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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这是手机应用程序“公司对照检查项—消除和防止强迫劳动”的完整文本，该程序可在苹果商店和

谷歌商店下载。

这款对照检查项应用程序允许您创建交互式检查清单，帮助你消除和防止强迫劳动。总共有 38 个检

查项，分为 11 个不同类别。每个检查项都提供了采取行动的最佳实践建议。本文件旨在确保该应用

程序的内容对所有用户开放，包括那些没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用户。

“公司对照检查项—消除和防止强迫劳动”由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制作。其主要目的是促

进工作中的权利，鼓励体面的就业机会，加强社会保护，并加强与工作问题有关的对话。

https://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


目录

监狱劳动	 1

就业自由和终止就业	 2

暴力、骚扰和恐吓	 3

胁迫、债役和债役劳动	 4

纪律措施	 6

强制加班	 7

行动自由	 9

技能开发和培训	 10

招聘和就业移民	 11

职业介绍所和合同	 13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14



对照检查项消除和防止强迫劳动1

监狱劳动

检查项

1.	 核实雇主是否使用任何监狱劳动。

2.	 如果囚犯在私人雇主的监督下工作，应检查监狱劳动者是否自愿同意从事工作而不受威胁或

惩罚。

3.	 如果囚犯在私人雇主的监督下工作，应将其工作条件与自由劳动安排的条件进行比较。

观察

囚犯在私营企业中从事的工作或服务必须是自愿的，监狱劳动者必须自由地表示同意，不得受到威

胁或惩罚，包括丧失在监狱内的权利或特权。

为私人雇主工作的囚犯的条件应与自由工人享有的条件相当。

例如，监狱工人应享有类似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待遇和相同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在扣除食宿

费用的基础上，工资水平的合理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采取行动

•	 在可能的情况下，直接与监狱工人交谈，并检查书面同意书。

•	 考虑监狱工人是否自由和自愿地表示同意。

•	 审查监狱工人的工资记录，以核实他们的工资与自由工人相当，允许合法扣减。

•	 通过检查监狱内部或外部的工作场所，评估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

•	 与雇主讨论与监狱工人或监狱承包工作或服务相关的雇佣政策和做法。

•	 确保没有囚犯因拒绝为私人雇主工作而遭受任何形式的权利或特权损失。

•	 在相关情况下，审查监狱和使用监狱工人的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

•	 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与监狱工人面谈时收集的信息保持匿名和机密。

•	 采取适当措施，确定监狱工人在面谈前是否接受过辅导。

监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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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自由和终止就业

检查项

4.	 分析是否所有工人都有自愿和自由就业的权利，而不受到惩罚的威胁。

5.	 寻找在招聘中受到胁迫或工人在威胁或压力等情况下被迫同意的证据。

6.	 确认工人是否有在任何时候终止就业而不受到任何惩罚的自由。

7.	 检查是否有证据表明雇主在任何时候都阻碍了合法终止雇佣合同的行为。

观察

所有劳动者都应有权在没有被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自愿和自由地进入和离开工作岗位，并考虑到雇

佣关系中双方的法律权利和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用胁迫手段来威胁工人或向他们施压，让他们接受或继续工作。

不应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提供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就业条件，雇主应避免使用任何限制工人终止就

业能力的做法，例如：

•	 扣留员工的身份文件，包括护照。

•	 对工人实施经济处罚；

•	 延迟或停止支付工资；或

•	 用暴力威胁工人。

采取行动

•	 与适当的管理人员讨论雇佣政策并检查这些政策的复印件。

•	 检查国家法律和雇佣合同，并考虑关于终止无限期和固定期限合同的通知期规定。		

•	 与工人交谈，了解他们在法律下的权利和责任，以确定他们是否自由就业和离职，而不遭受任

何威胁或后果。确保采访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人，包括那些签订不同类型合同的工人。	

就业自由和终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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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骚扰和恐吓

检查项

8.	 发现任何对工人、其家人或亲密伙伴使用或威胁使用身体或性暴力、骚扰或恐吓的证据。

观察

对工人、其家属或其亲密伙伴的威胁或使用暴力、骚扰或恐吓不得用作恐吓个别雇员或整个员工队

伍的手段。

采取行动

•	 与工人单独交谈，并牢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要特别注意确保这些谈话的保密性，以保护工人

免受任何可能的报复。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工人在场外会面。

•	 与雇主讨论公司关于工作场所暴力、骚扰和恐吓的政策，并检查该政策的复印件。

•	 检查法律记录，看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公司有未决的投诉或行动，例如在劳动法庭，以确定过

