择设置标识，应确保驾驶员和儿童能够理解这些标识的含义

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例如，在高风
险地区设置标识和围栏、进行巡逻或培训。

（培训）。
·如果驾驶员不遵守高速公路的法规或合同条款，必须给予处罚。
·与当地交警部门合作以保障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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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儿童的健康
与安全管理

健康与安全
案例分析 I： 英美资源集团、巴西 – 安全的街道与道路项目 35
据估计，巴西每年有43800多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其中约有2000人是14岁以下的儿童。
非政府组织“全球儿童安全组织”（Safe Kids）认为，如果公众获得详实的资讯并颁布更
完善的法律，则可以避免90%的此类事故。英美资源集团发现在博阿维斯塔（Boa Vista）
Fresh Rock项目的运输安全风险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临时承包商所聘用的员工、重
型设备的运输量增加，以及频繁地将矿石从矿山运输到工厂所致。英美资源集团于2013年
启动了“安全的街道和道路”项目，该项目的重点是向社区开展宣传活动，以提高人们对
公 路 上 五 大 致 死 因 素 的认 识（ 超 车 、 心 不 在 焉 的 驾驶 员、 超 速 驾 驶 、 摩 托 车 和酒 后驾
驶）。该公司围绕影响儿童的道路安全议题与政府、商业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互动，施加影响力以促使政府改善道路基础设施，开展教育儿童如何负责任使用道路的项
目，为社区举办演讲、培训班并发布新闻通讯，以提高公众对道路安全议题的认识并为驾
驶员举办防御性培训。据 估计 ， 这 些 行 动 让 4500 个 家 庭 获 得 了 关 于 道 路 安 全 的 信 息 。
2013年，“安全的街道与道路”项目获得了英美资源集团重大贡献奖提名，并且因为大
幅减少公路上的死亡人数而广受好评。
案例研究II：巴里克黄金公司 –儿童出行安全 36
巴里克黄金公司与受影响的社区合作制定了指引，通过《社区安全管理计划》来识别和管
控与道路安全相关的风险。其他因交通流量激增而被定为高风险的矿区也将采用本指引来
制定具体的《社区安全管理计划》，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普韦布洛维耶霍（Pueblo
Viejo）、赞比亚的卢姆瓦纳（Lumwana）和阿根廷的韦拉德罗（Veladero）。

另外，澳大利亚的Cowal矿区发起了一项名为“9月道路安全”的年度项目，让警察、学
校、地方政府等各类本地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对社区的宣传教育，旨在促进社区的道路安
全。同样，赞比亚的卢姆瓦纳矿支持持续地开展社区道路安全项目，其中包括针对学童
开展道路安全的教育活动。2013年期间，该项目惠及来自于13所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

Working conditions for women， parents and/or caregivers have th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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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摘自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中访谈英美资源集团的实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

36

儿童 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 下载链接：<www.unicef.org/csr>.
摘自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对巴里克黄金公司访谈的实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
儿童 基金会采掘 业试点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 下载链接<www.unicef.org/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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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工作条件
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福祉并促进其发展，
或是对此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所有企业都
应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以支持男性和女性
员工履行为人父母（或作为监护人员）的责
任 37。尤其是采矿行业，各家企业已经查明并
正在处理与本行业运营相关的具体风险。

37

另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全球契约、救助儿童会共同制定的《儿童权利与商业原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2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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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条件
你们的企业在工作条件方面，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的立场是什么？下图显示了从最低程
度的合规，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主动领导的连续过程。

级

完全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2》和国际公约的要
求，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

5
级

4
级

3

完全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2》和国际公约的要
求，采取一些措施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

承诺和管理制度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2》和国际公约
的要求。

级

2
级

1

临时的管理制度部分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2》和
国际公约的要求。

力求遵守国家法律，但并不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
准2》和国际公约的要求。

工具8旨在帮助矿业公司减轻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员的工作条件对儿童造成的潜在消极影响，并
通过企业的人力资源和对承包商的管理促进儿童权利。本工具涵盖以下领域：工作时间、轮
班和通勤； 对于女性、父母和/或监护人员的歧视 ；对于工地现场承包商、危险物品和各类
作业的管理；工资和生活条件。
通常，国际矿业公司已经遵守了运营所在国的法律，并对劳工和工作条件采取了负责任的措
施。如果企业尚未将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2》和国际劳工组织有关人权和工作条件的公约
纳入其制度，则应优先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下文就如何整合儿童权利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以
促进家庭友好型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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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议题与相关
标准概述

工作条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关于儿童权利与采矿业的试点研究强调了 采矿业对儿童产生的主要影
响，以及父母和监护人员的工作条件对儿童造成的主要影响。 研究发现对父母和其他监护
人员的影响最终会波及到儿童，包括父母的工作条件制约了他们从身体、经济或社交方面
照顾儿童的能力； 员工的内部冲突； 以及员工在社区中的行为举止。 38
根据《儿童权利与商业原则》的规定，矿业公司应致力于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以支持男性
和女性员工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企业可以从遵守法律入手，进而 “特别关注工作条件，
例如支付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 、工作时间的长度和灵活性，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 物
资，满足对育儿假的需求，协助流动工人和季节性工人通以远程方式育儿，为员工的子女
获得优质的育儿服务、医疗和教育提供便利条件”。 39
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2：劳工和工作条件》为企业保护员工的基本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本标准提出的各项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以各类国际公约和文书（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
国的国际公约和文书）为指导（见专栏12）。 这些国际公约和文书不但致力于促进企业遵守
国家关于就业和劳动的法律，而且旨在促进工人获得公平待遇、非歧视和平等机会； 劳资关
系； 保护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工人（例如儿童）、安全与健康的工作条件。

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专栏12.
国际劳工组织和
联合国关于就业
和工作条件的国
际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98号公约《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强迫劳动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105号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公约《关于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第32.1条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矿业公司应制定并执行适用于本行业的策略，以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并更好地保护儿童权
利。企业通过确保适当的工作时间和安排夜班、通勤和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工作安排、对女性
采取非歧视性措施、对工地现场的承包商进行适当的管理、防止员工接触危险物品和从事危
险活动，以及提供适当的工资水平、福利和生活条件，能够对整体人权，特别是儿童的福祉
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此外，这些措施既能够让企业声名鹊起，又可以防范艰苦的工作条件
或歧视性做法造成家庭和社区中的关系紧张。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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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采矿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掘业试点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5年3月， 14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全球契约、救助儿童会、《儿童权利与商业原则》，儿童基金会，日内瓦，2012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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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工作时间
轮班和通勤

工作条件

采矿业的就业条件可能会要求员工上夜班和长时间工作。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可能超过60小
时，导致父母没有时间与子女相处。长时间工作和上夜班所导致的常见健康风险包括工作压
力、身心表现不佳、睡眠不足和疲劳40，这些问题都会对儿童造成间接的影响，以至于削弱父
母照顾子女的能力。
尽管采矿业的工资通常高于基本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工作轮岗，以及父母
长期不能陪伴子女，采矿业的工作可能会影响劳务输出地的家庭。研究表明，间接影响包括
加剧家庭内部关系紧张、破坏家庭亲密关系和人际沟通 41。表17详细列出了相关的风险、用于
协助企业识别潜在影响的问题、以及矿业公司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和行动。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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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采矿业咨询委员会，《实践准则：工作时间》，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矿业与保护局，2006年，第243页。；
获取PDF文件网址：<www.commerce.wa.gov.au/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copworking- hours.pdf>.
例如，请参见：Peetz，David Robert和Georgina Murray，《采矿作业中非自愿长时间工作》，格里菲斯大学，2010年； 网址：
<http：//geor-ginamurray.org/articles-list/involuntary-long-hours-in-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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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

表 17. 管理员工的工作时间、夜班、通勤和往返两地的工作安排

风险：如果企业不重视工作时间、夜班、长途通勤和往返于两地的工作安排对员工子女可能产生的影响，
可能面临以下风险，从而危及其业务的稳定性：
·
·
·

加重员工的压力和疲劳程度，可能引起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和暴力相向，导致员工的家庭氛围恶化。
增 加 发生工伤事故的几率。
可能最终并间接导致员工的不满和离职率增高。

