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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家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公司为应对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所采取的措施 

全球电子产品行业由强大的企业组成，即使新冠疫情凸显了该行业的脆弱性，24 家亚洲最大
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公司的市值仍高达 1.3 万亿美元。新冠病毒使供应链面临巨大的压力测试，
推迟开工和关闭工厂 1使工人失去了收入或生计。2 过度加班、恶劣危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拖欠
工资和虐待缺乏替代生计选择的工人——所有强迫劳动的指标 3——可能而且已经加剧了病毒的扩
散，并延长疫情的负面影响。4 这就产生了一个义务，即防止和应对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供应链中
的强迫劳动问题，特别是在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中，不利因素的加剧将迫使自愿劳动的工人陷
入强迫劳动。 

“了解供应链”利用基准比较法的十项指标评估了 24 家世界最大的亚洲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基
准比较法可以很好地反映一家公司应对其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各项努力。5 这些指标关注供
应商行为准则及其融入供应商合同的情况，管理和问责，利益攸关方参与，可追溯性和供应链透
明度，风险评估，采购实践，招聘费，结社自由，申诉机制和补救等内容。评估结果分为以下五
个层级： 
 

 
 

 
公司披露： 
• 没有措施 = 没有相关信息 
• 基本措施 = 相关信息涵盖四分之一的

指标  
• 部分措施 = 相关信息涵盖一半的指标

（至少涵盖四分之一的指标） 
• 中级措施 = 相关信息涵盖四分之三的

指标（至少涵盖一半的指标） 
• 高级措施 = 相关信息涵盖四分之三以

上的指标

积极的信号是，总部位于亚洲的大部分公司都采取了基本措施，以应对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
风险；只有 13%的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海康威视、大立光电和小米）。日本消费电子产品制
造商索尼和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采取了部分措施，应对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韩国半
导体制造商三星是唯一一家采取了中级措施的公司。参与评估的公司均没有采取高级措施。 

应对强迫劳动风险需要制定标准，评估和解决风险，以及将利益攸关方纳入相关程序。在 24
家公司中，有 83%披露了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供应商行为准则，25%的公司评估了供应链中的强迫
劳动风险。此外，有 11 家公司与同侪合作，制定应对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方案；只有一家公
司与供应商所在国的利益攸关方，如政策制定者、工人权利组织或地方非政府组织合作。 

 
亚洲电子产品公司的平均做法： 

已到位的措施 通常仍然缺乏的措施 

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供应

商行为准则 

将劳工标准融入供应商合同 

委派员工负责落实有关强

迫劳动的供应商行为准则 

董事会监督有关强迫劳动的供应链政策的执行 

https://knowthechain.org/wp-content/uploads/2019-KnowTheChain-subset-of-indicators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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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供应链中向工人收

取招聘费的政策 

执行“零收费”政策的证据。公司没有 a) 采取措施确保报销工人交纳

的费用（确定招聘渠道、招聘费用和相关成本，详查供应商的相关

文件，如与招聘机构签订的合同或工人的签证）；及 

b) 如发现供应链中的工人支付了招聘费，提供供应商返还相关费用

的证据。 

为供应商员工建立申诉机

制 

工人使用该机制的证据（证明机制可信有效） 

 
这表明亚洲公司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公司类似，已普遍开始披露有关供应链劳工标准的政策，

但尚未提供政策执行的证据。 
 

 
 

基于众多公司采取的初步措施，亚洲的电子产品行业可以抓住这一机会，在本地区加强落实
这些公司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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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 – 亚洲公司的案例 6 
 
指标名称 公司案例 

供应商行为准
则以及将准则
融入合同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表示，它要求供应商遵守供应商行为准则。该准则明
确了公司在诸如劳工和人权方面对供应商的期望。虽然，供应商行为准则没
有公开，但公司特别提到，该准则的“制定参考了国际原则，如责任商业联盟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行为准则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际劳
工标准。”公司还表示，“所有的供应商会明确通报公司的政策，涉及……防止
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工作时间和工资与福利。” 
 
