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实现永续的变化

ECLT 基金会

ECLT基金会致力于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协作解决方案，以消除
烟草种植地区童工现象的根源。我们提倡采取有力的政策，分享
最佳实践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并与农村家庭互动，使他们可以
从农业中受益，同时确保自己的孩子健康，受教育，可以不受剥削
并得到最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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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协助危地马拉打击童工现象

合作终止印度尼西亚的童工

ECLT承诺：跟踪成员的进度

重建莫桑比克有韧性的农民

对终止童工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负有共同责任

会计帐目

员工，董事会和合作伙伴

2019年是ECLT基金会雄心长期战略的全面实施达标的一年。 重点式的战略反映了
基金会从以烟草为中心转向对抗更全面的农业童工的过程，其坚定的目标是防止农
作物和相关产业之间对童工的利用。

该策略分为三个级别，每个级别都有相应的基准和关键绩效指标(KPI)以促进转型。 
新战略的第一级重点在借由20年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在烟草种植地区支持农民，家庭
和儿童以适应全球不断变化的现实。 第二和第三级将着重于扩大和巩固我们在烟草
和跨部门伙伴关系，以实现共同问责制和永久消除所有农业中的童工劳动。

协同新的战略，我们旨在通过建立和支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平台来
增加影响力并促进永续发展，这些合作伙伴和平台有助于制止农作物产业对童工的
利用。 此基金会在乌干达开设第一个联盟办公室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用来防止农
作物和相关部门对童工的利用。 于2019年12月成立了「乌干达消除烟草种植利用童
工联盟办公室」，其目的是确保协调消除茶，糖，当然还有烟草等部门之间童工的活
动。 由于其与农业社群的亲近性和潜在的间接影响，ECLT还加大了与能源部门的合
作力度，发现协同效应，寻找协作解决方案，并确保我们运营所在社区的所有部门在
打击童工方面得以共同承担责任 。

董事会也意识到得以改善基金会治理结构的机会，因此迎接其首位独立代表（不代表
任何法律机构）担任专家。 随着我们逐步推进《战略计划》的各个阶段，我们期望将来
有其他农业产业的代表加入来实现多元化的董事会。

总而言之，我们自豪地指出，过去一年，ECLT秘书处与董事会之间有显著的合作结
果。 加强协调，紧密的沟通和共同努力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效力。 因此，该前言是我
们共同撰写的，旨在说明团队合作的新精神，并致力于推进改善烟草种植及其他地区
儿童的生活。

目录 前言

麦克.莱恭（Mike Ligon）, 会长
卡利麻.江布拉托瓦（Karima Jambulatova），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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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烟草种植业童工
劳动基金会

ECLT基金会

ECLT基金会致力于建立一个蓬勃发展
的农业社区的世界，在这里儿童劳力不
被使用，因此他们可以上学并在安全的
环境中成长。 我们认为，支持地方能力和
建立持久伙伴关系以寻求永续解决办法
是根源性解决童工现象和促进农村发展
的最佳途径。

我们的工作

为了在打击童工现象方面带来有效而持久的
变化，我们的工作集中在三个关键战略领域:

消除烟草种植业童工劳动基金会（以下称 ECLT 基金会）致力于儿童
及其家庭农对抗农业童工的合作解决方案。

我们是一个的独立的瑞士基金会，建立于2000年，旨在召集主要利益
相关者反对烟草种植业中的童工劳动，ECLT基金会位于瑞士日内瓦
地区。

我们做什么

在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指导下，ECLT基
金会战略性地培植当地的能力，并建立伙伴
关系，以根据联合国人权和国际劳工组织的
标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其他农业部门和当地工作组
织合作，ECLT支持制定和实施超出我们项目范
围之外的强大政策，并使我们工作所在国家的所
有儿童和家庭都得以受益。

ECLT基金会仍致力于采用易于理解，数据为基
础的计划方针，该方针解决了种植烟草的农村社
区中童工现象的根本原因。 ECLT认识到，制止
劳动的利用是解决童工问题的最终关键。

请参阅我们的「策略计划总览 」 
www.eclt.org/publications

针对儿童和社区的高影响力计划

 倡导合作解决方案和政策变更

协助ECLT成员执行承诺

为了实现有效和永久性的变化并加快实现
SDG 8.7的步伐，到2025年消除所有童工，
协同合作在协调和缩小公共和私人相关者的
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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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ECLT 基金会触及到 
292,000 位儿童，农人和家庭。