问题
是否审核过人力资源档案以了解员工是否有子女
或其他受抚养人，确保适当地管理工作条件和工
作时间对儿童造成的间接影响？

是否在征求有子女的员工、安全和健康的员工
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工作时间、夜班和往返
两地的安排？

企业是否统计过有多少有子女的员工必须长时间
工作、上夜班和从事耗费精力的工作？

策略与行动
· 考虑员工的客观情况（例如他们的家庭状况、健康、忍耐力、
睡眠习惯及个人偏好），确定哪些员工的家庭状况需要灵活
性和调整。
· 与这些员工就工作时间和往返两地的工作安排进行沟通互动。
· 收集员工对工作条件的意见，允许有子女的员工参与制定值
班表，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受益。
· 如果有安全与健康的员工代表，应征求他们的意见。
· 重视诸如“换班”等标准以满足员工的个人需求，例如，让夫
妻双方能够在同班次工作；工作期间安排休息（恢复时间）；
和季节性工作安排。
· “耗费精力的工作”包括对体力或脑力要求高或者重复性的工
作，例如，长时间缺乏变化的工作任务。
· 限制将长时间工作和夜班与耗费精力的工作结合，尤其是对于那
些家庭情况可能需要灵活性的员工。
· 制定工作时间的规定，以及关于每天工作时间、每周最长平均工
时、三个月期间总工时、公务出差的计划与方案（每周平均工作
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企业是否确保让员工有充分的时间陪伴子
女？

· 慎重考虑工作时间安排，以避免无规律和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
临时通知工作安排、延长加班时间、轮班期间随时待命、值班表
和白班/夜班以最恰当地适应员工的个人生活和生物钟 。 例如，
虽然有些工人可以忍受长时间的轮班，例如连续工作4周，休息1
周，但那些需要花时间陪伴子女的员工可能会认为连续工作8
天，休息8天是一种更好的平衡方式。
· 允许试行新的工作时间安排，并根据员工的家庭状况及对儿童的
潜在影响对其进行评估。
· 为可能难以适应工作时间的员工提供替代方案。

·举办有关疲劳影响和调控措施的培训。
管理人员和员工是否认识到与工作时间相关的风险
·推行促进卫生与健康的举措。
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
雇主是否针对所评定的风险程度采取适当的监管， ·监控工作状况以确保遵守安全的工作规范。
以确保员工享有良好的家庭生活条件？
42

42：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采矿业咨询委员会，《实践准则：工作时间》，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矿业与保护局，2006年，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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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对女性或父母/
监护人员的歧视

工作条件
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采矿业中，女性在招聘和就业期间可能会受到歧视。如果企业的政
策未能保护女性，可能致使父亲、其他监护人员和儿童面临风险。
对女性的歧视可能与她们怀孕或已经达到生育年龄相关。母亲在分娩后可能无法享受国际劳
工组织第183号公约所建议的至少14周产假。表18提出了一些企业可以遵循的建议，以避免
对女性和监护人员的歧视性做法，而且总体上有助于促进儿童的福祉。

表18 避免歧视女性和父母/监护人员
风险：歧视女性或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员可能会让企业面临下列风险，从而危及其业务的稳定性：
·
·
·

企业可能被指控违反人力资源的规定，或面临被起诉的风险（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
可能导致企业失去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和技能。
在当地和国际上的声誉可能受损。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是否避免歧视性做
法？

· 确保在招聘面试时不询问应聘者的婚姻状况、生育意向或目前有
几个子女。企业应在人力资源主管的合同中包含这方面的条
款，并且/或者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举办此类培训。

是否保证员工享有育儿假（包括领养子女的情
况）？

如果女性申请人选择怀孕，她们的意见是否会
受到尊重？
如果员工或申请人目睹了对女性的歧视，企业是
否可以为他们提供申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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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183号公约，确保女性雇员每次生育享有不少于
14周的产假。
·鼓励父亲休陪产假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通过在人力资源主管的合同中加入相关条款，以确保申请人不
必接受妊娠测试、堕胎或签署保证不怀孕的协议。

·确保可以便捷且匿名的方式举报对女性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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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供应链的工作条
件和对现场承包
商的管理

工作条件
企业供应链中的工作条件和儿童权利方面的潜在议题也令人担忧。企业应将儿童权利因素整合
到供应链的尽职调查，这对于确定实际和潜在儿童权利影响的优先次序至关重要。如果企业尚
未针对供应链制定关于人权或社会影响的尽职调查程序，应首先考虑建立该程序或者同时考虑
到儿童权利的因素。
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开发的《证明价值：负责任采购指南》为启动这一程序提供了支持。43
还有许多参考资料可以指导企业更具体地管控供应链中与儿童权利和工作条件相关的风险44。
除了与供应链中工作条件相关的风险外，在高强度的项目建设阶段（如施工阶段），聘用现场
承包商还会带来潜在的儿童权利风险。企业需要对采矿业中这些司空见惯的风险特别给予重
视。表19提出了企业可以采取的若干行动和策略，用于管控现场承包商所牵涉到的儿童权利风
险。

43

44

88

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 《证明价值：负责任采购指南》， 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 ， 伦敦， 2015； 下载链接： <www.icmm.
com/en-gb/publications/demonstrating-value-a-guide-to-responsible-sourcing>.
请参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供应链：参考资料》’， <http：//supplychainsforchildren.org/en/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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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管理现场承包商的工作条件和对儿童权利构成的风险

风险：分包商不负责任的雇用做法对儿童权利的影响：分包商有可能没有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制定家庭友
好型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允许员工休探亲假、产假和陪产假、充分享受法定的福利，并且制定其他支持员工兼顾工
作和家庭生活的政策。缺乏和/或不执行此类政策可能会妨碍父母给予子女良好的照顾。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在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中包含关于工作条件和儿童权利的要求，
例如：


遵守和不遵守这些条款的后果——合同条款措辞尽可能详
细，指出承包商或供应商应根据具体活动、地理区域等因
素管控特定的儿童权利风险。这些条款也可以适用于所有
各方，通常要求各方遵守国际儿童权利的标准（联合国、
国际劳工组织等）。企业所制定的条款越详尽则要付出更
多精力，但这对于沟通期望和指导供应商遵守要求更加行
之有效。合同应明确说明未达到合同要求的后果。



披露——理想情况下，合同应说明对遵守工作条件和儿童
权利条款进行定期披露的要求，还应具体说明评估供应商
所依据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制定内部制度以保障有效地执行合同的规定（包括监控和问责
机制）是该程序的重要环节。企业应制定相关流程并任命专门
的人员负责审查分包商提交的报告、安排审计和得出结论——
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后续措施，如改进计划或终止合
同。



临时现场走访和第三方审计 ——合同中还可以包括企业可以无
需预先通知走访现场的权利。一些长期合同还可以提出第三方
独立评估/审计的要求，其中包括儿童权利的内容。

企业是否以合同方式就工作条件的具体要求对
承包商施加影响？

企业是否追踪承包商以确保他们遵守既定的工作
条件和儿童权利标准，并与他们合作开展培训、
能力建设和共享信息？

简单的审计方式通常不足以让承包商可持续地加以改进。企业可以
采用各种其他策略让承包商更好地遵守包括工作条件和儿童权利在
内的社会标准。这些策略可能包括：

企业是否与其承包商合作以提高绩效？



从合规/不合规转变为全面的持续改进方案；



以协作评估和根本原因分析法取代审计；



整合各种申诉机制；



承包商的综合能力建设措施，例如要求所有新分包商雇用的
建筑工人都参加儿童权利培训；



企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包括公
开披露和分享风险评估和绩效；



对供应商采取激励措施以改善社会绩效，如价格、数量、期限
和供应商优先权；



制定衡量指标来帮助供应商识别可以改善哪些商业案例的社会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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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其自身的影响力来解决系统性的议题；



全行业协作以解决系统性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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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3.
向手工和小型
采矿作业采购
的矿业公司

