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及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 

践行“儿童权利与企业原则”实践案例 

 

具体场景 

工作场所（WORKPLACE） 

Millicom为儿童权利影响评估确定利益相关方的优先顺序  

根据 2012 年电信行业劳工标准风险评估，移动电话服务商 Millicom 及其子公司 Tigo 将

童工认定为 13个市场的主要风险。对此，Millicom公司委托 Two Tomorrows公司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进行儿童权利影响评估，为更好地了解在业务、当地分销网络和供应链中的直

接或间接影响。 

评估包括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如 Tigo 工作人员、销售代理和自由职业者、供应商、

同行公司和从事儿童权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访谈。另外，Millicom 还邀请国际组织参与

其中，这些组织可以就《儿童权利与商业企业原则》中提到的儿童权利的风险和机会提供

充分的信息，目的是了解童工在预付费电话卡销售和分销以及整个电信价值链中的情况。 

Two Tomorrows 号召儿童权利倡导机构参与活动，如教育部、当地流浪儿童收容所和由

26个关注童工和虐待问题的当地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合会。评估期间，一些选定的利益

相关方积极与儿童沟通，分享观点和知识。 

虽然评估没有发现 Tigo 的员工基地或分销网络中存在童工现象，但利益相关方指出儿童

普遍存在于非正规经济中，为家庭企业、小生产者、运输者和商人工作。鉴于当地运营环

境的风险水平，Millicom 制定了具体行动，防止儿童权利受侵犯，例如阐明童工政策立场，

遵守政策，加强内部审查和控制机制，实施更有力的补救措施。 

惠普：科技公司的学生工人政策 

所有工作必须是自愿参与：只要离职通知合理，学生和临时工可随时辞职，而不会产生任

何负面影响，他们必须可以利用可靠且无报复性的申诉机制。必须加强或超越当地法规：

进一步加强法定工作年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学生和临时工的合同与期限限制。 



根据惠普的指导原则，学生的工作时间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限制学生工人数量：惠普

的指导方针规定了学生工人数量，确保全职工人是制造工厂主要的直接劳动力。 

“学生工作内容应符合学习领域：学生工只应从事与主修学位相对应的工作。”  –惠普 

责任供应商指南 

Millicom尝试并完善影响评估 

1990年，瑞典投资公司 Kinnevik和美国公司 Millicom Incorporated合并，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如今，Millicom 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媒体和电信公司，在瑞典证券交易所上市。

Millicom 的愿景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实惠、有用、有趣的服务。Millicom 只在非洲和

拉丁美洲运开展业务，拥有 5600多万客户。 

履行尊重儿童权利责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进行影响评估。根据 Millicom 的经验，影响评

估可以暴露意想不到的儿童权利问题。   

Millicom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发和运营蜂窝和有线网络。Millicom 根据《儿童权利与商

业企业原则》进行了影响评估。这项工作分三个层面进行，即电信公司儿童权利风险的案

头研究、评估 Millicom全球政策和控制措施，以及对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国家评估。

调查结果让 Millicom 感到惊讶，童工是引发影响评估的一个风险，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评估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风险。     

但还有其他观察结果是 Millicom 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即保护其基站站点和商店的外部安

全服务人员是否知道如何应对未成年人的入侵？另外一个风险是电子垃圾。在新兴市场，

电子垃圾最终可能流向希望回收贵金属和其他贵重成分的当地企业家手中。儿童有可能卷

入其中。儿童权利观点促使 Millicom 优先选择电子垃圾制造商。这家公司目前正在与先

前选定的垃圾回收商一起实施一项新工艺。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详细的影响评估不仅耗时，费用也高。内部收购主要通过与童工有

关的声誉风险实现。第一次评估结果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兴趣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内部支持。

Millicom 公司继续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密切合作，开发针对具体部门的自我评估工具，

使内部工作人员能够进行高度相关但不像刚果民主共和国那样复杂的评估，以此可以降低

成本。 



将儿童权利作为影响评估的主要角度，有利于在可能比较敏感的国家讨论人权问题。一些

国家拥有艰难和暴力的历史，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持续动荡，谈论人权并不总是容易的。我

们了解到，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可以让我们解决更多问题。请联系 CR@millicom.com了解更