松下电器公司披露，它与供应商达成了“标准采购协议，其中包括企业社会责
任相关事宜，如人权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协议以公司制定的涉及强迫劳动相
关内容的采购政策为基础。 

管理和问责 富士康公司披露，它成立了一个全球社会与环境责任委员会，由公司发言人
兼首席执行官特别助理 Louis Woo 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公司每个业务组都设
有该委员会的分支，“设在采购部的委员会支部专门负责供应链管理。”  
 
三星公司报告说公司董事会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的延伸，负责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事宜，并“为重要决策和……海外供应链的运
作提供指导。”公司还披露，该委员会下设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理事会，其
中的独立董事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包括劳工和人权问题在内的非金融
风险。  

利益攸关方参
与（地方利益
攸关方） 
 
（同侪） 

三星公司披露，公司在 2016 年与商务责任国际协会（BSR）和印度非政府组
织变革合作伙伴（Partners in Change）合作开发了学徒培训指南。公司还与
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为马来西亚和匈牙利的员工及供应商提供有关
道德招聘和公平劳动实践的培训。 
 
中兴通讯披露，它与一些买家及其供应商参加了欧洲联合审计合作组织（由
电信运营商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联合审计组织）下设的供应商学院的培训。
该学院主要为供应商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包括改进劳
工实践和纾解低薪问题。 

可追溯性和供
应链透明度 

三星公司公布了供应商名单，公司与这些供应商的交易占到了总交易量的
80%。 
 
三星公司披露一级供应商员工的总数为 370 万，其中 1.7%为移民工人， 3%为
怀孕女工。 

风险评估 索尼公司报告说，公司在 2018年更新了人权风险分析，“以反映全球现状、利
益攸关方的关切、演变的人权法和变化中的索尼公司业务。”公司还审议了非
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报告，以确定人权风险，并将人权风险与业务领域的风险
进行对比，再利用供应商自我评估问卷的结果来确定风险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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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公司大体上判断其电子制造供应链存在较高的奴役和人口贩运风险。公
司还表示越来越重视移民工人的劳动条件，并高度关注有关马来西亚移民工
人从事强迫劳动的报告。 

采购实践 京东方披露“公司在参考供应商的发展、采购、生产和交货周期的基础上，设
定了合理的订单采购周期，实现优化管理。” 
 
三星报告说，公司分析了供应商的产能数据，“估算出加班数据，以便对工时
进行预设管理。”公司还表示，评比为优秀的供应商会获得奖励，“包括在来年
给予优惠交易分配额。”评估设有八个标准，其中包括涉及劳工和人权的法律
（社会）标准。 

招聘费 夏普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规定，不得要求工人支付招聘费和相关费用。 
 
台积电披露，“公司把 550 万新台币（约 130 万人民币）招聘费还给了供应商
雇佣的 360 名外籍劳工。” 

结社自由 [亚洲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公司均没有此类案例] 
 

申诉机制 中兴通讯表示，“发现公司的供应商存在违规行为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向
公司举报”，公司还公布了内控与审计部以及采购监管部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号
码。 
 
三星表示，公司开设了违规举报热线，包括 2013 年在供应商生产现场开通的
侵犯人权举报热线；公司还在 2018 年公布了民间社会“全球通讯地址”。公司
的移民工人指南规定，供应商必须用移民工人的母语建立申诉机制。公司在
2018 年收到了 21 起投诉，其中 28%与工资有关，5%与工作时间有关。 

补救 豪雅披露，公司成立了一个负责执行供应商行为准则的委员会。委员会和业
务部门共同处理受理的申诉。 
 
三星披露，公司对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
重复审计，采访来自数个国家的移民工人（即利益攸关方参与）。三星还进
一步披露，公司全额报销了工人的招聘费，分包商不再向工人收取招聘费。 