工作条件

工业化的矿业公司偶尔会在开展自身采矿作业的同时也向手工和小型采矿作坊采购矿
物，特别是在金、银、钴、铜、钻石、锡石、黑钨矿和铁矿石行业。从手工和小规模采
矿作坊采购会涉及到工作条件和儿童权利方面的重大风险。
特别是在非正式或“非法”的情况下，手工和小规模采矿作坊更容易发生侵犯人权（包
括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例如使用童工、矿工遭受身体或精神暴力侵害，以及缺乏安
全和干净的环境。例如，国际特赦组织最新的一份报告证实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
手工钴矿开采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而且普遍使用儿童矿工。儿童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
影响，并且遭到保安的虐待与非法征税。 [1] 儿童通常可以从事诸如矿物分类和加工、
运输以及供应水和食物等辅助性服务。武装份子或人贩子可能强迫儿童在矿区附近卖
淫，并向采矿工人收取“服务”费用。
因此，那些直接从手工和小规模采矿作坊采购矿物的矿业公司应针对工作条件和童工问
题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矿业公司可以遵循现有的指引[2]来开展此类尽职调查程序，并
最终确定适当的采购方案。这可能包括为这些小作坊提供支持，以确保他们遵守正式规
定或法律要求。
[1] 国际特赦组织《不惜卖命的真相：全球钴矿贸易的“策动力”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境
内的人权侵犯》国际特赦组织，伦敦，2016； 下载链接：
<www. amnesty.org/en/documents/afr62/3183/2016/en> .
[2] 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

域的矿石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第3版，经合组织出版，巴黎，2016；Hidrón，
Clara，和Ronald Koepke，《处理手工和小规模采矿中强迫劳动问题：从业人员工具包》，
负责任采矿联盟，2014年11月；社区和小规模采矿，国际金融公司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可
持续社区发展基金和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齐心协力：大规模采矿如何与手工和小规
模采矿作业合作》，国际采矿与金属理事会和世界银行，北卡罗来纳州。

8.5危险物品与作业

怀孕或哺乳期的女性可能暴露于威胁其生殖健康或其子女生殖健康的物品和作业。在极端情况
下，危险的工作条件可能导致女性和男性员工受伤或死亡，单亲家庭无法获得就业带来的福
利。表20列出了一系列可以用于管理员工接触危险品的行动和策略。

8.6工资、福利和生
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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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不向运营所在地的雇员支付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而且为雇员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
不符合良好的标准，则会加剧儿童的困境。表21总结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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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管理员工接触危险品

风险： 如果企业不能保障员工及其子女的健康与安全，可能面临以下风险，从而危及其业务的稳定：
·

发生事故的几率增加，可能会损害企业在当地和国际上的声誉。

·

可能面临法律诉讼，并导致经济损失。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是否能保证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不会接
触到危险品？

· 通过明确指出风险（警告标识）并给怀孕期间的女员工调换工
作岗位，以确保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不会接触到危险品。

跟随父母到矿区的儿童是否得到了悉心照
料以避免他们发生事故？

· 如果员工将子女带到矿区，企业应该确保建筑工地设有"安全场
所"，便于儿童在这里玩耍并由专业人员照顾。应让家长了解并
意识到这些场所的风险和相关性。

矿区周边的社区是否意识到相关风险，如粉
尘、化学品、噪音、极端温度和重型材料？

· 组织培训班、实地考察和讲习班以提高社区对与矿址相关风险
的认识（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企业是否评估和监控员工的健康状况，以避免潜在 · 与医生一起评估和监控员工的健康状况，应考虑到员工的家庭环
疾病进一步恶化及其可能对儿童造成的影响？
境，以及员工健康对家庭环境的潜在影响。

一旦发生事故，是否可以依据政策为员工及其家
属提供赔偿？

· 制定明确的补偿政策，其中应考虑到员工的家庭环境和家庭的需
求，并确保工伤事故不会导致家庭的收入显著下降。

表 21. 管理员工的工资、福利和生活条件

风险： 如果企业没有考虑到与工资、福利和生活条件有关的议题，可能会面临以下风险，从而危及其业务的
稳定性：
·

员工及其子女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可能受到消极影响，这可能导致企业与当地社区关系紧张。

·

企业可能因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标准而面临法律诉讼。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员工的收入是否足以保障儿童获得体面的生活
条件？

· 确保向员工支付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让他们能够满足子女的基本
需求，并且可以供他们上学。企业应该评估当地足以维持生活的
工资水平并将调查结果应用于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低技能的员
工。

企业是否为员工提供足够面积的住房、安全且靠近 · 确保员工宿舍为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例如，针对这一
商店、医院和学校？
议题对员工进行民意调查（或简单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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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保护儿童免遭
性暴力侵害
在矿区附近生活的儿童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日趋增
加，包括遭受性暴力侵害。《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第34条规定，必须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
性剥削和性虐待”。虽然政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但企业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工具

9

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你们的企业在尊重和促进每位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的权利方面采取什么立场？下图显示了
从最低程度的合规，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主动领导的连续过程。

级

以正式的评估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例如影响评估符合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的要求，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尊
重和促进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权利。

5
级

4
级

3
级

以正式的评估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例如影响评估符
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的要求，采取具体的措施
来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以正式的评估和管理制度处理人权议题，例如影响评估且
符合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的要求，采取一些措施
来处理性暴力。

以正式或临时的评估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采
取一些措施来处理性暴力。

2
级

1

遵守国家法律， 但 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管理制 度来处
理包括性暴力在内的人权议题。

工具9旨在支持矿业公司深入了解针对儿童的性暴力，更有效地评估风险并执行保护儿童的
政策和机制，降低在采矿运营环境中发生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可能性。如果企业尚未制定并
采取全面措施来评估和管理其对人权的影响，则应优先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企业在实施 保护儿童 免遭 性 暴力侵害的 新政策、 机制和 措施之前， 可以根据 将儿童 权利
视角纳入其社会或人权影响评估过程的相关指引来找出议题(见工具1：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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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议题与相关
标准概述

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儿童权利委员会将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性剥削定义为：


引诱或胁迫儿童从事任何非法或具有心理伤害性的性活动；利用儿童进行商
业性剥削；利用儿童制作儿童性侵犯的音像制品。



儿童卖淫、性奴役、旅行和旅游中的性剥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贩运和
买卖儿童用于性目的和强迫婚姻。

这些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不一定伴随人身暴力，但“仍然会造成心理上的侵扰、压迫和创
伤。”45
针对儿童的“性暴力”是指性虐待和性剥削，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以及与人身和心理暴力
相关的行为……”。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出发，各国应该通过尽可能广泛和有效的立法和政策
给予儿童保护或让儿童寻求保护，做到不留任何漏洞以确保所有儿童得到保护并免受伤害。46
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儿童的性暴力的危险因素可能与采矿运营所处的环境有关，包括与艰苦
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瞬息万变的环境相关的潜在议题，例如： 47


贫困和匮乏，导致儿童卖淫的问题。



生活条件和社区景观的变化，包括失去熟悉的地标性建筑，导致矿工和包括
儿童在内的社区成员被孤立和排斥。



由于人口迁入造成人口密度过高，有些员工可以趁机隐瞒身份，而且社区成
员会将对儿童进行商业性剥削视为一种经济“机会”。



儿童在街头、贫民窟和夜间娱乐场所附近生活或谋生，让他们置身于容易发
生性暴力的环境。



童工，在违反国际标准的情况下将儿童置于危险境地。



对针对儿童的性暴力缺乏了解；员工和社区对性暴力的各个方面及犯罪者应
承担的后果认识不足；儿童对自身的权利也知之甚少。



在施工期间大量工人和承包商会聚集到矿区和周边地区，可能导致企业的监
督和管理方面出现漏洞，例如，未能查明在儿童性虐待方面有前科的人员。



该国家或地区对儿童的基本保护程度低且法治遭到破坏，导致违法者认为自
己不会受到检控，而且幸存者几乎没有机会诉诸法律。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权利》的第13 号一般性意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GC/13， 联合国，
2011年4月18日，第25条（a-d）。
46 儿童性剥削问题机构间工作组《关于保护儿童使之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术语准则》，国际终止童妓组织（ECPAT），曼谷，
2016年6月，第16页； 网址： <www.ilo.org/ipec/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490167/lang--en/index.htm>.
47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迈向没有暴力的世界：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全球调查》， 网址：http：
//srsg.violenceagainst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_final/toward_a_world_free_ from_violence.pdf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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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要求，工商企业有责任“避免通过其本身的活
动造成或加剧负面人权影响，并消除已经产生的影响”——努力防止或减轻由其商业关系
与其运营相关的负面人权影响，即使并非由它们造成此类影响。 48
为了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矿业公司可以从不同层次采取行动——包括内部政策和计
划、对承包商的责任、以及与当地社区进行沟通互动，后文中将进一步论述这些议题。