去是否有关于对工人及其家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身体或性暴力、骚扰或恐吓的指控。

暴力、骚扰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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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债役和债役劳动

检查项

9.	 观察雇主是否使用不定期、延迟、推迟或不支付工资作为约束工人就业的手段。

10.	 发现是否利用非现金或“实物”支付作为手段，使工人对雇主产生依赖性。

11.	 注意是否有以凭证、优惠券或期票形式支付工资的证据。

12.	 计算按件计酬或按业绩计酬的工人是否获得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

13.	 寻找证据，证明要求工人交纳的押金或未经授权的非法扣减工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人负债。

14.	 确认预支工资或提供给工人的贷款是否符合国家法律。

15.	 调查工人是否为了偿还实际发生或继承的债务而被迫工作。

观察

不遵守工资支付惯例—例如，延迟支付或不规范的支付—不会自动被视为强迫劳动。然而，某些虐

待行为，特别是与其他类型的剥削相结合时，可以构成胁迫或强迫就业的情况。

工资应定期并直接支付给工人；应以法定货币支付，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实物”支付应仅为部分。

非现金支付不应作为使工人负债的手段，禁止以凭证和期票的形式支付，以及具有（有意或无意）

剥夺工人终止就业能力的支付方法。

工人不应受到债务的束缚，也不应为了偿还实际产生的或继承的债务而被迫工作。预支工资和贷款

（以及相关利率）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

不应使用虐待性的做法来约束工人使其就业，包括移民工人和属于土著和部落民族的工人。这种虐

待行为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收取过高的招聘费用；

•	 延迟或不支付工资，并允许拖欠工资的情况积累；

•	 在计算和支付工资时的欺骗行为，包括扣减工资；

•	 要求工人交纳押金；以及

•	 恶意提供预付工资或贷款，或收取过高的利息。

胁迫、债役和债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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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	 检查工资单，以确定在支付或不支付工资时是否使用了胁迫手段，或者是否有证据表明存在非

法或不明原因的扣除。在检查工资记录时，要考虑按件计酬的工人是否得到法定最低工资。

•	 与工人交谈，了解工资支付实践（即工资是否按时支付，计算是否正确，是否考虑到加班费和

法定扣款）；他们是如何被招聘的；是否被要求向雇主或第三方提交押金或支付招聘费。

•	 确保采访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例如那些签订无限期和定期合同的工人，以及那些按小时和按件

计酬的工人。

•	 与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部门人员交谈，了解招聘和支付政策和做法。

•	 确定公司商品、工具或制服的销售是否被用作使工人对雇主产生依赖状态的一种手段。

•	 检查与预付工资和贷款有关的财务记录（如有）。

•	 检查随机选择的工资单和其他与工资有关的记录，以考虑是否有渎职的证据。采取适当措施，

确保公司不使用双重“账本”来误导审计人员。

•	 考虑是否应当特别关注原住民和部落居民和 /或移民工人的权利，并采取适当措施，确定公司

是否将合同分包给可能面临较高的抵押劳动和债役风险的非正规车间。

•	 如果雇主使用私人职业介绍所雇用工人，与其管理层交谈，了解与此相关的政策。在可能的情

况下，与这些就业机构的代表会面，讨论招聘政策和程序。

•	 交叉核对管理层和工人提供的信息，以确定其真实性。

	

胁迫、债役和债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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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措施

检查项

16.	 寻找纪律处分要求或导致工作义务的证据表明，例如通过对参与罢工的惩罚。

观察

广义上讲，工作场所的纪律措施不应包括导致工作义务的制裁，也不应将强迫或强制劳动作为惩戒

工人或惩罚他们参与罢工的手段。

不涉及工作义务的纪律处分或金钱性质的制裁不被认为是违反有关强迫或强制劳动的国际标准。

采取行动

•	 与广泛的不同部门的工人交谈，以确定纪律措施是否要求或导致工作义务。采取特别措施，确

定并访问那些因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而受到纪律处分的工人。

•	 在近期发生罢工的情况下，与参与或领导罢工的工人交谈，以确定他们是否因罢工而面临惩罚，

以及这种惩罚是否涉及工作义务。

•	 审查公司有关纪律措施和处分的文件（如公司政策和程序，以及给工人的书面警告或训斥），

以确定公司是否将工作作为惩戒工人的一种手段。

•	 与管理人员交谈，了解有关纪律措施的政策，特别是管理层对罢工行动的反应。还应努力与主

管人员交谈，以确定用于惩戒工人的措施是否导致了工作义务。

纪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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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加班