多信息。 

印度乐高学院供应商培训 

乐高集团成立于 1932 年，2015 年净收入 358 亿丹麦克朗，是乐高积木等游戏材料的全球

领先制造商之一。其愿景是启发和开发未来的建设者。乐高的理念是“优质游戏”丰富孩

子的生活，为今后的成人生活奠定基础。公司认为，游戏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能激发想象力，创意和创造性表达。 

如果供应商的运营标准与乐高集团不同，可能会给儿童带来危险，并违反乐高集团的儿童

权利政策和程序。供应商，包括为当地市场提供数字营销或产品开发服务的供应商，必须

了解公司的指导方针，并明白指导方针的实践意义，以及确保准则如何在日常业务运营中

应用。 

全球商业和供应链复杂多变，为识别和减轻儿童面临的风险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确保公司直接运营之外的利益相关方（例如供应商）按照公司所遵循的标准运营。

乐高集团的方法就是把儿童安全融入到所有产品和服务中。 

自 1997 年以来，乐高集团要求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乐高品牌产品生产的员工遵守公司的

《供应商行为准则》（Supplier Code of Conduct）。行为准则涵盖了人权、劳工权利、

健康与安全、反腐败和环境等要求。该准则以《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八项核心公约以及其

他适用的联合国和劳工组织公约为基础。 

通过对话和公司的审核计划来监控供应商对行为准则的遵守情况，作为对审核计划的补充，

乐高还与选定的供应商集团合作，帮助他们理解供应商行为准则，建立满足供应商行为准

则的方法来提高绩效。 

2014 年，乐高对外部供应商的绩效进行了内部质量和合规性评估。乐高发现，许多在数

字营销和数字产品开发领域提供服务（包括为本地活动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在开展乐高

集团的网络活动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对儿童的潜在影响，从而导致可能制作和推出不符



合规定的网站。乐高官方网站每月有 2000 万次单独点击量，2015 年乐高 YouTube 频道的

浏览量达到 13亿次，所以乐高环境中的数字安全至关重要。     

行动： 

因此，乐高集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为所有当地市场提供有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咨询

服务。同时，为当地市场以及为乐高工作的相关机构构建竞争力。 

2014 年第四季度，乐高与印度一家主要供应商合作，通过成立乐高学院，开发并实施儿

童权利培训。这个多功能团队的成员包括乐高数字儿童安全主管、儿童市场营销法律专家、

数字生产主管和精选技术负责人，通过结合他们在产品开发、营销和儿童权利方面的全球

专业知识，量身定制了培训计划，该计划涵盖了各种儿童权利影响以及乐高集团的立场和

/或要求，内容如下： 

- 法律要求和儿童安全问题（确保合法和儿童安全的技术组件）               

- 数字儿童安全问题（13岁以上儿童及 13岁以下儿童）             

- 收集和处理儿童相关数据方面存在的问题               

- 针对儿童的负责任的营销               

- 保护消费者数据的信息技术安全 

这是通过电子学习测试来加强所获得的知识的吸收。 

所有价值链职能部门都必须参加培训，以确保所有参与培训的人员都具备有技能和知识指

出不符合乐高集团政策和/或法律要求的潜在风险的。因此，培训针对的是公司价值链中

所有加入供应商行列并提供数字乐高营销体验的各方，其中包括网站开发人员、测试人员

和项目经理。  

培训完成后，供应商可以主动开始开发适合儿童销售的数字组件。 

成果： 

这项计划已成功实施。所有在审查中确定的供应商现在都已完成培训，所有新供应商（无

论地身在何处）现在都需要完成乐高学院（LEGO Academy）培训。依照供应商的身份，乐

高信息技术系统为他们提供不同的培训模块。 



乐高集团正在不断改进培训方案，每年都会向参加过初始课程的供应商提供最新内容。乐

高学院致力于提供最新的相关培训，确保供应商了解这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当地市场，乐高通常会开展网络宣传活动，例如为儿童举办乐高盒子争夺比赛。在过去，

这些比赛可能会要求儿童提供一些个人身份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也没有

一个适当的数据清除机制。 

培训结束后，所有需要输入个人识别信息的比赛都开始使用乐高官方用户账户系统，即乐

高 ID。这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让他们有一个家长批准和控制的账户，可以

在乐高集团的各种数字体验中使用。儿童不再需要输入个人信息来参加比赛，每次活动结

束后，比赛数据也被轻而易举且安全地删除，从而避免任何数据风险。 

乐高学院成立之前，供应商可能没有充分考虑过对儿童的影响，导致公司和用户承担额外

的风险。现在，合作伙伴正在营造符合法律要求和公司儿童安全政策的营销体验，即儿童

安全设计，乐高集团对此信心十足。从顾客的角度而言，家长可以选择相信乐高集团的营

销符合孩子年龄，也可以通过数字乐高平台安全地参加比赛或参与互动游戏。 

 