保护儿童免遭
性暴力侵害的
参考资料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权利》的第13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下载链接：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
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5&DocTypeID=11>
世界卫生组织《性暴力受害者的医疗和法律照护指南》，第7章《儿童性虐待》，网址
<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 publications/violence/med_leg_guidelines/en>
儿童性剥削问题机构间工作组《关于保护儿童使之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术语准则》（卢森
堡准则），下载链接： <www.ilo.org/ipec/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490167/lang-en/index.htm>

9.2
内部政策与
管理制度

企业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的第一步是制定内部政策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旨在防止针对
儿童的性暴力，并在有人提出指控或发生此类事件时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表22介绍了
企业在这方面将其纳入管理制度的措施。

48

9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联合国，
纽约和日内瓦，2011年，第14页； 下载链接：<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 Too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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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表22. 通过政策和制度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风险： 如果企业的内部政策和管理制度未考虑到针对儿童的性暴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企业可能无法防范在运营
中及周边发生性暴力。由于潜在的声誉风险、法律诉讼，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务威胁和采矿作业周边的社会环境恶
化，使其业务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问题

策略与行动



企业是否承诺尊重儿童权利？




企业是否致力于提高全体员工对儿童性虐待问题 
的认识？例如，企业是否确保员工知晓儿童卖淫 
是针对儿童的性暴力？
企业在与员工签订的合同中是否提及并解释对儿童
进行性虐待是违法行为？



企业是否评估和监控员工的健康状况，以避免潜 
在的疾病恶化及其对儿童可能产生的影响？
企业能否确保员工以前没有性虐待的前科？

96

为全体员工举办培训以提高他们对性虐待的认识。
尤其要提高安保公司的认识，并指导安保公司如何查明和
监控全体员工中是否存在此类风险。
人力资源部门应在与员工和承包商签署的合同中包括一项条款
来说明将对儿童性虐待行为（包括儿童卖淫）提起诉讼，并说
明企业会将此类案件提交给相关政府部门。

与医生一起评估和监控员工的健康状况，应考虑到员工的家
庭环境，以及员工健康对家庭环境产生的潜在影响。



如果当地和国家的法律允许，则应该核查其犯罪记录。



制定人口迁入管理策略，以调控矿区的人员涌入（见工具4：人
口迁入）。

企业是否制定了关于人口迁入的管理策略与融合
计划，旨在控制工人的涌入并促进他们融入？这 
项计划是否涉及到提高对儿童性虐待的认识？

企业是否制定了举报虐待行为的制度？

确保企业承诺打击针对儿童的性暴力，例如，审查现有的政策
并找出不足之处。
制定对儿童性剥削零容忍的政策和行为守则，用于处理员工和
承包商的行为。
获得高层的承诺并分配责任和资源来处理已查明的问题。
确保公布这项承诺，并在内部和外部传达给所有相关方。

为来自该国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员工制定融入计划，其中可
以专门包括一个培训单元来提高员工对儿童性虐待的认识。



为有需要的员工建立一个心理支持部门。



确保儿童可以通过企业的申诉机制举报此类虐待行为。



让员工了解这一申诉机制并提高他们对潜在法律后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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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4.
谢里特国际公司处理
剥削儿童行为的举措

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谢里特国际公司在马达加斯加建造安巴托维镍矿期间，收到了关于某些分包商对年轻女孩
进行性剥削的指控，该公司决定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寻求帮助以处理这一问题。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为谢里特国际公司提供了指导意见，针对全体工作人员制定和执行零容忍政策，
面向员工开展宣传活动，并且提高当地社区对这一重要议题的认识。
资料来源：Sitter与 Mark，《致力于处理采矿业中剥削儿童的问题》，谢里特国际公司，2015年
5月14日， <www.sherritt.com/English/Investor-Relations/News-Releases/News- ReleaseDetails/2015/Working-to-Address-Child-Exploitation-in-Mining/default.aspx>.

9.3
对承包商负有责任

企业可以通过对供应商或承包商施加影响来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表23列出了一系列
企业可以用于在业务关系中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的策略与行动。

表23.处理与业务关系相关的性暴力问题

风险： 如果企业无法确保其承包商了解并执行企业的零容忍政策，一旦承包商犯罪，企业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从而使其声誉受损，而且可能面临法律诉讼、财务威胁和社会环境恶化。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审查适用于承包商的尽职调查，以确保对其进行适当的虐待
儿童筛查，包括性虐待。
如果有多个承包商，应考虑根据其员工的数量和原籍、矿区
的位置、职责（包括安保职责）和合同期限，对所有承包商
进行审查和风险评估。




确保承包商在其政策/行为守则中就尊重儿童权利作出规定。
应公开这些政策。



采购部应确保承包商与其雇员签订的合同提及对儿童实施性
虐待触犯了法律，并提及相应的处罚。

企业是否确保承包商的雇员没有实施性暴力的前 
科？

在符合当地和国家法律的情况下，要求有风险的承包商审核
其雇员的犯罪记录。



考虑要求承包商举办培训，以提高承包商全体员工对儿童性
虐待问题的认识。

企业是否确保承包商与以往的前虐待儿童事
件没有牵连？

各个承包商是否也承诺将尊重儿童权利？

承包商的雇员是否也受到合同的约束，合同指出
对儿童实施性虐待是非法行为？

承包商是否致力于提高工作人员对儿童性虐待
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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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5.
在哥伦比亚保护
公路沿线的儿童
与青少年

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伦比亚办事处与哥伦比亚石油公司（Ecopetrol）签署了《运输公司禁
止在哥伦比亚公路沿线对儿童进行性剥削》的协议，旨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共计24家哥
伦比亚石油公司的运输承包商响应了该项目的呼吁，致力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不会受到任
何助长性剥削和破坏本协议完整性行为的伤害。这一举措包括针对运输公司的雇员举办意
识提高的培训，查明高风险地区并为这些地区制定具体的申诉机制。
资料来源 ：Minuto30.com ，《运输公司禁 止在哥伦比亚公路沿线对儿童 进行性剥削》2016 年4月26
日， <www.minuto30.com/transportadores-contra-la-explotacion-sexual-de-la-ninez- en-las-carreteras-decolombia/466140>.