检查项

17.	 询问工人是否在受到处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加班超过国家法律或（如相关）集体协议允许的时间。

18.	 注意是否有证据表明雇主利用工人的脆弱性，用威胁的方式强迫其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或

提供服务，例如威胁解雇或实施经济制裁。

19.	 核实工人是否被迫在法律或集体协议允许的范围外加班，以获得法定最低工资。

观察

与加班有关的虐待性工作条件并非自动成为强迫劳动的情况。但是，如果雇员在受到惩罚的威胁下

被要求加班超过法律或集体协议所允许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强迫劳动的情况。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担心被解雇，工人的加班时间远远超过了国家法律所允许的时间，而在

其他情况下，报酬以生产力指标为依据，工人可能不得不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工作，因为他们只有

这样做才能获得最低工资。

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在理论上可以拒绝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然而，如果他们处于弱势地位，

这可能意味着在实践中他们没有选择，必须工作以保住工作或赚取最低工资，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在惩罚、解雇或支付低于最低水平的工资的威胁下强行

工作，这不仅是就业条件差的问题，而是强迫或强制劳动的问题。

采取行动

• 与工人交谈，了解他们是否每天、每周或每月被要求加班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在相关情况下，

检查就业合同中关于工作时间和加班的规定，并与工人讨论这些规定。

• 考虑是否使用威胁手段迫使员工工作，例如威胁解雇。

• 考虑是否有工人因拒绝加班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处罚。

• 检查具有代表性的每日考勤表样本，并将其与生产力日志进行交叉比对，以确定员工是否“在

非工作时间”加班。

强制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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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加班

• 与管理人员交谈，了解加班情况，尤其是在生产截止日期前。考虑管理人员是否知道有关加班

的法律规定。

• 检查公司与加班有关的政策。

• 检查工人的考勤表，确保有代表性的选择，包括不同类别的工人和不同类型的合同。

• 考虑在“非工作时间”访问工作场所，以确定工人是否“在非工作时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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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自由

行动自由

检查项

20.	 寻找是否有工人在工作时间外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或雇主经营的住所（如宿舍）的证据。

21.	 研究是否有任何其他限制工人行动自由的证据。

观察

工人不应在工作时间内或工作时间外被拘禁、监禁或以任何方式被扣留在工作场所或雇主经营的住

所内。禁止非法限制工人的行动自由。但是，在与工作场所纪律有关的条件下，允许在工作时间内

对工作场所内的行动进行合理限制。

采取行动

• 与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部门人员交谈，了解公司关于雇主经营的住所的政策。检查这些政策。

• 考虑公司的安保措施，特别是安保人员的作用和责任。考虑警卫是否被不恰当地用于限制工人

在工作场所内外的行动。

• 与工人交谈，了解与工作场所和宿舍内及周围的行动自由有关的条件。

• 考虑采用现场检查的方式，检查工作场所和雇主经营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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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开发和培训

检查项

22.	 如果雇主提供了培训机会，请考虑工人随后是否被要求工作一段确定的时间，以便雇主收回成本。

23.	 了解工人是否有权在这段时间结束前终止雇佣关系，并向公司偿还（全部或部分）培训费用。

观察

提供给员工的培训机会应是自愿的，提供这种机会的雇主不应该不合理地将工作或服务强加于人，

以此作为收回相关费用的手段。

这里的关键原则是工人有终止就业的自由。建议雇主不要规定工人在偿还费用之前不能终止就业。

采取行动

• 检查工资记录，寻找与培训费用有关的扣款证据。

• 审查就业合同中有关培训机会和相关付款安排的条款。

• 发现并与受益于培训机会的工人交谈。确定他们被提供和参加此类培训的条件。

• 与管理层就培训政策和自由终止就业有关的事项进行交谈。检查培训和解雇政策。

技能开发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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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和就业移民

检查项

24.	 调查移民工人是否受到公平对待，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否不低于当地雇佣的工人。

25.	 检查是否有证据表明移民工人或其家庭成员受到向当局告发的威胁，以胁迫他们就业或维持

就业。

26.	 了解工人是否被要求向雇主或中介机构支付费用以获得工作。

27.	 寻找证据证明工人在开始工作时已经交了押金。

28.	 如果国家法律允许向劳动者收取招聘费，询问劳动者是否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终止就业，而不

受到与偿还有关的威胁或惩罚。

29.	 核实工人是否保留对其个人文件的控制权（如出生证明、护照、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和/或身份证）。

