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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TBT）通报情况

按照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 2.9.2 条的要求，只要各成员拟议的技术法规

不存在有关国际标准可参照，或拟议的技术法规中的技术内容与有关国际标准中的技

术内容不一致，且该技术法规有可能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则各成员即应“通

过秘书处通知其他成员拟议的法规所涵盖的产品，并对拟议的法规的目的和理由作出

简要说明”。WTO秘书处通常会将各成员发出的这种简要说明通知以一个固定格式表格

的形式派发到其他成员，这个表格就是 TBT 通报。TBT 通报作为 WTO 最官方和正式的技

术性贸易措施发布渠道，是体现 WTO 成员技术性贸易措施方向和趋势的重要文件。

2021 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WTO 的 164 个成员中共

有 83 个 WTO 成员提交了 3966 件 TBT 通报，其中包括 2584 件新

通报、1339 件补遗和勘误通报、43 件修订通报。提交通报数量

位列前 10位的成员依次是：乌干达、巴西、美国、肯尼亚、坦桑

尼亚、卢旺达、中国、布隆迪、韩国、欧盟。

2021 年提交 TBT 通报数量前十国家/地区中，以发展中国家

为主。乌干达（排名第 1）和巴西（排名第 2）提交的 TBT 通报数

与去年相比分别增加 65.7%和 39.3%；而肯尼亚（排名第 4）提交

的 TBT 通报数比上年则下降了 37.5%；美国（排名第 3）和欧盟（排

名第 10）仍是提交 TBT 通报数最多的发达国家/地区，数量比上

年小幅增加。

在与我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138 个国家/地区

中，2021 年共有 52 个国家/地区提交了 2307 件 TBT 通报，比 2020

年增加 27.0%，占 WTO 成员总通报数的 58.2%。其中，布隆迪和巴

基斯坦提交的通报与去年相比分别提升 3.9 倍和 29.5 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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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去年并没提交任何通报的情况，科特迪瓦本年度共提交 35 件

TBT 通报；另外，除乌干达和肯尼亚外，其他“一带一路”国家

提交通报数情况总体变化不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 2021 年共

提交了 530 件 TBT 通报，比上年增加 28.6%。中国是 RCEP 成员中

提交 TBT 通报最多的国家，共 126 件。另外，韩国提交的 TBT 通

报数也较多（117 件），占 RCEP 成员国提交总量的 22.1%；泰国、

日本提交的 TBT 通报数分别为 88 件和 56 件；新加坡、新西兰、

马来西亚等成员提交的通报较少；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本

年度并未提交 TBT 通报。

（信息来源：广东省 WTO/TBT 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关于贸易发展的《年度监测报告》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关于贸易发展的年度监测报告，WTO

成员在实施与 COVID-19 有关的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方面表现得很

克制，并将继续缩减早些时候在疫情中采取的限制措施。该报告

涵盖了 2020 年 10 月中旬至 2021 年 10 月中旬的数据，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查机构（TPRB）会议上提交给

世贸组织成员。WTO 总干事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与 COVID-19

有关的贸易促进措施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几

乎是 2:1。在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提出的 117 项出口限制中，

有 45 项出口限制仍在实施，涉及药品、其他医疗用品和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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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产品。自疫情爆发以来，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已经实施

399 项 COVID-19 货物贸易和贸易相关措施。其中，262 项（66%）

属于贸易便利化性质，137 项（34%）可被视为贸易限制性措施。

出口限制占所有记录的限制性措施的 85%，共 117 项措施，其中

59%在 2021 年 10 月中旬前已经被废除。仍在实施的 COVID-19 贸

易促进措施的贸易覆盖面估计为 1121 亿美元，而贸易限制措施的

覆盖面为 923 亿美元。

（信息来源：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2021 年我国出口欧美消费品受阻情况

“受阻”，是指产品被当地海关拒绝进口、自动扣留及进入对方市场后被召回等

多种出口受阻情况。包括 CPSC 召回、FDA 拒绝进口和欧盟“安全门”、RASFF 通报等。

【欧盟】2021 年，欧盟非食品类危险产品快速预警系统-安

全门（RAPEX）共发布 2134 例召回通报，较上年减少 4.2%。其中，

原产地为中国的召回通报有 1041 例，较上年减少 6%，占安全门

通报总数的 48.8%，比重较上年下降 1 个百分点。原产于中国被

通报最多的产品为玩具（33.5%），其次为电器用品与设备（15.9%）、

防护设备（12.6%）等。对中国输欧消费品提交召回通报数量前 5

位的欧盟成员依次是：匈牙利（14.3%）、波兰（11.3%）、德国

（11.1%）、法国（9.6%）、瑞典（8.5%）。其中，匈牙利通报最

多的产品是电器用品与设备（49 例）和玩具（42 例）；波兰通

报最多的产品是玩具（87 例）；德国通报最多的产品是防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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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例）和珠宝（36 例）。