市场（MARKET） 

消费品公司开展儿童网上安全评估，以提升儿童网络安全意识 

在制定保障政策的同时，一家为儿童提供越来越多线上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消费品公司开

展了一项全公司的儿童网上安全评估。评估表明该公司需要通过制定儿童在线安全政

策，广泛地应对企业对儿童权利和安全的影响。 

政策涵盖儿童潜在风险信息，涉及不当接触、不当行为或内容数据隐私和数据收集违规等

问题。它还介绍了如何公司应对这些风险。政策推出后，相关流程开始实施以确保在使用

使用公司线上产品时保护儿童及其数据。例如，通过使用自动生成的屏幕名称和头像，儿

童可以在不共享个人识别信息的情况下参与线上社区。 

为提高员工意识，公司推出了一项儿童网络安全电子学习计划。在第一年年底，95%以上

的员工完成了这项工作。此外，还为不同国家的高风险员工和业务部门举办了面对面的培

训班。 

儿童网络安全被认为是公司线上产品开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将产品设计、市场

营销、可持续发展、合规和法律部门的员工聚集在一起。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工作组中的其



他公司合作，对提升这一问题的认识至关重要，可以改善监管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

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帮助中小型科技公司在其平台上加强打击儿童性剥削行为 

Thorn 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美国。Thorn 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以打击儿童性剥削。

Thorn 与科技行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利用技术打击性侵行为，识别受害者，保护

弱势儿童。Thorn 创新实验室率先利用顶尖人才为世界上弱势儿童工作。Thorn 技术团队

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团队，由微软、谷歌、雅虎等 20 多家领先科技公司组成。Facebook 和

Twitter为其工作提供知识、时间和资源。 

科技技术日益普及，网上儿童性剥削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监控和追踪儿童也因此变得更困

难重重。据估计，美国有 32.5 万名儿童有可能成为性剥削的受害者。此外，美国国家失

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United States'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的检举热线自设立以来，已经收到了超过 750万份疑似儿童性剥削的报告。尽

管许多科技巨头已经制定了有效管理风险的政策和程序，但中小型公司往往不知如何确保

平台安全和保护儿童，这对中小型公司本身以及经常与其合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大型公司

都构成了风险。 

Thorn 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开始寻求一种解决方案，可以快速地让中小型公司赶上进度，

确定工具和做法，以防止平台被用于儿童性剥削。 

行动： 

2013年，Thorn首次出版了《Thorn Sound Practices Guide》，该指南向科技公司介绍

了行业自愿部署且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在其平台上识别、消除、报告和预防儿童性虐内容

与虐待行为。Facebook、Google、Twitter、Pinterest、Microsoft、WePay 等主要公司

与 Thorn的技术团队合作，共同编撰了该指南。 

《The Sound Practices Guide》分为三个关键部分，帮助公司提升打击儿童性剥削方面

的知识，并改进做法: 

- 通用工具：领先技术公司用来打击对儿童性剥削的最佳做法和工具。例如，它包

含有关领先技术公司如何获得国家资源的信息。美国国家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

CyberTipline 利用一种安全报告表格，使电子服务商能够上传可疑的儿童性虐待



材料（CSAM）的视频或图像；或者利用 PhotoDNA 或加入 Industry Hash Sharing 

Platform，快速创建一个共享数据库，并从系统中删除 CSAM。  

- 法律因素：指导公司制定政策和程序，确保公司的调查和行动符合法律要求。 

- 实践（根据服务类型）：最后，该指南按服务类型（如照片共享、社交网络等）

提供了预防、识别、删除和报告 CSAM 的建议，并考虑到与每个用户环境相关的独

特风险。 

《The Sound Practices Guide》主要为位于美国的公司而制定，因此提供了美国立法领

域内的建议。然而，该指南的某些方面对所有国家的公司都有帮助，Thorn 希望该指南能

鼓励美国以外的组织、政府和公司为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制定类似的指南。 

成果： 

2013 年，该指南通过 Thorn 庞大的网络以及技术团队的主要参与公司发布。2014 年，在

国际公认的 Dallas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Conference上分享了 Thorn指南的更新版