9,900+ 家庭  
学习技能以增加收入，获得信贷 

和管理家庭财务

3,500+ 父母和照顾者 
现在可以更好地使用信贷和贷款计

划，以提高收入稳定性

500+ 学生 
收到支援接受教育，所有这些人

都毕业到了下一年级

600+ 学生 
在坦桑尼亚获得了奖学金，这意

味着他们可以全年上学

6,000+ 学生 
参加了马拉维的算术和 

扫盲计划

5,200+ 妇女 
通过参加储蓄和贷款团体而获 

得了财务上的自主

储蓄和贷款小组成员中 85% 为女性， 
促进了财务独立和财务稳定

以下是我们在全球的工作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的重点。

 危地马拉

  莫桑比克

 津巴布韦

 坦桑尼亚  乌干达

 马拉维 印度尼西亚

17,900+ 孩童 
现在可以在学校用餐，提高 

注意力和表现

2019 亮点事迹

消除贫穷

免于饥饿

优质教育

两性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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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的3个地区，代表数千个家
庭，现在拥有灌溉泵，以提高产量，

收成和生计

279,000 + 社区成员 
了解了童工的危害，如何预
防，带离和帮助处于危险中

的人

1关键伙伴采取行动， 
以促进印度尼西亚打击童工现

象

2,400+ 儿童  
在乌干达学校的儿童有了新建

和翻新的厕所

1,200 +孩子和父母 
已更深入地了解孩子和早

婚的风险

ECLT 的第一个联盟办公室集合
了来自四种商品和公共部门的私

营部门代表

ECLT在乌干达和马拉维支持2 
个国家级反童工行动计划

16,000+儿童 
被带离并远离童工利用

470+年轻人 
从多项职业技能培训中毕业

50+ 年轻人 
在危地马拉完成了为期六周的

带薪实习

190+年轻人和农民 
接受了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的
培训，以改善获得更正式的劳动

机会

2019 亮点事迹

干净民生用水与卫生

体面的工作与经济增长

有共同目标的合作联盟

消减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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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的 社会投资回报率
(SROI)

300+人在乌干达接受SROI采访

职能培训计划

每投资一笔乌干达先令，便会产生2先
令的社会价值。

乡村储蓄与贷款协会(VSLA)

每投资一笔乌干达先令，便会产生 
12先令的社会价值。

评估我们的影响力

ECLT 在 2019 年开始以有意义和独特的方式衡
量我们项目的影响
我们希望听到受益者自己的声音，他们参加了我们减少童工的计划
后所经历的变化。 去年，我们从2011年开始回访了乌干达和坦桑尼
亚计划的儿童和成人，并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好或坏），如何发生这些
变化，是否维持结果，若无， 为何没有持续。

社会投资回报率（SROI）方法旨在通过将投资
与受益人赋予结果的社会价值进行比较来做到
这一点。 因此，使用SROI使我们能够从参与者
的角度评估我们的影响，并调整计划以解决所
确定的优势和劣势。

英国著名的独立社会投资回报率公司Envoy 
Partnership验证了研究的进行方式和结果。

影响力

数千名儿童也已重新入学，并改善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同时，ECLT在乌干达的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VSLA）计划惠及
21,410户家庭。 在SROI研究中，对236名VSLA成员进行了采访，
并报告说他们有更好的融资渠道，商机并因此建立了新的友谊。 

SROI 还发现，当妇女获得资源的机会增加时，
他们的孩子便有了校服，更好的饮食习惯和持
续的教育机会，使她们摆脱了童工，创造了更
好的未来

乌干达的技能培训和乡村储蓄与贷款协会
(VSLA)

在乌干达，辍学的儿童获得工作技能培训的机会有限。 缺乏从事有酬
工作和生计的技能，也使他们容易变成童工。 这就是为什么自2013年
以来，ECLT支持240名15-17岁的年轻人接受建筑，汽车维修，摩托车
维修，酒店和餐饮，美发及其他适合当地市场的技能培训。 对于社会
投资回报率（SROI）研究，对66名毕业生进行了访谈，以了解技能培训
计划对参与者的社会价值。