【美国】2021 年，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CPSC）共发布

219 例召回通报（Recall），较上年减少 14.8%。其中来自中国的

产品（消费品）共 134 例，较上年减少 1 例，占 CPSC 召回总数

的 61.2%，比重较上年增加 8.7 个百分点，涉及金额约 53.9 亿美

元。此外，在 2021 年 CPSC 发布的中国产品召回通报中，有 39

例是美国与加拿大联合进行召回，占中国产品召回通报数的

29.1%。中国输美产品被召回最多的产品为电器/电气设备

（16.4%），其次为儿童用品（12.7%）和纺织服装（10.4%）等。

其中，被召回的 22 例电器/电气设备产品中，共有 13 例存在着

火的风险；被召回的 14 例纺织服装产品中，共有 11 例因不符合

易燃性标准而存在烧伤或着火的风险。

（信息来源：广东省 WTO/TBT 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2021 年我国出口欧美农食及医疗器械产品受阻情况

【欧盟】2021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

共发布 4674 例召回通报，比上年增加 23.6%。其中，来自中国的

产品被通报319例，比上年增加38.1%，占RASFF通报总数的6.8%，

较上年增加 0.7 个百分点。RASFF 通报中国产农食产品 160 例，

比上年增加 24.0%，占中国被 RASFF 通报产品的 50.2%。另外还有

食品接触材料 147 例，饲料 12 例。在农食产品方面，RASFF 通报

的中国最多的是水果蔬菜，该类别通报数占中国农食产品通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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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8.1%。毒死蜱等农药残留问题依旧是水果蔬菜被通报的主要

原因。其他被通报较多的产品还有香草及香料、鱼和鱼制品等。

鱼和鱼制品类的通报数明显增加，比上年增加 33.3%，主要是因

为西班牙通报的冷冻水产品数量增多。

2021 年通报中国产农食产品最多的国家是西班牙，共通报

27 例，占中国产农食产品被通报总数的 16.9%。其次为荷兰和德

国。

在食品接触材料方面，通报中国食品接触材料制品最多的国

家为西班牙、波兰和德国。含有竹、玉米、小麦纤维等天然材料

成分的塑料制品依然是中国食品接触材料制品被通报的首要原

因，而且占比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其中不乏网上销售的产品。

2021 年被通报的中国食品接触材料中，49.7%是因为该原因被通

报，将近一半。西班牙、波兰和比利时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因含天然材料成分而被通报的食品接触材料中，有 61.6%是由这 3

个国家通报的。除此之外，甲醛、初级芳香胺、三聚氰胺、挥发

性有机成分等物质迁移也是我国食品接触材料被通报的主要原

因。

在饲料方面，2021 年 RASFF 通报的中国饲料产品比上年增加

33.3%。狗咬胶或其他可食用的宠物玩具依然是通报最多的产品，

通报原因为微生物含量超标或含有异物。

【美国】2021 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计通报拒

绝进口 13397 批次，比上年减少 22.2%，对中国输美产品（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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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产品、医疗产品、化妆品及烟草产品等）通报拒绝进口 2486