 
电子行业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 
据估计，全球约有 2490 万人从事强迫劳动。7 国际劳工组织将强迫劳动定义为“通过使用暴力

或威胁，或通过债务操纵、扣押身份证件、威胁向移民局举报等隐性手段，胁迫任何人从事工作
的情况。”8 虽然强迫劳动在全世界被法律明令禁止，但执法不严：现代奴役每年产生大约为 1500
亿美元的利润；单在英国，处理一起强迫劳动案件的成本超过 40 万美元。9 与电子行业有关的分
包商、采购国、供应链各层级和不同类型的工人（如学生工、移民工或女职工）都可能面临强迫
劳动风险。 

 
不得由工人支付招聘费用。

但在马来西亚，一些工人不

得不支付相当于 4-5 个月工

资总额（约 1000美元）的

招聘费。10 

一家亚洲公司报销了工人支

付的高达 1000 万美元的招

聘费。11 

“了解供应链”发现，在评估的亚

洲公司中，有 20%（24家公司的

5 家）被公开报道供应链中存在

强迫劳动，有 42%（24 家公司的

10 家）出现强迫劳动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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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可能所有的电子产品公司直接或间接地从高风险国家实施采购，而这些国家（如中国和

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可能是强迫劳动的产物。12 马来西亚是世界领先的电脑芯片出口国，出口
的芯片被用于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电子设备的制造。13 该国吸纳大量来自缅甸、孟加拉国、
印尼和尼泊尔的移民工人，14这些工人在招聘流程中特别容易陷入强迫劳动，他们常常为了得到
一份工作而支付高额的费用。15 中国仍然是一个生产大国，16 记录在案的强迫劳动案例包括剥削
学生工 17 和使用囚犯劳工。18 

有趋势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使得部分公司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如泰国、马
来西亚、越南、印度和菲律宾。19 这些国家都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而且制造业是强迫劳动风险
第三高的行业。20 此外，位于印度、泰国、台湾、越南和新加坡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依赖国内外的
流动劳动力，21 这些群体很容易陷入剥削性的工作环境和强迫劳动。造成包括移民工和女职工在
内的工人陷入强迫劳动的因素呈上升趋势，其中包括失业，非正规就业，对组织和进行集体谈判
的工人缺乏保护，收入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催生的迁徙，疫情（如新冠疫情）导致的生产停摆，制
造业自动化带来的日趋激烈的岗位竞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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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接受评估的公司 
 

公司名称 

应对供应链中

强迫劳动风险

采取的政策 

市值（单

位：10 亿美

元） 

总部所在地 

首次参与

的年份 

与“了解供应链”接触
23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20 中国 2020 无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基本措施 
33 中国 2016 

无 

佳能公司 基本措施 43 日本 2016 有（发送链接）  

富士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17 日本 2020 有（披露额外信息）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没有采取措施 
59 中国 2020 

无 

日立集团 基本措施 38 日本 2016 有（披露额外信息）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富士康） 

基本措施 
55 台湾 2016 

有（披露额外信息） 

豪雅株式会社 基本措施 19 日本 2018 非正式 

基恩士公司 基本措施 74 日本 2016 非正式 

京瓷集团 基本措施 24 日本 2018 无 

大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没有采取措施 18 台湾 2018 无 

LG 电子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16 韩国 2020 非正式 

村田制作所 基本措施 31 日本 2016 有（披露额外信息） 

任天堂株式会社 基本措施 53 日本 2018 有（披露额外信息） 

松下电器公司 基本措施 35 日本 2020 有（披露额外信息） 

瑞萨电子公司 基本措施 20 日本 2020 无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中级措施 310 韩国 2016 有（披露额外信息） 

夏普公司 基本措施 19 日本 2020 非正式 

SK 海力士公司 基本措施 49 韩国 2016 无 

索尼公司 部分措施 60 日本 2020 有（发送链接）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 

部分措施 
227 台湾 2016 

非正式 

东京电子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31 日本 2018 有（披露额外信息） 

小米集团 没有采取措施 37 中国 2020 无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20 中国 2020 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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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时报（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供应链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商业内幕（2020 年 3 月