在乌干达进行的SROI研究发现，以前与就业市场，收入和机会脱节的
年轻人现在参加了这些计划，摆脱了贫困循环。

男性年轻人,  汽车机械毕业，乌干达

 “我已获得乌干达教育
委员会的技术人员认证。
使我在就业市场上具有
竞争力。在此之前，我唯
一的证明是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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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的乡村储蓄与贷款协会(VSLA) 

和示范农场学校 
农村家庭的收入往往每个季节或每年都不稳定且难以预测。 洪水，干旱
或害虫之类的冲击会影响产量，进而影响家庭财务。 成年家庭成员的失
业，死亡或疾病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冲击的重要原因。 对于农村和偏远社
区来说，由于缺乏加入保险或信贷市场的机会而加剧了这一情况。 为了
生存，家庭有时别无选择，只能让儿童从事童工劳动，以换取预付款或低
工资。 如果食物短缺或家庭收入太低，父母可能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辍
学。 由于这些原因，ECLT在坦桑尼亚的计划着重于通过有条件贷款和乡
村储蓄与贷款协会（VSLA）改善融资渠道.

ECLT从369个有条件贷款和VSLA成员那里收
集了数据，发现他们参与该计划增加了他们的
收入，增强了他们的自主权，并使他们能够送出
6,000多名儿童上学 。
ECLT的示范农场学校计划培训了1,540名青年，其中有1,000多名正
在练习他们在培训中学到的技能。 对于SROI研究，接受采访的128名
示范农场学校毕业生报告说，他们现在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和
更多的机会。

总体而言，结果表明ECLT的工作促进了有意义
的转型。
通过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计划带来的变化，SROI使我们能够简化
模型并扩大干预措施，从而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持续的积极影响。

坦桑尼亚的社会投资回报率(SROI)结果

490+人在坦桑尼亚接受SROI采访

示范农场学校计划

每1坦桑尼亚先令创造了具有 2先令的社会价值

乡村储蓄与贷款协会(VSLA)计划

每1坦桑尼亚先令创造了具有 3先令的社会价值

示范农场毕业生， 
坦桑尼亚

IMPACT

“我现在可以吃自己想要的东西；
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这里有工具。
我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很快我将
为达.艾斯.萨拉姆的市场供货。”

阅读我们的社会投资回报报告，网址为：www.ecl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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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缩短乌干达差距

格蕾丝.库南努卡是乌干达卡图噶村的一家小企业主。 在ECLT执行
伙伴UWESO的培训下，格瑞斯组成了一个由30名成员组成的乡村储
蓄与贷款协会（VSLA）小组 。

格蕾丝的第一笔贷款使她能够在自己的餐厅投
资并提高利润。 现在，她可以将女儿送入高中，继
续接受教育，并为她提供光明的前景，并摆脱贫
困的恶性循环。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一个团体，社区成员，特别是妇女，聚集在一
起，学习如何储蓄，管理其财务和发展其业务技能。农户的经济取决
于产量和收成，因此收入往往不稳定。 VSLA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可帮助家庭获得更富弹性的收入，并度过艰难的几个月。对于像格蕾

丝这样的母亲来说，收入的增加意味着他
们不需要让孩子去工作以补充家庭资金，
而且他们一年四季都可以负担学费。

童工剥夺了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剥夺了成年后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 在
乌干达，它影响到每个部门和几乎所有商
品，包括烟草，甘蔗，茶和咖啡等部门。 为
了给这些儿童带来有效和可持续的改变，
并加快实现SDG 8.7的目标，到2025年消
除所有童工，伙伴关系在缩短差距和协调
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的努力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

ECLT 乌干达联盟办公室
在2019年，ECLT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一步步努力
以永久性地消除童工利用的现象。 因此，ECLT自豪地成立
了ECLT乌干达联盟办公室：这是一个独立的本地组织，旨
在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在打击乌干达童工方面的合作。

ECLT的新联盟办公室荷伊马(Hoima)区
开创了一项新战略，将来自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到各个商品上，
以加强协调工作以弥合消除童工现象的
差距
利益相关者将合作作为办公室工作的核心，对主要的交付
成果达成共识。 这些措施包括进行区域童工调查，提高对童
工话题的认识，加强当地的推荐系统，能力建设，加强私营
部门协调，策划活动以及最后分配资源。