批次，比上年减少 49.2%，占 FDA 通报数的 18.6%，较上年下降 9.8

个百分点。在农食产品方面，FDA 通报拒绝进口农食产品 5733 批

次，比上年增加 11.7%。中国输美农食产品被拒绝进口通报 581

批次，比上年减少 18.6%，占 FDA 通报农食产品总数的 10.1%，较

上年下降 3.8 个百分点。其中，被拒绝进口的农食产品以蔬菜水

果和烘焙产品居多。

2021 年，中国被 FDA 拒绝进口的农食产品中，有 30.3%的产

品因涉及标签问题而被拒绝进口，如“无营养标签”“标签未标

注制造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等。就具体的拒绝原

因而言，涉及最多是美方认为产品“含污秽的、腐烂的、分解的

或其它不适合于食用的物质”，占比 28.1%，其次是“疑含三聚

氰胺”，占比 17.0%。另有一批产品因“拒绝 FDA 对国外企业的

检查”而被拒绝进口。

除针对农食产品进行监管外，FDA 还重点对进口医疗产品进

行监管。2021 年，FDA 共通报拒绝进口医疗产品 6733 批次，比

上年减少 37.2%，占 FDA 总通报数的 50.3%，较上年下降 11.9 个

百分点。其中，中国被 FDA 拒绝进口的医疗产品共 1562 批次（医

药品 294 批次、医疗器械 1268 批次），比上年减少 56.6%，占

FDA 拒绝进口医疗产品总数的 23.2%，较上年下降 10.4 个百分点。

中国被 FDA 拒绝进口的医疗产品中，含酒精 105 批次、冠状病毒

相关检测/分析产品 162 批次和各类口罩（医用口罩、N95 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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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批次。

2021 年，中国被 FDA 拒绝进口的医疗产品中，因涉及企业未

注册问题而被拒绝进口的有 59.3%，因涉及标签问题而被拒绝进

口的有 58.8%，因产品与已上市合法产品为非实质性等同或未申

请 510（k）而被拒绝进口的有 33.7%（注：同一批次产品可能涉

及多个拒绝原因）。

（信息来源：广东省 WTO/TBT 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从2022 年3 月1 日起对输澳水果包装实行新要求

根据澳大利亚检疫主管部门最新通知，为防止斑翅果蝇

Drosophila suzukii 随输澳水果传播，澳大利亚对我国输澳鲜食

葡萄和核果类水果的包装防虫网孔径要求进行了修改。将原规定

“通气孔的纸箱（包装）必须用孔径不超过 1.6 毫米的纱网/丝网

覆盖/密封”，修改为“通气孔的纸箱（包装）必须用孔径不超过

0.98 毫米的纱网/丝网覆盖/密封”，其他包装要求不变。该规定

自 2022 年 3月 1日起施行。

具体规定可在澳大利亚农业、水利和环境部网站上查询

（https://bicon.agriculture.gov.au/BiconWeb4.0）。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英国修订《环境保护（一次性使用塑料制品）（苏格兰）实施条例2021》

2022 年 1 月 12 日，英国发布 G/TBT/N/GBR/41/Add.1 号 TBT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5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5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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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通报，修订《环境保护（一次性使用塑料制品）（苏格兰）

实施条例 2021》。该条例将对一次性使用塑料（SUP）物品实行

市场限制，以防止和减少对环境，特别是水生环境和人类健康的

影响。条例禁止在商业过程中供应和制造一次性塑料产品，包括

一次性塑料餐具、盘子和饮料搅拌器等，并禁止在经营过程中供

应一次性塑料塑料吸管和气球棒，但有特定豁免。该条例仅适用

于苏格兰。这项措施是参照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规则设计的，比

如欧盟的规则，以防止和减少对环境，特别是水生环境和人类健

康的影响。修订内容将于 2022 年 6月 1日起实施。

（来源： 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澳新发布《食品标准法典》第 205 号修正案

2022 年 1 月 20 日，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发布了关于澳

新食品标准法典第 205 号修正案的官方公报，主要修订的标准有：

附表 3 特性和纯度；附表 11 营养信息面板值的计算；附表 18 加

工助剂；附表 26 使用基因技术生产的食品；附表 29 特殊用途食

品；标准 2.9.1 婴儿配方食品。

做出这些修订的申请如下：申请 A1178-方法 AOAC 2017.16

作为总膳食纤维分析的新方法；申请 A1190-在婴儿配方食品及其

他产品中使用 2'-岩藻糖基乳糖；申请 A1211-批准来自转基因地

衣芽孢杆菌的麦芽糖α-淀粉酶作为加工助剂。

（信息来源：广东省 WTO/TBT 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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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修订加工食品标签法规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食药局发布修订加工食品标