本。目前为止，指南在美国大获成功，已推广到 150多家公司或个人。 

自从指南出版以来，Thorn 发现各公司不仅直接采用技术解决方案，如 PhotoDNA 或

hashsharing，而且还将儿童性剥削风险的管理纳入其核心政策和流程。有一家公司收到

了 Thorn 指南后表示：“指南非常有帮助，Thorn 的组织非常出色，我发现有几点很有用，

比如向用户提供安全提示和我们应在服务条款中列出的要点。” 

这也揭示了小公司可能面临的关键挑战。大公司部署的许多解决方案需要时间和资源，特

别是工程资源，而小公司往往没有这些资源。随着 Thorn 创新实验室的成立，Thorn 将持

续关注简化所需的工程资源和促进现有解决方案的共享。 

Thorn会不断更新《The Sound Practices Guide》以反映行业的新见解、方法、政策和程

序，其目标是提高整个行业的参与度，并加强公司在平台上识别、消除、报告和预防儿童

性剥削的能力。 

微软开发Photo DNA减少儿童性虐待图片传播 

每当一张儿童性虐待的图片被别人分享和观看时，照片中的那个孩子就会再次成为受害者

（即使是在最初的性虐待发生多年之后）。虽然执法部门竭尽全力制止儿童剥削，但犯罪



数量的增加已超出任何单一部门的处理能力。微软认为，解决儿童性虐待需要每个人都采

取行动。 

2009 年，微软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和美国失踪与被剥削儿童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Explosed Children，NCMEC）合作创建了 PhotoDNA，这

是一项基于签名的图像匹配技术，旨在帮助发现、报告和删除互联网上最严重的儿童性虐

待图片。NCMEC 通过其 CyberTipline 以及美国电子服务提供商合法授权的儿童性虐待资

料交换所报告，对儿童性剥削这一问题有独特的见解。 

PhotoDNA 可以创建图像的独特数字签名，然后与其他照片的签名进行比较，以找到同一

图像的副本。微软向 NCMEC授权了 PhotoDNA，并允许对参与 NCMEC PhotoDNA计划的任何

在线服务进行再授权。NCMEC 对网上已有的儿童性虐待图片创建了 PhotoDNA 签名，并与

微软和 Facebook 等在线服务提供商共享签名（绝不包含图片本身），以切断照片再次传

播的途径。在线服务提供商可以免费试用 PhotoDNA，用于打击儿童性剥削，PhotoDNA 已

经阻止了数以百万张可怕的儿童强奸图片在线再传播。      

2012年3月，微软向全世界的执法部门免费提供PhotoDNA，以支持对儿童性虐待的调查，

帮助执法部门更快地识别和营救受害者，并将虐待者绳之以法。执法部门现在可以通过直

接授权或选择已经使用的工具（包括 NetClean Analyze）获得 PhotoDNA源代码。    

每天都有数以十亿计的图片、视频和文本在网上发布，用户原创内容（UGC）控制着网络

世界的命脉。非法或不适当的内容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因此每个允许用户原创内容

的组织都需要一个全面的内容审核计划。为了使 PhotoDNA 更容易、成本更低地融入到此

类计划，微软在 2015 年推出了 PhotoDNA 云服务，加强并扩展了其 PhotoDNA 技术。

PhotoDNA 云服务利用微软云的速度、安全和效率来检测、报告和切断网上儿童性虐待材

料的传播。该服务免费提供给 Azure Marketplace的合格客户，其唯一目的是防止非法图

像的传播。面向企业的 Microsoft PhotoDNA云服务：www.microsoft.com/photodna  

 

社区与环境（THE COMMUNITY & ENVIRONMENT） 

微软：支持国家政府发展儿童网络保护相关国家行动计划 

http://www.microsoft.com/photodna


微软成立于 1975年，是一家全球性的科技公司，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微

软的使命是通过为移动优先和云优先的世界构建一流的平台和生产力服务，使地球上的每

个人或每个组织都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微软成立于 1975年，是一家全球性的科技公司，

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微软的使命是通过为移动优先和云优先的世界构建一

流的平台和生产力服务，使地球上的每个人或每个组织都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微软坚信互联网对年轻人和成年人来说应是一个安全的地方，20年来一直提供网络安全