7 日），“新冠病毒令电子制造商担忧，如果形势恶化，顾客每天都可能遇到某些配件‘现货短缺’的

情况”。 
2 Quartz（2020 年 2 月 27 日），“新冠病毒使东南亚工厂的供应链持续萎缩”。企业责任资源中

心，“新冠疫情下的供应链工人”，2020 年 3 月 22 日造访网页。 
3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2020 年 3 月 13 日造访网页。 
4 经济学人（2020 年 2 月 15 日），“新冠病毒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长期影响”。大赦国际（2020 年

3 月 20 日），“卡塔尔：劳工聚居营内的外籍劳工在新冠疫情下面临极大的风险”。阿拉伯新闻报

（2020 年 4 月 5 日），“揭露：新冠病毒的爆发如何曝光卡塔尔劳工聚居营内的侵权行为”。 
5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 2：基准比较法。 
6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了解供应链”《2020“了解供应链”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基准评估数据

集》，2020 年 4 月 30 日造访网页。 
7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2020 年 3 月 16 日造访网页。 
8 国际劳工组织，“什么是强迫劳动、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2020 年 3 月 16 日造访网页。 
9 这包括医疗和执法成本。初始行动（2019 年 9 月），“动用财政资源打击奴役和人口贩运的蓝

图”，第 1-2 页。 
10 丹观察（2019 年 6 月 28 日），“劳务供应链：马来西亚的外籍劳工是如何陷入债务泥潭的”。 
11 基于参与基准评估的公司公开的信息。即使公司披露了返还招聘费的详细信息，弄清楚采购国报销招

聘费用的总金额以及是否是全额报销都较为困难。 
12 美国劳工部（2018 年 9 月 20 日），“由童工或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清单”。 
13 丹观察发现“国际最畅销的电子产品品牌都以某种方式从马来西亚采购产品”。丹观察（2019 年 6

月 28 日），“马来西亚电子行业最终会走向何方？”还可参见丹观察（2019 年 6 月 28 日），“全球

电子行业是如何转向依靠强迫劳动和债务质役的”。 
14 丹观察（2019 年 6 月 28 日），“全球电子行业是如何转向依靠强迫劳动和债务质役的”。 
15 据估计，马来西亚有 200-400 万无证外籍劳工和 220 万注册外籍劳工。丹观察（2019 年 6 月 28

日），“劳务供应链：马来西亚的外籍劳工是如何陷入债务泥潭的”。外籍劳工占马来西亚劳动力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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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际劳工组织（2017），“现代奴役全球估测：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第 32 页。 

 