签法规公告 HK.02.02.1.2.12.21.494。主要修订内容为：增加必

须包含营养价值信息的微型和小型企业生产的加工食品的类型、

描述、营养成分价值和份量；须将加工食品的类型、描述、营养

价值和份量列在附录中。该公告自印度尼西亚政府公报发布之日

起生效，过渡期为 30 个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秘鲁制订软饮料技术标准

2021 年 1 月 10 日，秘鲁生产部国家质量局（Inacal）正式

发布软饮料技术标准 NTP203.111:2021，即日起实施。主要内容

如下：（1）软饮料可含有水果和/或蔬菜的部分果肉；（2）产品

的保存可以通过热处理、化学、物理或其他需要的方法来实现；

（3）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水必须符合现行国家饮用水立法的规

定；（4）维生素可根据现行规范添加；（5）软饮料应具有统一

的颜色、气味和独特的味道；（6）产品必须没有影响产品安全性

和健康风险的致病微生物；（7）用于投放市场的标签必须符合现

行国家法律的规定。此外，不应具有含义模糊的图例，也不应描

述无法验证的产品特性。

（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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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修订葡萄酒标签要求

2022 年 1 月 7日，阿根廷国家葡萄栽培研究所发布修订后的

葡萄酒标签标准要求。主要修订内容包括：（1）批准葡萄酒行业

产品鉴定标准；（2）蒸馏葡萄酒产品中使用的标签必须在流通前

在国家葡萄栽培研究所（INV）注册；（3）在该标准发布之前印

刷的不符合本决议规定的标签，其确定的期限内使用；（4）自制

和手工葡萄酒产品也要符合该标签要求；（5）违反该标准的行为

将根据《葡萄酒总法》监管标准的规定受到制裁；（5）葡萄酒的

最短陈酿期为 18个月。该标准自发布之日实施。

（来源：海关总署）

斯洛文尼亚拟制订啤酒的质量标准法规

2022 年 1 月 12 日，斯洛文尼亚农林食品部在政府公报网站

发布咨询文件，拟制订啤酒的质量标准法规。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规定。规定了啤酒在市场上必须满足的最低质量、

分类和标签要求；

（2）术语及定义。啤酒、酒精浓度等；

（3）啤酒生产原料。大麦麦芽、饮用水、啤酒花、酵母等；

（4）啤酒的分类和标签。根据啤酒中添加提取物应标注：啤

酒、特殊啤酒、烈性啤酒；根据酒精度应标注：淡啤酒、不含酒

精的啤酒；根据颜色应标注：黄啤酒、黑啤酒；按照工艺应标注：

浑浊啤酒、成熟啤酒、未过滤啤酒、未巴氏杀菌啤酒等；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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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啤酒最低质量要求。除了浑浊的啤酒外，应该是清澈的，

没有沉淀物，二氧化碳含量至少为 3g/L；pH 值最高达 5.5；啤酒

的感官特性必须符合产品规格中的定义等；

（6）过渡和最终条款。截止日期之前，按照啤酒质量规则生

产和标记的啤酒产品可以上市销售，直到库存用完为止。

该咨询文件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2 年 2月 12 日。

（来源：海关总署）

法国要求提供消费品的环境特征信息

2021 年 10 月，法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法令草案《关于向消费

者提供关于产生废物的产品的质量和环境特性的资料的第 n°法

令》（Décret n° relatif à l’information du consommateur

sur les qualités et caractéristiques environnementales

des produits générateurs de déchets NOR），要求制造商、

进口商、分销商和其他产生废物的产品的生产商在购买时以数字

格式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并可免费获取。该法令草案预计将使消

费者能够更好地管理和限制废物的产生。法国政府曾在 2020 年通

过的《反废物和循环经济法》规定，产生废物的产品的制造商和

进口商有义务告知法国消费者有关产品的环境质量和特点。该法

令草案实施并确定了这一义务的方式。

法令草案所涵盖的信息义务涉及产品中的回收材料、纺织产

品的可追溯性、产品的可回收性、贵金属或稀土元素的存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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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危险化学品的存在。