资源给儿童以及其父母。微软通过开发创新技术工具、提供教育和指导以及与影响网络安

全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合作来实现目标。 

 
大约 20年前，微软就推出第一款消费者线上产品，自此以后，微软就意识到需要处理与

世界日益紧密相连的风险。年轻人对技术的使用激增，网络暴力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加拿

大、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全球政策制定者已与微软取得联系，并对儿童上网的风险表示担

忧。  

2013年，大卫·卡梅伦和英国内政部开始与政府、社会、执法部门以及私营部门的领先

技术公司（包括微软）接触，目的是启动一项旨在全球消除儿童网上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倡

议。因此， WePROTECT儿童线上倡议形成，随后又成立了 WePROTECT终止线上儿童性虐

待全球联盟，旨在集合全球多方利益相关方合作打击线上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微软是联

盟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WePROTECT全球联盟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支持成员国应对儿童剥削。除了儿童网上性虐待的

主题之外，微软认为有必要对员工、合作伙伴和政府进行教育，以扩大对儿童性剥削和性

虐待的关注，使之全面涵盖儿童数字生活。鉴于此点，微软支持各国政府制定儿童网络保

护国家倡议和行动计划（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Action Plans for Child Online 

Protection）。 

这项计划于 2015年 11月启动，微软借此向 117家国际子公司的公司人员分发了一本内部

指南，就如何协助政府制定此类计划提供了内部指导。该指南是通过与微软内外部的众多

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的，保护上网者不仅是各国政府关心的问题，更应该是微软与国家决

策者交流的优先事项，这是指南的核心内容。 

指南重点介绍了五个关键策略：       

1 审查并开展研究               

加强政府对现有保护网上儿童研究框架以及政府如何利用研究深入了解地区和国家

的意识。例如，Global Kids Online是由伦敦经济学院索尼娅·利文斯顿（Sonia 

Livingstone）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Innocenti研究中心合作发起的一项多方利益

相关方国际研究项目，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研究，主要探讨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和挑

战。 

 

http://www.lse.ac.uk/media@lse/research/Global-Kids-Online.aspx


2 开展公众意识宣传活动            

企业可以向政府提供资源，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针对父母、教师、教育工作

者、神职人员，以及儿童生活中依赖的成年人的公众意识宣传活动。虽然努力与

公众沟通交流会有所作用，但基于对全国儿童和互联网状况以及同龄人、教育工

作者和家长在网络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的研究，开展战略性、针对性的宣传运动

可以取得更大收获。 

 

活动内容主要涉及网络安全影响与风险，如在线欺凌、色情短信、骚扰、识别虐

待行为、就安全行为与儿童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等等。政府和组织可以免费使用

和翻译这些内容，并针对其特定市场进行本地化。 

 

3.促进校内教育：数字素养与文明               

确保政府积极探讨学校网络安全问题。该指南提供了如何在课堂提高网络安全意

识，以及将这些主题融入日常课程中的建议。 

  4.颁布、加强与执行儿童保护法               

处理政府对非法或有风险的网络行为的不同看法和规定。例如，一些国家不认为儿

童性虐待材料是非法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有严格的规定。该指南强调了执行国际

标准的重要性，并帮助微软员工向政府官员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证明有关危险或

暴力行为的监管和政策共识至关重要。 

 

5 与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之前的策略侧重于内容和行动，而最后一个策略则涉及政府如何通过与不同的在线

安全利益相关方协作来完成上述任何或所有内容。本策略偏向创新和创造力，让相

关方参与到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网络环境中。 

 

成果与收获： 

自从计划在第二届 WePROTECT 峰会上推出该以来，微软就已经与区域负责人进行了接

触，以确保运用必要的工具让所在地区的政府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公司将根据新

财年制定的内部目标评估进展情况。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研究儿童保护方面的最佳做法时，将微软视为专家资源。微软公司提交

了一份关于在沙特推行“国家儿童线上保护倡议”（National Initiative for Child Online 
Protection）的提案，该提案受到好评，并被提交上级当局讨论，以制定沙特儿童保护战

略和支持方案。 

此外，指南自发布以来，已收到多个地区（特别是亚洲、中东和非洲）的反馈，他们对指

南所提供的资源和指导表示了兴奋和热情。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机



遇，他们可以从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中学习经验教训，并随着对技术的使用迅速扩大和发