9.4 与社区沟通互动

企业可与当地社区中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以促进对儿童的保护，例如，通过举办意识
提高活动， 便于当地利益相关方依据自身对当地环境的了解为企业的儿童保护工作出谋划
策。表24列出了企业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关键策略与行动。

表 24. 消除周边社区中的性暴力风险

风险： 企业与社区就儿童保护和性暴力问题进行沟通互动有助于降低该地区儿童遭受性暴力的风险，并全面促进
社区的福祉。
问题
企业是否参与了提高社区对性虐待及其后果的
认识？是否直接提高儿童的认识？

企业是否与包括娱乐业在内的当地商业机构联手
打击性虐待行为？

策略与行动





与公民社会和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确保通过讲习班、宣传
教育活动和培训与员工和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互动，确保他们了
解性虐待所牵涉的内容及后果（见工具10：社会投资）。
与该地区商业机构的主管会谈，确保他们了解性虐待的风险。
确保这些商业机构了解举报虐待行为的机制。


企业是否参与了造福当地居民并改善其生计的长期 
发展项目？


98

开展改善矿区周边家庭与儿童生计的发展项目（见工具10：社
会投资）。
考虑提高与儿童沟通互动的程度与方式，包括组织社区和/或
学校讲习班、实地参观和宣传教育活动（见工具2：与利益相
关方沟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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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6.
英美资源集团
致力于在巴西
巴罗阿尔托减
少青少年怀孕

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

在巴罗阿尔托市（BarroAlto），英美资源集团与当地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Reprolatina合
作。该机构致力于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增强妇女权能、提供技术支持以改善弱势群体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
英美资源集团通过双方的合作关系，实施了一个提倡预防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项目。该
项目将研究、行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力求减少意外怀孕、降低在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
毒）、吸毒、暴力、性剥削、性健康和其他生殖健康方面的脆弱性。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
增强妇女权能和提高医疗机构、教育工作者和年轻人的能力。2010年至2012年间，该公
司为该项目投资了70万美元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产前护理所登记的青少年怀孕比例从
2010年的40%下降到2012年的16%。截至2012年底，共有17500多人受益于该项目的教育
活动。
资料来源：英美资源集团，《201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与Reprolatina合作》，第51页； 获取 PDF文件
网址： <www.angloamerican.com/~/media/Files/A/Anglo-American-Plc/arsdr2013/SDR_p44-51.pd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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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与
采矿工具包

社会投资
从长远看，投资于儿童的安全、教育和健康会使
社会具备更强的修复能力、更加和睦，从而为大
型采矿作业周边社区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最
佳基础。对儿童的投资还可以为企业培养合格的
劳动力，改善与社区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得社会
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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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
你们的企业在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利用企业社会投资发展儿童友好型社区方面采取什
么立场？下图展示了企业从缺乏有效的制度，到采取最全面的企业责任措施和主动领导
的连续过程。

级

5
级

4
级

3
级

2
级

以正式和综合的社会投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
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尊重和促进儿童权利，最终促进儿童友好
型社区的发展。

以正式和综合的社会投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
题，采取全面的措施尊重儿童权利。

以正式的社会投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采取
有限的措施来处理儿童权利议题。

以 正式和 临时 的 社会投资规划和管理 制度 来处理人
权议题。

缺乏有效的社会投资规划和管理制度来处理人权议题。

1
工具10旨在协助矿业公司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并通过其社会投资举措与当地发展的优
先事项保持一致。
各机构已经开发了若干工具和指南来协助企业实施有效的企业社会投资，包括第10.1节中
的参考资料专栏所绍的工具和指南。本工具进一步支持将儿童权利考虑因素纳入企业目
前的社会投资的规划流程，以更好地保护儿童权利并促进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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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议题与相关
标准概述

社会投资
以往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表明采矿业的大部分社会投资活动都徒劳无功，原因如下：


过于注重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儿童权利方面体现为修建学校、医疗诊
所和其他社区设施；



处于被动，不具有战略性和主动性，未能纳入并配合国家、区域和地方的长
期发展规划；



未涉及到采矿作业对儿童权利的影响。

许多社会投资举措可能只会产生短期的效应，大多数举措在处理涉及长期发展和采矿影响
的议题方面缺乏新意。本工具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基础给出了指引。本工具分为四个方面：
（1）明确企业在受影响社区对儿童权利产生的重大影响；（2）设计包含儿童权利视角
的企业社会投资战略；（3）执行企业社会投资以促进儿童权利；（4）监控、评估并披
露预期儿童权利影响的社会投资绩效。
本工具针对上述每个方面都介绍了应考虑的因素和提示，以及企业可以通过战略性社会
资活动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企业社会投资
的参考资料

国际金融公司《战略性社区投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的优秀实践手册》， 下载
链接 <www.ifc.org/wps/wcm/connect/
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
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handbook_communityinves tment__
wci__1319576907570>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卓有成效且可持续的社会投资指
南》， 下载链接： <www. ipieca.org/resources/good-practice/guide-to-successfulsustainable- social-investment-for-the-oil-and-gas-industry>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业研究所，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超越自愿主
义：资源采掘业中企业社会投资的角色转变》， 下载链接： <www.csrm.uq.edu.au/
publications/beyond-voluntarism-the-changing-role-of-corporate-social-investment-in-theextractive-resources-sector>

良好的社会投资规划是根据需求和机会、运营的影响，以及矿业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等数

10.2
识别对儿童
权利的影响

据而制定的。不适当的规划可能导致巨额投资无法带来所预期的结果或消除相关的社会风
险。如果规划得当，企业的社会投资有助于实现儿童权利，并且促进更广泛的地方社区发
展，以及支持和改善与社区的关系，有助于企业维护其社会经营许可。
表25概述了企业在社会投资规划的阶段，应考虑哪些重要因素以识别对儿童权利产生的
影响。根据对于下表中所列行动的理解来制定企业的社会投资战略，这是保持所选社会
投资活动的业务案例顺利进行，并确保企业和社区都能持续受益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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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

表 25.在规划阶段查明对儿童权利产生的影响

风险：如果企业没有全面评估社区中的重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运营之间的相互影响，则可能无法解决关键的
问题。例如，儿童在新修的基础设施周边的行为方式可能有别于成人，或者没有意识到某些风险，从而导致意外
受伤。这可能导致企业面临社会抗议、失去社会经营许可、经济损失等。
问题

策略与行动

哪些问题对采矿作业和包括儿童在内的其利益相关 
方至关重要？
某些问题何时以及为什么会对运营产生重大的财
务影响？


重要性分析过程的一项内容是与利益相关方磋商，以更好地了
解对儿童产生的关键影响，并深入了解应优先采取哪些社会投
资举措来有效地减轻这些影响。
分析应贯穿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因为问题可能会发生变化。



可以通过矿业公司持续开展的工作获得大量的数据，包括环境
和社会影响评估、重新安置行动计划、意见调查和其他风险评
估。
应审查这些数据并发现缺失的信息，特别是关于适合于儿童的
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有关儿童福祉和权利的内容（有关具体数
据来源及其用途的更多信息，见工具1：影响评估）。

是否可以利用现有数据和研究，包括当地的
发展计划？





非政府组织关于运营领域、关注儿童或家庭议题的研究是宝贵
的信息来源，有助于了解哪些议题对于社区具有重要性。



如果各方公认访谈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措施，而且有能力安全地
对儿童进行访谈，则可以访谈儿童。在访谈儿童时，必须遵守
相关规则，包括考虑儿童的福利、父母的偏好、问题是否适合
于儿童的年龄等。
无论是访谈方法，还是访谈内容都不会以任何方式对儿童造成
伤害（参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如果无法访谈儿童或者访谈并非最佳选择时，父母和监护人可
以代表儿童接受访谈。所采用的访谈方法要确保在数据收集和
分析回应方面的完整性（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
动）。

是否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可供参考？

能否访谈家庭成员以查明议题，用于制定战略
性和关注社会性别的企业社会投资？





能否与社区成员、地方政府、专家和公民社会
的代表等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以帮助查明企
业社会投资的议题？


103

社会服务专家、地方规划专家（地方政府）、地方儿童发展方
面的专家、专门的政府机构（如警方的儿童保护部门）和其他
人士在查明与儿童有关的问题和干预机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
磋商的方式必须对儿童具有包容性。磋商方法可以通过直接与
儿童磋商，或者通过代表儿童的其他人来反映儿童所关切的事
宜和议题。组织磋商的人员应训练有素并且熟练掌握所需的技
巧（见工具2：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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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在规划阶段查明对儿童权利产生的影响（续表）


·

由于儿童表达关切或意见的能力可能有限，因此很难发现与儿
童相关的议题。累积影响视角有助于确保不遗漏重要问题，
而且可以揭示不同问题之间的复杂联系。



与其他矿业公司（在运营地点附近或全国范围内的矿业公司，
具体取决于认定的受影响区域）、供应商和承包商（包括运输
公司）沟通互动以进一步了解情况，并确保从价值链的角度全
面评估对儿童权利的影响。



企业在整个批准过程中始终与地方政府保持沟通，以查明在保
护儿童权利方面的潜在不足（见工具1）。必要时向地方政府
提供相关信息，使其认识到需要改进或提供哪些公共服务来改
善儿童的生活。