（1）产品的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提供有关纳入回收材料的

信息。这些材料分为十类产品，即家庭包装、印刷纸材料、电子

和电气设备（EEE）、电池和蓄电池、化学家用产品、家具、纺织

产品（不包括皮革产品）、运动和休闲服装、园艺和 DIY 产品以

及车辆。这些产品必须包括：“产品包括至少 X%的回收材料”。

（2）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提供有关纺织产品可追溯性的信

息，包括以下每项操作发生的国家：纤维或投入材料的耕种或生

产、纺纱和织造、着色和缝纫。

（3）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遵守有关上述十类产品以及建筑

材料和玩具的可回收性的标签要求。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遵守五

个条件，才能在其产品上提及“可回收产品”，即：产品可以很

容易地在附近的收集点收集；产品可以被分类并被引导到回收设

施；产品不得含有阻碍分类和回收过程的元素或物质，或限制回

收材料的使用；产品必须包含至少 50%（重量）的可回收材料；

产品必须在实践中以工业规模进行回收。

（4）含有某些贵重材料，如金、银、铂或钯，或稀土元素的

产品（通常是电子电器和车辆），必须包含“至少含有（X）毫克

贵金属（或稀土元素）”的句子。

（5）如果危险物质在物质、制剂或物品中的浓度超过 0.1%

（按重量计算），制造商和进口商有必要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危险

物质存在的信息。此类产品必须贴上“含有危险物质（物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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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签。

上述信息要求适用于在法国市场上销售并且年营业额超过

5000 万欧元的制造商和进口商。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这一门

槛将降至 2000 万欧元，以扩大经济运营商的覆盖面。

该法令草案计划于 2022 年 1月 1日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墨西哥玻璃器具的重金属铅、镉的限量要求标准

墨西哥玻璃器皿现行标准是 2016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实施的

NOM-231-SSA1：2016《釉面陶器、釉面陶瓷中可溶性铅和镉含量

的测试程序》，替代旧版标准 NOM-231-SSA1：2002。该标准规定

了用以盛放加工食品和饮料的釉面陶瓷、釉面陶器、容器和玻璃

器具的重金属铅、镉的限量要求。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加拿大《食品接触釉面陶瓷和玻璃器皿产品行业指南》

2021 年 2 月，加拿大卫生部发布《食品接触釉面陶瓷和玻璃

器皿产品行业指南》，该指南受《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CCPSA）

和《釉面陶瓷和玻璃器皿条例》（GCGR，SOR/2016-175）的约束，

主要内容包括：强调未装饰的玻璃制品不在 GCGR 范围内；提供

10 个属于 GCGR 范围的产品示例；总结了不同类型产品中铅和镉

的迁移限值；详细说明仅用于装饰用途不适用于储存、制备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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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食品的釉面陶瓷和玻璃器皿产品的设计特征或永久性警告，此

类产品无需符合 GCGR 的铅和镉迁移限值；提供了装饰性釉面陶瓷

和玻璃器皿产品永久警告的示例。

不同类型釉面和玻璃器皿产品中铅和镉的迁移限量如下：

产品类型 铅的迁移限值（mg/L） 镉的迁移限值（mg/L）

餐具 3.0 0.50

小型中空器皿，杯子或马克杯除外（<1.1升） 2.0 0.50

大型中空器皿，水罐除外（≥1.1L） 1.0 0.25

杯子或马克杯 0.5 0.50

水罐 0.5 0.25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我国玻璃器皿有关新行业标准将于 2022 年 4月 1日正式实施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2021 年第 33 号公告，批准 513 项行业标准，其中，QB/T 4162

—2021《玻璃器皿 玻璃杯》、QB/T 4064—2021《玻璃器皿 餐饮

用钢化玻璃器皿》、QB/T 5639—2021《玻璃水壶》和 QB/T 5640

—2021《全电熔玻璃窑炉 通用要求》行业标准将于 2022 年 4月

1日正式实施。

（信息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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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供应商行为守则》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尊重基本人权、社

会正义及人格尊严以及尊重男女平等权利等准则是联合国供应商

应实现的首要目标。

《全球契约》《全球契约》《全球契约》《全球契约》：1999 年 1 月 31 日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

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商界领袖在各自的公司业务中并通过

支持相关公共政策，“接受并践行”《全球契约》。2000 年 7月

26 日，《全球契约》的实施阶段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2004

年 6 月 24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第一次《全球契约》领导

人峰会，秘书长在会上宣布增加第十项原则——反腐败。《全球

契约》是自愿性的国际企业公民精神网络，旨在支持营部门和其

他社会行动者参与进来，共同推动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意识，履行

社会和环境普遍原则，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联合国大力鼓励所

有供应商积极参与《全球契约》。为此，在承认联合国《全球契

约》十项原则重要性的前提下制订了本《守则》，并认为这是将

《契约》原则融入联合国各项业务的重要方法。本《守则》涉及

《契约》提出的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贪污领域的问题，对于本

《守则》的解释应符合《全球契约》。有志于支持《全球契约》

并希望深入了解十项原则的供应商请访问《全球契约》网站。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核心劳工公约核心劳工公约核心劳工公约核心劳工公约：实施三方代表制