展，整合在线安全举措和措施。 

有兴趣探索本国儿童线上保护国家计划（National Initiative for Child Online Protection）的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请联系您当地的微软政府事务代表，或发送电子邮件

saferkids@microsoft.com。 
 

华特迪士尼拉丁美洲公司和Chicos.net组织的迪士尼Amigos Conectados项目 

华特迪士尼拉丁美洲公司是该地区家庭娱乐产业的领头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迪士尼致力于以

合乎道德的方式创造产品，并促进各地儿童和家庭的幸福。迪士尼于 1995 年首次推出互联网网

站，此后一直致力于促进儿童的安全互联网实践和家长参与儿童的在线体验。迪士尼开展线上安

全媒体和教育推广活动，旨在提高儿童、家长和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随着儿童越来越多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家长经常担心他们的孩子是否能安全上网。此外，数

字鸿沟曾经主要与人们使用互联网有关，现在也受到数字素养的严重影响，即用户对信息和通信

技术风险的理解以及如何负责任地利用所有所提供的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在儿童间迅速增长，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挑战和风险。一方面，互联

网使世界上的信息触手可及，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方便了交流，提供了学习途径。另一方面，由

于科技产品越来越容易接触和携带，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着新场景，而家长、教师和科技产品或服

务商必须努力了解这些场景，才能更好地指导和保护儿童和青少年。  

迪斯尼公司认识到网络安全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因此在其服务中对网络安全功能投入巨大。

同时还制定了内部程序，以确保新产品在投放市场前，进行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评估。此外，迪

士尼还投资教育和能力建设计划，与值得信赖的组织合作，支持他们的网络安全计划。 

例如，迪士尼公司的 Amigos Conectados 倡议，这是一个由迪斯尼拉丁美洲公司和 Chicos.net.组织

开发的数字素养计划，旨在向教师、家长和儿童提供未来数字时代所需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公民技

能。主要目标如下： 

-通过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优势               

-推广数字平台，创造、阐述、处理和共享信息            

 -在新群体中创建数字化能力，缩小数字知识差距，支持平等获取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机会               

-安全、负责和尊重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使同龄人健康互动，防止网络欺凌               

-提高对网络隐私的认识               

-向家长和教师提供有关技术、用途、设备、良好数字习惯的信息 



该计划是迪士尼推出的此类项目中的第一个，利用自身特点，将各种各样对提高互联网安全至关

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儿童、家长、教育人士、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企

业志愿者、媒体和意见领袖。 

该计划提供线上材料，语种有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可以通过传统和数字渠道获得资料，

内容如下： 

-教师培训：专家介绍儿童数字公民的趋势，并讨论挑战、技巧和工具：               

- 培训班：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为教师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 

- 学校培训：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学校进行培训，培训后与当地非政府组

织密切联系 

- 虚拟培训：与拉丁美洲著名大学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合作，为来自拉丁美洲 18个西班牙语国家的教师提供线上培训           

- 培训师研讨会：官方教师培训包含 Amigos Conectados的内容 

- 培训包：包括一本儿童手册、预先编制的练习册和工作表以及一份辅导指南，可在

Amigos Conectados 的网站上下载 

 

Amigosconectados.disneylatino.com 网站为儿童、家长和教师提供有趣的教育内容（提供西

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本）。获取其他信息和资源请登录 compromisodisney.com  

电子游戏：开发教育视频游戏 Code Baymax，向孩子们介绍编码和逻辑思维

(http://games.disney.com/big-hero-6-code-baymax) 
- 编码教程：由迪斯尼和 Code.org 共同开发冰雪奇缘和星球大战编码教程，通过 Amigos 

Conectados 在拉丁美洲推广 

- 资助研究     < http://www.technologiasi.org/chicosytecnologia.pdf>提供儿童技术支持 

- 技术博览会：代码时刻（Hour of Code）活动邀请 200 名当地社区（附近有迪士尼）儿童

参加与 STEAM 相关的活动，如 3D 设计和打印、机器人、定格动画、刮擦等 
 

http://www.technologiasi.org/chicosytecnologia.pdf


成果与收获 

Amigos Conectados 为每个国家最容易接触儿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组织提供了高质量的资源和