听取公民社会代表的意见，并让他们向地方和国家政府进行倡
导以争取更多资源，以及/或者支持他们提供公共服务。



与地方政府签署一项协议，承诺弥补在儿童权利方面的不足之
处（例如，预防童工、为受影响的地区配备教师），可能与企
业开展合作。（请参阅下文专栏 17 中的示例）。



支持地方政府加强对社区的问责，例如签署协议或支持政府公
开承诺保护儿童权利。

企业是否采用“累计影响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否致力于根据其职责、权力和资源
来保护儿童权利，并对这些工作保持公开透
明？

10.3 设计战略

企业在收集了10.2 节中所提及的信息后，应将其用于制定企业的社会投资战略。表26列
出了基于以往经验教训所总结的重要注意事项。还列举了矿业公司的项目实例，以帮助
规划人员博采众长，提出想法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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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从儿童权利的角度设计社会投资战略

社会投资战略的考虑因素
风险： 错过共享价值的机会；未能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并支持长期的经济发展； 忽视软性基础设施、错失关键
的发展机遇；以及忽视预防问题的机会。
问题

策略与行动


避免“飞地系统开发”（即采矿作业只开发满足自身需求的基
础设施），应考虑采取多用户和多用途的方式共同使用采矿业
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包括与周边社区共享道路或铁路运输、供
水系统、电力、电信、港口和输送管道。



支持地方政府确定可以改善儿童生活的重点项目。

是否可以促进共同利用采矿业的基础设施？


地方政府是否确保采矿作业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为改

善儿童的生活作出贡献？？


国家如何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重新分配了采矿运营所产生的收入后，地 
方政府如何管理这些收入？

与地方政府共同执行已确定的项目。

与国家和/或地方政府沟通互动，确保对采矿运营的收入保持
公开透明。
考虑采用/制定社区发展协议框架来体现地方和中央政府向当
地社区提供福利的承诺，包括向儿童提供支持与服务（见下
文专栏18）。



协助地方政府让中央政府对满足儿童需求所需的资源给予重
视，以便在面临财政困难时，为医疗保健和教育项目争取更多
的资金。



将社会投资活动与采矿运营的其他活动、投资和部门相结合或
整合的机会包括：采矿运营活动，例如员工的住房、道路建设
和环境管理——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到儿童权利影响的关键方
面。与这些并行活动相结合既可以利用投资造福儿童，也能够
对采矿运营的规划和实施产生积极影响。这可能包括下列事
宜：

−

为员工和/或重新安置社区的居民提供住房，例如重新安置期
间向以儿童为户主的家庭提供特别援助；在新建社区中配备儿
童娱乐设施。

−

环境（水、土壤）例如，举办向儿童宣传关于污染、安全饮用
水和健康的教育活动。

−

道路安全，例如，教导儿童如何穿越新修的道路，以及如何遵
守交通规则的项目；保障儿童上学和放学途中的交通安全。

企业能否利用现有活动制定新的社会投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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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从儿童权利的角度设计社会投资战略 (续表)

· 
企业能否促进社区内的中小企业与采矿业务相结
合？

在当地寻求外包服务可以促进周边社区的经济发展，对家庭
生活水平和儿童权利产长远且有益的影响。建立业务联系的
例子可能包括：
− 为母亲们提供启动资金、能力建设和设备，帮助她们
管理专门生产装运矿物袋子的车间。
− 建立合作关系以发展手工采矿业。

企业能否投资于"软性"基础设施，如发展性的社
会投资？



重视软性基础设施的提议包括：

−

利用企业现有的健康与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当地医院和诊
所制定能力建设项目并开展健康教育项目。

−

支持和培训教师， 协助开发课程。例如，哥伦比亚 Cerro
Matoso 矿（必和必拓公司）开展的“教育支持计划”旨在提
供教育援助和制度化的支持，以提高来自最弱势和最低收入家
庭儿童与年轻人的学习成绩。

−

建立汇聚利益相关方的平台，以确保儿童问题始终是发展议程
的核心内容。

−

提高年轻人在工商管理和信息技术技能等方面的能力。

−

与当地政府进行磋商对于识别适当的机会至关重要。



在大型采矿运营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社区内可能会出现某些特
定的社会问题。这可能源于某些不安全的行为，例如过马路时不
观察车辆，或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的风险增加。



提高公众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认识是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案。例
如，“Mackay 预防道路事故行动组”针对年轻司机、疲劳驾驶
的司机、吸毒和酗酒的司机，以及有不当驾驶行为的司机开展工
作，以提高道路安全的成效。



在适当的情况下，企业应考虑在政策层面做出改变。例如，与
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倡导改进面向家庭的社会服务和卫生服
务，完善教育，执行禁止童婚的政策或杜绝虐待儿童，在此仅
略举几例。

企业能否通过意识提高和教育来重视预防，以促
进更安全的行为？

企业是否考虑通过改变政策来重视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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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
蒙古的社区发展协议 社区发展协议（CDA）是企业与社区、以及有时候与（地方）政府之间签署的地方性协议
（或合同），内容围绕提供哪些服务以惠及社区并获得"社会经营许可"。
政府、企业和社区可以通过社区发展协议来建立可持续和互利互惠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税
务和其他财政机制，确保将从采矿和勘探作业中获得的收入回馈给受影响的社区，以支持社
区发展。
在蒙古，由于公民社会推动地方参与关于采矿的决策 [1] ，2006年颁布的《矿产法》首次提
出了制定地方一级协议的法律要求。《矿产法》第42.1条规定，许可证持有方应与当地行政
机构合作，就环境保护、矿山开采、与矿山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就业机会等问题
达成协议。
根据2014年对《矿产法》的修订，蒙古政府正在制定一个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协议范本，目前
正在征求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社区发展协议模式是在数据和公平的基础上提出的框架。
该框架从临时支出和短期经济补偿转向长期、共同的发展愿景 [2]。 该示范框架的草案尚未
按照儿童基金会在公开磋商期间的建议将儿童列入协议范本的格式。希望该框架能够有助将
儿童权利和儿童发展问题作为当地福利的核心内容。

参 考 文 献 ： [1]Dalaibuyan ， Byambajav 《 提 高 蒙 古 采 矿 业 地 方 级 协 议 的 透 明 度 》 2015 年 12 月
2Goxi.org。[2] 2016年3月24日蒙古矿业部官员在乌兰巴托会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时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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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实施社会投资
促进儿童权利

社会投资
国际金融公司开发的手册 49为企业执行、监控和评估社区的社会投资项目提供了指引。本
节进一步介绍与儿童相关的内容。在执行以儿童为重点的社会投资阶段，企业应确保与
那些熟知儿童议题的利益相关方合作。
在解决牵涉到众多不同利益相关方利益的议题时（包括与儿童有关的议题），各方进行
合作会大有裨益。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些优势包括：
· 多样化的观点、见解、技能和解决方案；
· 增进对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的了解；
· 减少对某一方的依赖；
· 提高各个合作伙伴的能力；
· 充分利用资源的机会；以及
· 赢得声誉。

10.5
监控、评估与披露

此外，融洽的合作关系可以确保社区对项目及其成果拥有更大的自主决策权，从而为包括
儿童在内的社区居民带来更加持久的成果。真正的合作关系致力于：


共同制定干预措施（而不是仅由占优势的一方制定）；



各方共同分担风险或由最有能力管控风险的一方来承担风险（而不是将风险
从企业转移到其他的执行方）；



双方同意并共同承担义务（而不是仅由某一方承担义务）；



制定无固定期限的合同条款（而不是有时间限制的合同）；以及



所有各方利用汇集的资源执行工作计划（而不是仅由一方用自身的资源来执
行）。

企业在考虑让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投资项目或社区发展时，应力求在合作关
系中包含各类专业知识和经验，包括以儿童为工作重点的地方组织，例如政府机构或
非政府组织。（有关儿童权利利益相关方的更多实例，请参阅第 2.3 节的表 3）。
监控与评估是卓有成效的社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根据持续的反馈意见
来管理和调整社会投资方案。这也是一个促进内部和外部交流项目成果、与利益相关
方沟通互动的平台，并确保随着时间推移项目依然能够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如果企
业处于规划和实施的早期阶段，请参阅国际金融公司《手册》第 8 章关于社会投资方
案的衡量与沟通策略。 50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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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战略性社区投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的优秀实践手册》，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特区，2010年6月。
国际金融公司，《战略性社区投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的优秀实践手册》第8章 “衡量和沟通战略优势” ，国际金融公司，
华盛顿特区，2010年6月，第95-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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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企业选择哪种方法来监控与评估成果，除了其他的项目指标以外，还应收集关于对
儿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方面的有用信息。在以儿童为重点的社会投资活动中，作为主要
利益相关方的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拥有发言权或代表权。
披露有关儿童权利的社会投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应包括以下步骤：