的联合国附属机构——劳工组织制订的《劳工公约》是本《行为

守则》的主要依据。联合国希望为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都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Languages/chinese/index.html


18

能够恪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劳工组织公约》的核心原则。

可以进入劳工组织电子数据库获取《劳工组织公约》全文。

持续改进持续改进持续改进持续改进：本《行为守则》的规定是为联合国供应商设定的

最低标准。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遵守所有法律、法则和条例，

努力超越国际及行业最佳做法。联合国承认，达到本《行为守则》

规定的标准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过程，并鼓励供应商持续改进

工作场所条件。

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联合国可以对供应商及其分包商的设施进行现

场评估和检查，审查其遵守上述原则的进展情况。联合国希望供

应商至少应为达到本《行为守则》的标准制订明确的目标。联合

国可以监督对方是否已经达成某些重要指标，是否已经建立了管

理体系来确保遵循本《行为守则》规定的原则，如做不到这一点，

可能会影响到供应商今后同联合国开展业务的资格。本《行为守

则》所载原则代表一种愿望，但联合国供应商必须明白，假如能

够同联合国缔结合约，《联合国合同总则》就是合同的重要内容，

因而对承包商具有法律强制性。

1.供应商关系：本《行为守则》的各项规定阐明了联合国对

于与其有商业往来的所有供应商的期望。联合国希望这些原则适

用于供应商、母公司实体及其子公司或附属实体以及与之有商业

往来的其他所有方面，这其中包括员工、分包商和其他第三方。

联合国希望全体供应商能够利用当地语言，通过所有人都能理解

的方式，确保向其员工和分包商传达本《行为守则》。

http://www.ilo.org/ilolex/chinese/docs/convdisp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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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倡本《行为守则》的原则：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比照

本《行为守则》的内容，建立并保持规模与其相称的适当的管理

体系，积极审查、监督并修改管理程序和企业运作，确保其符合

本《行为守则》规定的原则。本《行为守则》所载各项原则同等

重要，不论其先后顺序如何。积极鼓励参与《全球契约》的供应

商切实践行《契约》原则，并每年向利益攸关者汇报其进展情况。

3.分包：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鼓励各自的供应商和分包商，

并与之通力协作，确保他们也能尽力遵循本《行为守则》的原则

或等效原则。

劳工：劳工：劳工：劳工：

4.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承认并尊重

员工根据以下法律法规享有自由结社、建立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

利：员工所在国家的法律；以及劳工组织核心公约，《结社自由

和保护组织权公约》（第 87 号，1948 年）和《组织权力和集体

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1949 年）。联合国承认劳资双方开

展公开交流和直接接触的重要性，供应商应尊重工人在不必担心

受到骚扰、恐吓、惩罚、干涉或报复的情况下享受自由结社以及

就工作条件问题同管理层进行公开交流的权利。

5.强迫劳动：联合国希望供应商禁止使用任何强迫劳工、抵

押劳工、契约劳工或非自愿的监狱劳工，并期望供应商接受符合

劳工组织有关强迫劳动问题公约的雇用做法：《强迫劳动公约》

（第 29 号，1930 年）和《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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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包括超时劳动在内的所有工作都应是自愿行为，工人有权

在给予适当通知之后离开工作岗位。此外，供应商无权要求工人

上交政府发放的证明、护照或工作许可证作为雇用条件。

6.童工：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至少不能从事同《儿童权利公约》、

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1973 年）和《禁止和立

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1999 年）

所规定的权利相悖的任何做法。允许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不得

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通常不低于 15 岁，在当地法律允许的

情况下可以是 14 岁，最高年龄相应推迟。此外，必须保护所有青

年工人免于从事以下工作：可能产生危险的工作；妨碍儿童教育

的工作；以及不利于儿童健康、身心发育、社会、精神或道德成

长的工作。全体供应商应执行合法的工作场所学徒方案，遵守涉

及童工问题和学徒方案的各项法律法规。

7.歧视：联合国决不容忍在雇用和就业做法上出现基于种族、

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年龄、身体素质、健康条件、政治

见解、国籍、社会出身或民族血统、工会成员或婚姻状况的一切

形式的歧视行为。此外，根据劳工组织《歧视公约》（《消除就

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1958 年）和《同酬公约》（《同

酬公约》，第 100 号，1951 年）规定的原则，联合国禁止在培训、

晋升和奖励机会方面的歧视。

8.工时：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遵守当地法律规定的所有适

用的工时要求，并希望包括加班在内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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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紧急状况或异常情况除外。供应商必须保证所有超时工