培训，在地区大获成功。迪士尼每年都会审查和更新项目内容，确保 Amigos Conectados 能够反映

互联网安全和数字素养（Internet Safety and Digital Literacy）方面的最新见解和趋势。 

项目取得如下成果： 

- 培训：2015 年，培训学校教师 7300 人，儿童 50 多万人。 

- 视频游戏：首月就有 40 万名儿童参与 Code Baymax，是拉丁美洲迪斯尼游戏平台上玩得最

多的游戏。 

- 研究：2015年，迪士尼资助并支持了一项关于儿童与数字媒体互动的区域研究。通过

2015 年“安全互联网日”（ Safer Internet Day）大型宣传活动，该研究受到了主要区域媒

体（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广泛关注。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当前和新兴主题的

趋势，并为迪士尼及其合作伙伴提供可靠的背景信息，用于规划、设计和开发未来的业

务、项目和数字计划。此外，研究成果的传播对教师、家庭、家长、儿童和整个社会都有

提高网络安全意识的作用。 

- 推广活动：Code Baymax 于 2016 年 2 月推出，通过迪士尼媒体频道，活动吸引了 2000 万

多名电视观众，线上广告活动也收获了 2200 万多名观众。 

 

政策承诺（POLICY COMMITMENT） 

微软：降低技术风险 

作为领先技术的创新者和提供商，微软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合作，帮助保护互联

网用户的安全和人权。微软的数字犯罪部门通过有效的民事执法、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及

政策和技术解决方案，使互联网更加安全。数字犯罪部门的优先事项包括消除人口贩运、

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儿童色情制品和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微软全球人权声明 

 

整体案例：Safaricom将儿童权利纳入核心业务 

Safaricom 成立于 1997 年，初期是一家私人责任公司，于 2002 年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

Safaricom为 2500万多名用户提供全面的综合电信服务。客户、社区和员工是 Safaricom

的核心，Safaricom致力于帮助他们努力改善生活。 

 Child Rights Issue/Risk  



儿童权利议题或风险 
 
过去几年，肯尼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发生重大变化。移动电话的使用量和拥有量迅速

增加，宽带基础设施使用日益增加，成为变革的主要驱动力。 

互联网和数据服务需求增加，越来越多肯尼亚年轻人和城市人口使用社交媒体，移动运营

商的竞争关税上涨，加上积极的推广和特价促销，推动了互联网的普及。 

 
The Company Response 
公司回应  

  
Safaricom 坚信可以创造未来，并为此感到自豪。虽然儿童可能无法拥有自主权或决策权，

但 Safaricom力求发挥关键作用，确保这些权利不受侵犯。  

 

2014 年，Safaricom 开始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制定自己的儿童权利与商业政策

（ Children’s Rights and Business Policy）。这项政策以现有的《儿童权利与商业

企业原则》（CRBP）为基础，与肯尼亚国家儿童政府的代表共同制定。《儿童权利与商业

企业原则》代表着救助儿童（Save the Children）、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

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的共同努力，他们都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对儿童权利

的关注。十项原则可以帮助企业清楚地认识到其商业活动在何处和以何种方式有影响儿童，

并开展尊重和支持儿童权利的商业行动。 

 

自 2015年该政策发布以来，Safaricom在各业务职能部门任命了儿童权利倡导者，以帮助

实施该政策，并在公司内部推进儿童权利。营销团队对公司广告中出现的成人和儿童实行

同工同酬。Safaricom 的医疗部门拥有儿童专用设施。公司还设立配有专业幼儿保育员的

员工子女托儿所；供应商检查清单，以确保儿童不参与供应链；在最近的国际爵士音乐节

上， Safaricom还赞助设立了一个儿童友好区。 

Safaricom 已经进行了一次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并期望执行影响评估中的计划和补救措施。 

  
Outcomes and learning  

成果与收获 

CRBP有助于帮助 Safaricom制定《儿童权利与商业政策》，并进一步确保从各个领域考虑

儿童权利。Safaricom公司将 CRBP融入公司业务，并做适当地调整，这项举措也有了显著

的成效。通过《儿童权利与商业政策》Safaricom 旨在塑造商业模式，致力于在其业务、



产品和服务、工作场所和企业社会投资中不断审查儿童权利，并改善商业政策下的政策和

活动。 

Safaricom 也认识到需要发挥领导作用。正如 Safaricom 首席执行官鲍勃科利莫尔（Bob 

Collymore）所言：“我们是肯尼亚的一家大公司，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如果我们

要保护下一代，我们也必须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我们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吸引肯尼亚其他私营部门参与进来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