2019年打击乌干达的童工现象

12,600+ 名孩童 
被撤离，得以受到保护和免于沦为童工

14,600+ 名成年人 
了解童工的危害，并学习了新的商业技能
和财务管理

3,300+ 父母和监护人 
学会了如何管理财务和新的业务技能

ECLT乌干达联盟办事处 
将各部门的参与者聚集在一起，以实现消
除童工现象的共同目标

100+ 年轻人 
从技能培训中毕业，可以更好地获得体面
工作

格蕾丝.库南努卡, VSLA 成员, 荷伊马区

“在我所在的社区建立VSLA
之前，许多孩子辍学去烟草，
甘蔗和茶叶等种植园工 
作。 现在，由于VSLA团队
以及金融和商业技能的培训，
我们可以赚取更好的收 
入，并支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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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

通过采用新的《国家行动计划 II》（NAP II，2019-2025），2019年标志着
马拉维打击童工现象的转折点。

通过《国家行动计划 II》，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多利
益相关方的前进方向，以改善对儿童的童工保护，
并促进整个马拉维和整个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

为了加快消除童工现象的进展，《国家行动计划 II》采取了第一版《国家
行动计划》（2010-2016年）中确定的最佳做法，将重点放在了具体的实施
步骤上，从而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国家行动计划 II》概述了一个活动系
统，分配了监视和评估的手段，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每项产出的年
度预算； 例如，通过加强法律和政策环境，能力建设，提高认识并开展有
关童工的调查。

马拉维政府通过将政府各部委与雇主，雇主，农
民，工人，发展伙伴，社区，地区官员和国际劳工
组织召集在一起，成功地采取了合作方式，制定
了由ECLT支持的《国家行动计划 II》。 这种合作
是国际劳工组织在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和
赞比亚的烟草部门促进体面劳动和解决童工问
题的综合战略的核心。 国际劳工组织的《综合战
略》将政府，工人和雇主组织以及私营部门聚集
在一起，以促进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和多方利益相
关者的合作，从而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方法，以
确保没有儿童掉落差距再次重返童工。

在涉及与对抗童工的制度性改变上，
国家行动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些计划表现出承诺，为各种行为者设定了全国性标
准，并提供了监测和评估进展的框架。 国家行动计划
还为社区计划提供了蓝图，例如ECLT的学校就餐。

在马拉维，学校膳食在支持接受优质教育和消除童工
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每年的10月至2月，在农产
量低下的时候，收入可能不稳定，家庭每天要为三个
人供养食物。 当孩子饿了时，他们上学，集中精力并跟
上课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有时，父母别无选择，只能
送他们去工作，以供养所有家庭成员。

在史黛拉的村庄在奇约拉（Chiyola）里，老师，学校管
理人员和父母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就如何提高学童入
学率，出勤率和表现

他们同意学校供餐可以激励孩子就学，减轻家庭财务负
担，并使孩子们在学校快乐健康。 成果是，父母，照顾者
和监护人现在聚集在村庄里采集食物，做饭并保护牲畜
的安全。

“由于有了学校供餐，预计希约拉小学将在小学毕业证
书上取得良好的成绩，因为学习者现在可以全神贯注地
学习。” 班主任和我们分享他所见。

终止马拉维各供应链上的童工

“我本来要辍学了。你怎么
能饿着肚子上学呢？现在
有了学校提供的饭菜，让
我可以每天去上学，而且
我的成绩正在进步。”

2019年在马拉维打击童工活动成果

28,600多名孩童退出童工活动

300多位父母，监护人和成年人接受了童工风险
方面的培训

190多位父母，监护人和农民接受了童工风险方
面的培训

17,900多名儿童重新入学并留在学校

史黛拉,  奇约拉(Chiyola) 小学，马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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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当我开始上学时，我远远
落后于所有同学。现在，由
于每天下午都有提高识字
的课程，我赶上了同龄同学，
并且正在学习了成为一名
老师所需的基本技能。” 

确保儿童在学习校获得基本的读写和算术能力，这
为他们提供了成年后获得正式工作所需的工具，从
而打破了贫穷和童工的循环。

识字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为像克里斯蒂娜（Christina）这样的孩子提供了
重返学校生活的关键技能，包括阅读，写作和算数技能，以及社交技能以
及与同伴建立友谊的能力。 因此，接受优质教育对于消除童工现象至关
重要。