作均出于自愿，并能够按照通行的加班费标准获得补偿。联合国

鼓励供应商保证工人每周七天内有一天休息时间。

9.补偿：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至少要遵守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各

项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关于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和计件工资的规

定和关于赔偿的其他规定，并提供法定福利。

人权：

10. 人权：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支持并尊重保护国际公认

人权的行为，保证绝不与侵犯人权者同流合污。

11.骚扰、苛刻和不人道待遇：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营造并

保持让所有员工都享有尊严和尊重的工作环境，不以暴力、性剥

削或性虐待、口头或心理骚扰或虐待相威胁。决不容忍任何形式

的苛刻或不人道的强迫、体罚或以此相威胁。

12.健康和安全：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遵循其所在国或生产

和工作所在地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和指令，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

和健康。供应商至少应尽力实施已经获得认可的管理体系和指导

方针，例如《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和健康准则》（《劳工组织职业

安全和健康》，2001 年，见于劳工组织网站），至少应确保提供

以下设施和服务：饮用水和卫生设备；消防安全；紧急状况准备

工作和应急措施；工业卫生；充足照明和通风；工伤、职业病和

机器防护措施。此外，供应商应确保对所有宿舍或食堂设施采用

同样的标准。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managmnt/guid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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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地雷：我们希望联合国供应商不要从事销售或制造杀伤人

员地雷或用于制造杀伤人员地雷的任何部件。

环境：

14.环境：联合国希望供应商制订有效的环境政策，并遵守关

于环境保护的现行法律法规。在可行的情况下，供应商应支持对

环境问题采取预防方法，主动行动起来，促进在环境方面承担更

多的责任，鼓励推广采用合理周期做法的环境友好型技术。

15.化学品和危险材料：应确定并管理在进入环境后将造成危

害的化学品和其他危险材料，确保以安全方式进行处理、运输、

储存、回收再利用以及处置。

16.废水和固体废物：应按照要求在排放或处理之前对操作过

程、生产过程和卫生设施产生的废水及固体废物进行监督、控制

和净化。

17.空气污染排放：应按照要求在排放之前对操作过程产生的

挥发性有机化学品、浮质、腐蚀剂、微粒物质、臭氧消耗化学品

以及燃烧副产品的空气污染排放进行定性、监督、控制和净化。

18.废物最小化，回收利用最大化：从根本上或通过以下措施

来减少或消除包括水和能源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废物：改进生产和

维护过程；改造设施；替换材料；保养；回收再利用；以及材料

的二次使用。

贿赂和腐败：

19.腐败：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遵守最高的道德和伦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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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尊重当地法律，至少不从事包括敲诈勒索、欺诈和贿赂在内

的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

20.利益冲突：联合国希望供应商能够向其披露可能存在利益

冲突的情况，并披露是否有联合国官员或同联合国签署合同的专

业人员在供应商的业务中有着任何形式的利益或与供应商有着任

何形式的经济关系。

21.馈赠和款待：联合国制订了“零容忍”政策，决不接受任

何形式的馈赠或任何款待邀请。联合国不接受以下任何邀请：出

席体育或文化活动；假期或其他休闲旅行；交通；午餐或晚宴。

联合国希望供应商不要为了增进同联合国的商业往来而向联合国

工作人员提供任何利益，例如免费商品或服务、工作职位或折扣

机会。

22.就业后限制：就业后限制适用于联合国前工作人员、参与

采购过程的在职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供应商。联合国前工作人员

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寻求或接受联合国供应商的聘用。在职工作

人员今后也不得接受与其有业务往来的联合国供应商的聘用。如

违反上述规定，将禁止、暂停或终止相关供应商作为联合国合格

供应商的注册资格。

我们鼓励联合国供应商向我们通报为改进商业做法而采取的

行动，并就联合国如何最有力地推动实施本《行为守则》所载原

则提出建议。联系人：关于本《行为守则》的任何问题，可致函

采购处处长。 （来源：联合国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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