查明运营影响范围内存在的儿童权利议题，并概述查明问题的方法；



阐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处理已查明的问题；



根据之前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来披露在维护和支持儿童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成
果/进展；



记录所遇到的挑战，并制定行动计划来改进项目成果。

这份披露报告是颇有价值的内部文档，但也可以通过公开发布而让其他的企业、行业、
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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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儿童的脆弱性列表

A
年龄阶段

类别

主要的脆弱性

出生前

健康

依赖于母亲的饮食（食物中所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营养不良和孕产妇健康状况不佳可能会
影响胎儿的大脑和身体发育

健康

婴儿期： 0–2岁

健康

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使胎儿特别容易受到环境毒素（例如灰尘，化学物质暴露，水污染）的影
响，从而影响发育。

健康

渗透性血脑屏障使大脑更容易受到毒素的伤害

健康

发育中的胃肠系统由于排毒能力较低，导致体内环境毒素的浓度升高

健康

在0-6个月期间（平均而言）依赖于母乳或配方奶

健康

依赖于食物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营养不良会影响大脑和身体发育

健康

极易感染疾病，包括水传播疾病； 在这个年龄阶段最重要的是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

健康

缺水； 潜在的脱水会对儿童的健康和发育构成重大威胁

健康

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使胎儿特别容易受到环境毒素（例如灰尘，化学物质暴露，水污染）的影响，
从而影响发育

健康

渗透性血脑屏障使大脑更容易受到药物和毒素的伤害

健康

发育中的胃肠系统由于排毒能力较低，导致体内环境毒素的浓度升高

健康

女童面临残割/切割女性生殖器的风险（FGM / C）

健康

用手碰嘴的行为导致经口摄入潜在危险物质的风险升高

健康

幼儿因缺乏知识看不懂警告标识，增加了他们因接触化学品、铁路和交通流量增加而造成事
故的风险

情感发展
健康
社会

需要刺激以促进心理发展；缺乏父母/监护人员陪伴容易对其造成影响
需要关爱、与主要监护人员形成依恋关系的机会，这对儿童的身体、情感、社会和认知发展至
关重要
残障儿童被排斥的风险最高

安全

任性的行为，儿童不听从指示的可能性增加

安全

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容易遭受人身暴力和虐待

安全

儿童期： 6–11岁

处于学习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因无法读懂警告标识，导致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增加

安全

更容易遭受暴力虐待（包括性暴力和性剥削）

教育

难以获得优质的幼儿教育

健康
健康

依赖于食物中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不良会影响大脑和身体发育
危险的性行为、药物滥用、缺乏孕产妇和生殖保健服务，影响到年轻女性和下一代

健康

女童面临残割/切割女性生殖器的风险

健康

青春期（可能怀孕）

情感发展

需要刺激以促进心理发展；缺乏父母/监护人员陪伴容易对其造成影响

社会

成为一家之主并承担家庭责任，但没有得到法律保护/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不得参与关于补偿
的谈判）。
被大多数磋商/政治程序拒之门外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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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脆弱性列表

A

青春期后期和青年时期

社会

与同龄人交往的能力； 与比自己年长的年轻人发展社会关系并被其教唆从事危险或犯罪活动
的风险； 缺乏成人给予的建设性指导意见

社会

残障儿童被排斥的风险最高

安全

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包括性暴力/性剥削）和拐卖

安全

容易沦为童工

教育

缺乏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包括关于危险行为的教育，例如不安全的性行为、吸毒）

教育

沦为童工的风险，危害其健康和受教育的机会

健康

健康

危险的性行为、药物滥用、缺乏孕产妇和生殖保健服务，影响到年轻女性和下一代

健康

女童面临残割女性生殖器的风险

健康

早孕

情感发展

需要刺激以促进心理发展；缺乏父母/监护人员陪伴容易对其造成影响

社会

综合

对食物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依赖； 营养不良可能影响大脑和身体发育

获得住房；具备向成年期过渡的经济能力（例如，通过结婚或组建独立家庭）

社会

成为一家之主并承担家庭责任，但没有得到法律保护/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不得参与关于补偿
的谈判）

社会

被大多数磋商/政治程序拒之门外

社会

与同龄人交往的能力；与比自己年长的年轻人发展社会关系并被其教唆从事危险或犯罪活动
的风险； 缺乏成人给予的建设性指导意见

社会

残障儿童被排斥的风险最高

社会

缺乏发表意见和行使公民权利和责任的机会； 无法获得司法服务

安全
安全

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包括性暴力/性剥削）和拐卖
容易沦为童工

教育

缺乏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包括关于危险行为的教育，例如不安全的性行为、吸毒）

教育

沦为童工的风险，危害其健康和受教育的机会

劳工

参加工作：年轻人失业率高、工作条件差（例如年轻人被迫加班、上夜班、在危险条件下工作）

社会

被剥夺继承权

社会

女童可能特别容易遭受性剥削/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社会

未来无法获得自然资源（代际正义）

资料来源：本列表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银行的指导说明《将关注儿童纳入贫困与社会影响分析》中与年龄段相关的脆弱性列表为
基础，并进一步丰富了其内容。（PSIA），2011年9月，第7页。获取PDF文件网址：
<www.childimpact. unicef-irc.org/documents/view/id/130/lan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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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口迁入对儿童产生的
潜在积极与消极影响

积极的影响：儿童可以从当地采矿带来的积极影响中获益，主要是间接地受益于父母和整体民众获得的福利和赚钱机
会，包括下列方面：
·

提高了当地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并增加了地方税收，从而提高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权能。

·

改善本地培训和技能发展的机会。

·

扩大基础设施，例如道路、住房、水和卫生设施以及电信通讯。

·

改善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包括卫生、教育、垃圾处理、水电供应。

·

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给予重视和投入。

消极影响见下表：
矿工的子女
· 家庭和个人的流动导致混乱、不确定性和面临风险。
· 直接或间接受雇于采矿业的父母需要长时间工作。
· 由于采矿工作安排，有时候父母数周不能陪伴子女。
· 社区中的女性和男性流动工人产生两情相悦的关系，另外组建家庭的可能性增加。
· 许多工人在施工阶段结束后离开，去往新的项目点，导致单亲家庭、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量增加。

在劳务输出地区
· 劳动力输出社区的人口减少，服务机构因为收入减少而导致社会服务质量下降。
· 父亲、母亲或其他监护人员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离家在外，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儿童面临长期或甚至永久与父母分离。
· 以儿童为户主的家庭数量增加。

经济影响
·人口迁入增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并导致贫困加剧。
·住房成本的增加可能迫使某些家庭永远搬离该地区。
· 就业竞争加剧。
· 家庭经济保障面临风险，包括债务增加，以及难以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
· 手工采矿和小规模采矿涉及使用童工。
· 形成了移民和流动工人的非正式住宅区。

社会
· 因种族、宗教或文化原因而排斥移民。
· 商业活动增加（劳动力、贸易、交通、新产品的引进）对儿童构成风险。
· 与休闲有关的活动增加（成人娱乐活动、餐厅和酒吧、赌博）对儿童构成风险。
· 失业的后果——导致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包括儿童的安全和家庭暴力。
· 性剥削和性暴力的风险。
· 青少年怀孕率增加。
· 在运输沿线和矿区的卖淫问题，包括剥削儿童的风险。

基本服务
· 对社会基础设施的压力，包括幼儿保育和教育、学校和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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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积极与消极影响

· 人口迅速增加，导致住房拥挤不堪，卫生服务负担过重，包括垃圾处理和供水管理。

安全与治安
· 儿童（特别是女童）在上学途中和公共街道上面临的风险增加，包括骚扰、性诱拐和性暴力。
· 儿童为户主的家庭容易遭受犯罪侵害，包括性剥削。
· 私营安保公司与公共治安部门增派人员，与儿童发生冲突的风险。
· 犯罪率上升，包括青少年犯罪。
· 社区因土地使用和土地供应（用于住房，农业等目的）发生冲突。
· 由于劳动力竞争加剧而导致的社区冲突。
· 种族，宗教或文化原因导致接收社区与移民之间发生冲突.