30.	 检查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雇主扣留或没收工人的身份证件。

31.	 如果工人要求雇主为安全起见保留个人文件，确认工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要求获得这些

文件。

32.	 核实雇主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以防止可能导致为剥削劳动力而胁迫和贩运人口的虐待条件和

欺诈做法。

观察

移民工人应受到公平对待，无论其是否具有法律地位，并享受不低于本地工人的工作条件。

他们必须有权自愿和自由就业和终止就业（根据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在合理通知的情况下），而

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胁。

雇主应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导致为剥削劳动力而胁迫和贩运人口的虐待条件和欺诈做法。不应以向

当局告发来威胁非正规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或以其他方式强迫他们就业。

禁止没收或扣留工人身份证件等做法。但是，如果雇员提出要求，雇主可以为这些文件提供安全的

存储空间，前提是工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取用这些文件。

雇主亦可向工人提供原始文件的复印件，以及显示已向雇主提交哪些文件的“收据”。

招聘和就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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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 考虑移民工人的工作条件是否与本地工人相当。

• 审查工资记录，确保本地工人和移民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同。

• 检查公司政策和移民工人的合同，并考虑关于开始就业和终止就业的条款。

• 与移民工人交谈，了解他们如何被招募。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向雇主或中介机构支付费用，或交

纳押金。考虑工人在支付招聘费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自由终止就业。

• 如果工人要求管理层保留他们的身份文件，检查这些文件的位置，与工人交谈，了解他们是否

可以随时自由获取这些文件，并就公司的政策和程序与经理或人力资源部门人员交谈。调查工

人获取个人文件的条件。

• 与管理层交谈，了解为防止与移民工人有关的虐待条件和欺诈做法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 考虑是否应特别关注土著和部落人民和 /或移民工人的权利。交叉检查移民工人的护照或任何

合同文件是否被雇主带走“保管”。

招聘和就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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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介绍所和合同

职业介绍所和合同

检查项

33.	 跟踪证明使用私营职业介绍所的雇主已采取措施监督这些机构，并防止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

有关的虐待行为。

34.	 证明所使用的所有机构都获得了国家主管部门的许可或认证。

35.	 获得雇主的保证，通过职业介绍所签约的工人不向该机构支付招聘费。

36.	 检查提供给所有工人的就业合同，以证明它们是用工人易理解的语言编写的。

37.	 了解就业合同是否明确指出工人在工资、工作时间、终止合同的有效理由和其他与强迫劳动有

关问题方面的权利和责任。

观察

与招聘有关的费用和成本不应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向工人收取，而应由公司或雇主承担。

有工人直接受雇于私营职业介绍所的企业应确保这些工人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加班和其他与防

止强迫劳动有关的条件方面得到充分保护。

雇主应以所有工人都容易理解的语言提供书面雇佣合同，并明确说明他们在工资支付、工作时间、

终止合同的有效理由以及其他与防止强迫劳动有关的问题方面的权利和责任。

采取行动

• 与被私营职业介绍所招聘或直接被其雇佣的工人交谈。发现移民工人并与其交谈，特别是讨论

他们受雇的条件。

• 检查移民工人和其他被私营职业介绍所招聘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就业合同。

• 考虑这些机构雇用的工人的就业条件，特别是关于工资支付、工作时间、加班和其他相关问题。

• 检查工资单，看是否有不明原因或非法扣减的证据。

• 与签约的职业介绍所的代表交谈，讨论招聘程序。检查相关的公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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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检查项

38.	 调查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儿童从事了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例如，债役、强迫或强制劳动、

奴役或买卖和贩运儿童）。

观察

严格禁止让儿童从事债役、农奴制、强迫或强制劳动、一切形式的奴役和类似奴役的做法，例如买

卖和贩运儿童。

雇主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这些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并努力确保为其服务的任何私

营职业介绍所不参与此类做法。

有关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2007 年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雇主组织的消除童工劳

动雇主指南。

采取行动

• 制定措施，通过使用有效的年龄估计技术，以及通过对现场检查、与工人访谈、审查相关公司

和工人文件以及与管理层交谈所收集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来发现工作场所的童工。

• 与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部门的工人进行交谈。讨论工作条件，特别是招聘条件，以确定是否有保

障措施防止和消除儿童参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确保与你怀疑

可能是儿童的工人交谈。

• 与管理人员交谈，了解有关童工劳动及其最恶劣形式的政策。检查这些政策，并询问为防止公

司业务和私人职业介绍所招聘或雇用儿童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 讨论采取何种措施，立即让在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中工作的儿童远离该工作并为其提供保护。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