https://www.ft.com/content/be05b46a-5fa9-11ea-b0ab-339c2307bcd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oronavirus-causing-delays-in-the-electronics-industry-2020-3?r=US&IR=T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oronavirus-causing-delays-in-the-electronics-industry-2020-3?r=US&IR=T
https://qz.com/1809436/coronavirus-is-hobbling-factories-in-cambodia-vietnam-myanmar/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covid-19-coronavirus-outbreak/covid-19-coronavirus-outbreak-supply-chain-worker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03832.pdf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02/15/the-new-coronavirus-could-have-a-lasting-impact-on-global-supply-chains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0/03/qatar-migrant-workers-in-labour-camps-at-grave-risk-amid-covid19-crisis/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653741/middle-east
https://knowthechain.org/wp-content/uploads/2020-KTC-ICT-Benchmark-Data-Set.xlsx
https://knowthechain.org/wp-content/uploads/2020-KTC-ICT-Benchmark-Data-Set.xlsx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definition/lang--en/index.htm
https://www.fast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Blueprint-DIGITAL-3.pdf
https://www.fast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Blueprint-DIGITAL-3.pdf
https://danwatch.dk/en/undersoegelse/the-labour-supply-chain-how-foreign-workers-end-up-indebted-in-malaysia/
https://www.dol.gov/agencies/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
https://danwatch.dk/en/undersoegelse/where-do-malaysian-electronics-end-up/
https://danwatch.dk/en/undersoegelse/how-the-global-electronics-industry-came-to-rely-on-forced-labour-and-debt-bondage/
https://danwatch.dk/en/undersoegelse/how-the-global-electronics-industry-came-to-rely-on-forced-labour-and-debt-bondage/
https://danwatch.dk/en/undersoegelse/how-the-global-electronics-industry-came-to-rely-on-forced-labour-and-debt-bondage/
https://danwatch.dk/en/undersoegelse/the-labour-supply-chain-how-foreign-workers-end-up-indebted-in-malaysia/
https://www.voanews.com/usa/us-ban-malaysian-glove-maker-highlights-systemic-labor-abuse
https://www.voanews.com/usa/us-ban-malaysian-glove-maker-highlights-systemic-labor-abuse
https://www.inc.com/will-yakowicz/shenzhen-city-of-electronics.html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6/07/14/a-look-inside-shenzhens-high-tech-empire/#494afb9a4f36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aug/08/schoolchildren-in-china-work-overnight-to-produce-amazon-alexa-devices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tesco-china-labour-prisons-factbox/factbox-chinas-use-of-prison-labour-idUKKBN1YS0OH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tesco-china-labour-prisons-factbox/factbox-chinas-use-of-prison-labour-idUKKBN1YS0OH
https://www.forbes.com/sites/annashedletsky/2020/02/03/three-trends-driving-electronics-manufacturing-in-2020/#78f26f57d804
https://www.ft.com/content/4d8285a2-eff0-11e9-ad1e-4367d8281195
https://www.ft.com/content/4d8285a2-eff0-11e9-ad1e-4367d8281195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5479.pdf


了解供应链 2020 8 

 

 
21 责任商业联盟披露了实施供应商审计的成员国名单。在中国和马来西亚之外，更多的供应商审计在台

湾、泰国和印度进行。责任商业联盟，“责任商业联盟 2018 年年度报告”，第 35 页。据估计，泰国

有 500 万移民工人。路透社（2019 年 12 月 11 日），“泰国电子公司以罕见的奖项赔偿被剥削的工

人”。印度依靠国内流动的 1.39 亿农民工。参见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 10 月 1 日），“印度国内有

1.39 亿流动工人。他们不应被遗忘。”越南的情况类似，国内有 500 万流动工人，其中很多人是非正

规就业。乐施会，“工人的权利”， 2020 年 4 月 8 日造访网页。台湾约有 70 万移民工人。平等时代

（2020 年 3 月 20 日），“台湾会改革劳务经纪制度以更好地保护移民工人吗？”截至 2019 年 6

月，新加坡有 130 多万移民工人。新加坡政府人力部，“外籍劳工数量”，2020 年 4 月 15 日造访网

页。 
22 联合国大学（2019 年 9 月），“释放潜能：动用财政资源打击奴役和人口贩运的蓝图”，第 28-29

页。有关新冠病毒，请参见： Quartz（2020 年 2 月 27 月），“新冠病毒使东南亚工厂的供应链持续

萎缩”。企业责任资源中心，“新冠疫情下的供应链工人”，2020 年 3 月 22 日造访网页。有关对结

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限制，请参见国际工会联盟（2019），“2019 全球权益指数”，第 42 页。 
23 “了解供应链”使用了与“企业人权基准”同样的方法，评估了公司的参与程度：“正式”参与

（有）指在三个月的沟通期内（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公司通过电话沟通或发送链接或额

外信息，参与评估。“非正式”参与指公司在 2019 财政年度（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以某种

形式与“了解供应链”联系。这包括应“了解供应链”或基准评估的请求回复电子邮件，或是在沟通期

之外与“了解供应链”进行电话沟通。“无”或“没有参与”（无）指公司在 2019 财政年度（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与“了解供应链”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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