健康
· 传染病和卫生问题。
· 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
· 酗酒和吸毒增加，包括儿童和年轻人酗酒和吸毒。

缺乏监管（留守儿童）
· 在家庭内发生的事故。
· 缺乏食物和卫生设施。
· 因照顾年幼的弟妹而旷课。
· 从事犯罪活动。
· 酗酒。
· 在没有获得充分资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
· 被陌生人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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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C
许多矿业公司都将对环境影响的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旨在预防和应对采矿运营中已知的风险和后果。例如，社会和经济影
响包括水资源被污染或枯竭所导致农业生产和渔业减产，或者当社区成员选择从事采矿工作，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从而
导致当地粮食产量下降，粮食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包括：建造和挖掘矿山基础设施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及矿山周边逐渐形成非正式定
居点。 在采矿社区中，通过水或空气传播的疾病屡见不鲜，包括呼吸系统疾病（结核，咳嗽，感冒）和胃肠道感染（腹
泻）。 皮肤和眼睛疾病（特别是急性结膜炎）与矿山普遍存在颗粒物有关。 与矿山有关的疾病还包括病媒传播的疾病，
例如疟疾。
由于儿童的身体尚未完全发育健全，而且用于玩耍（尤其是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多于成年人，加上用手摸嘴的行为，导致
儿童更容易受到这些风险的影响。 下表详细列出了对儿童产生的潜在影响：
51 52 53

空气
环境因素（由......引起）

对儿童的影响

一氧化碳排放量（运输基础设施）

据报道孕妇暴露于高浓度的环境一氧化碳（百万分之五至六），则会导致分
娩低体重儿的风险提升；暴露于一氧化碳的婴儿可能导致其发育中的器官发
生永久性的变化50
呼吸道感染发病率增加； 刺激眼睛和皮肤
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因此他们的呼吸道对灰尘更敏感； 此外，儿
童在室外的时间比成年人多，呼吸频率也更快

粉尘，包括煤尘的产生（钻孔、爆破、覆盖岩层和矿石 在某些地区，儿童生活在灰尘源地或靠近灰尘源的地方，导致他们24小
处理、道路运输、裸露覆盖层造成的扬尘、选矿厂、裸 时不间断地接触灰尘（接触有害物质的阈限值一般是针对每天工作8小时
露的坑面和车间、燃烧过程)）
以上的成年人而制定的）
农业生存能力降低/经济损失
空气污染有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
饮用、沐浴和灌溉用水可能受到污染，并可能毒害农作物
甲烷排放

甲烷是一种会对气候变化造成巨大影响的温室气体，儿童最容
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51
儿童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性增加

二氧化氮的排放（公路车辆是陆地上二氧化氮的主要来 研究表明，5岁以下的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容易受到二氧化氮的影响52
源；由此产生的光化学烟雾通常与颗粒物排放混合在一
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和对吸入性过敏原反应的严重程度
起，称为“臭氧烟雾”）

产生噪音（压碎装置、爆破、卡车和钢结构运输）

50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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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Kleinman，《空气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2000年秋季，第8页。获取 PDF 文件网址： <www.aqmd.gov/docs/default-source/
students/health-effects.pd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对儿童的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2015年11月； 下载链接： <www.unicef.org/publications/index_86337.html>.
Michael Kleinman，《空气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2000年秋季，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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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土地
环境因素

对儿童的影响

土地征用/地表覆盖改造（采矿基础设施、施工和挖
掘）

失去土地可能导致儿童被剥夺未来的发展机会

不安全的条件
危险（塌方、爆炸、洪水）

塌方致使挖掘过程中大量使用木材，从而导致森林砍伐和相关的环境破坏

采矿基础设施（已建造和已挖掘）

甲烷排放

甲烷是一种会对气候变化造成巨大影响的温室气体，儿童最
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51

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

贫困加剧和儿童流离失所
失去未来的发展机会

产生噪音（压碎装置、爆破、卡车和钢结构运输）

健康影响，如睡眠不足和压力

土地和水
环境因素
化学废物处置（在选矿过程中采矿，废弃物的存储
设施）

对儿童的影响
对儿童造成潜在的急性与长期健康影响
儿童往往对化学废物更敏感
长期被污染的水、土壤和食物链影响到儿童

土地，空气和水
环境因素

对儿童的影响

砷排放（选矿）

与皮肤问题、癌症、以及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疾病相关

氰化物排放量（选矿）

氰化物对人体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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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毒，健康影响
生物改变，轻微的不良健康影响并最终导致疾病、重大残疾，甚至死亡
从暴露到产生影响之间可能间隔几十年，最终的健康结果可能会受到其他因
素的影响
食物链中的生物放大作用
由于生理原因，儿童会吸收更多所接触到的污染物，因此他们的免疫系统可
能会受到损害（特别是在出生至5岁之间的儿童）。
金属污染（综合）

在非职业环境中接触低剂量环境污染物（包括微量金属）是一个严重的问
题，特别是对孕妇和儿童而言
儿童身体的排毒功能尚未发育成熟，身体特征 (高表面积) 导致他们的脆弱性
增加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每单位体重需要喝更多的水，吃更多的食物(营养方
面)，儿童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直接接触地面，把东西往嘴里放）
农作物和牲畜被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

与肾脏损伤、前列腺癌和呼吸系统癌症的风险相关
金属污染：镉（矿物废料）

在土耳其的煤矿，儿童体内镉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危险限值；作者
推测儿童可能吸入了漂浮于空气中受污染的灰尘和土壤
铅含量过高会导致肾脏损伤，可能与成人高血压有关
与神经行为测试表现不佳有关
对儿童极其危险，与发育迟缓、高血压有关，

金属污染：铅（矿物废料）

听力受损、血红蛋白合成受损和男性生殖功能障碍
6-7岁儿童血液含有中低剂量铅与其智商和某些感知运动能力的可测量变化
有关

金属污染：锰（矿物废料、加工产生的粉尘）

儿童和婴儿可能特别容易受到锰暴露的神经毒性影响；低水平的暴露与神
经发育不良相关
神经系统损伤、发育迟缓和认知障碍
细菌将其转化为比无机汞毒性更大的甲基汞，并且在食物链中被严重放大

金属污染：汞（选矿）

当地鱼类的消费，特别是肉食性鱼类的消费，使社区容易积聚高水平的甲基
汞，而且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伤
汞还会导致不育，很容易从孕妇体内转移到胎儿，其影响范围从流产到
导致儿童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54 55 56

54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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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ici、Gulcin等人《生活在土耳其亚塔甘煤矿周边儿童的铅和镉暴露》，《毒理学及产业健康》，第22卷，第8期，2006年，第357-362页； 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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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C
水
环境因素
金属污染：铬（矿物废料）

富含硝酸盐的污水（爆破；污水和作物径流）

对儿童的影响
水中的铬会刺激呼吸道，引起鼻中隔溃疡和肺炎

6个月以下的婴儿最容易受到饮用水中硝酸盐含量升高的危害，他们可能
会患上正铁血红蛋白血症，或可致命的“蓝婴综合症”
当地水源枯竭，致使缺水地区内的社区缺水
儿童可能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更远的地方打水，导致他们没时间上学

由于采矿作业过度用水造成水资源短缺

儿童只能饮用劣质水，导致腹泻等问题
受影响地区中社区的长期生存能力和儿童的未来

117

儿童权利与采矿工具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