在坦桑尼亚的姆贝亚和松威农村地区，一项研究发现，在五个社区就有
250多名妇女和60名学童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 ECLT与执行合作
伙伴TDFT，TAW-LAE和Winrock International密切合作，制定了一项
计划，以提高受童工情况普遍的农村社区的读写技能。 该方案与乡村储

蓄和贷款协会一起执行，为妇女提供了所需的工
具，以实现收入多样化，更好地管理家庭财务以
及在某些情况下建立自己的生意。

童工剥夺了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剥夺了成
年后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 在坦桑尼亚，它影响
到每个部门和几乎所有商品，包括烟草，甘蔗，茶
和咖啡等部门。 为了给这些儿童带来有效和可持
续的变化，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8.7的目
标，到2025年消除所有童工现象，协作与合作在
缩小差距和协调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的努力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克里斯蒂娜，9岁， 
莫北亚（Mbeya）, 坦桑尼亚

致力于终结坦桑尼亚所有农作物
对童工的利用

在2019年，ECLT与农业部，劳工部和
各种作物的委员会紧密合作，以协调战
略以打击农业中的童工现象。

这些参与制定了《业务守则》，将咖啡，棉花，茶和烟草行
业汇集在一起，共同致力于为坦桑尼亚各地的儿童，农民
和家庭加倍努力。

《农业童工行为守则》包括七个关键条款，每个庄稼委员
会将这些条款纳入各自的行动计划，并在整个运营过程
中予以实施。 其中包括：童工政策整合，开展研究并提供
有关各部门童工的信息，提高认识，与公共和私人利益攸
关方合作，协调监测和评估，内部能力建设以及最终分配 
打击童工计划的预算和资源。

ECLT在支持《实践准则》的制定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实践准则》是一种创新的独特战略，旨在
通过确保弱势儿童不会从一个田地转移到另一个田地，
或从一种作物转移到另一种作物，来与农业中的利用童
工现象作奋战。 缩小这些差距对于为儿童及其家庭带来
持久的变化至关重要。

2019年在坦桑尼亚对抗童工现象
的情形     

840多名儿童脱离童工状态

8,200多名父母，监护人和成年人进行了童
工风险培训

450多个家庭学会了如何管理财务和新的业
务技能

支持440多名儿童重新入学并留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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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地马拉打击童工的职业
技能培训

危地马拉

对于埃迪卡来说，有薪水的实习改变了一切。 
这是他的第二次实习，他的日常工作包括归

档，数据管理和信息组织。 实习使埃迪卡看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世界，
在那里他可以实践他在学校学到的技能。 然而，五年前，埃迪卡辍学
并从事危险工作后，他的前途看起来非常不同。 由于ECLT的体面工
作计划，他在17岁时重新加入了教育领域，并报名参加了实习。

通常，像埃迪卡这样的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在野外从事
危险的工作而不是上学。 体面的工作机会为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提供
了开始新的职业道路并打破贫困循环的机会.

ECLT在危地马拉的项目为青少年提供了适合当
地就业市场的技能，例如计算机技能，创业技能，
裁缝和安全的耕作技术。
对于拉马奎纳的圣何塞区而言，2019年意义重大：入学率与上一年相
比翻了一倍，且有57名学生在14个不同公司和公共机构完成了为期六
周的实习。

来自地区教育局人力资源部的艾伦和埃里克解释说：“实习是一项伟
大的创举。它们为通常无法获得这种经历的学生提供了机会。埃迪卡
非常适应他的实习机会。他成功地学习我们提供给他的所有东西。这
肯定对我们有所帮助；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经历。我们希望
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在此方案成功之后，许多中美洲国家
要求基金会将青年就业项目转变为可
复制的青年就业模式。 
该模型针对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为当地年轻人创
造体面的工作机会。 它将指导实施适合农村环境和当
地就业市场的就业举措。

2019年在危地马拉打击童工现像 

与上一年相比，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

100%的学生成功完成了为期4周的带薪实习

14家公司雇用了年轻人参加实习计划。

350余人通过关于童工和体面工作的提高认识
活动。

“我在地区教育部的实习非
常重要。我从没想过学习
是一种选择，但现在我想
去大学学习农学。”

埃迪卡.贡萨雷斯,  
拉马奎纳 
(La Maqu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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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重建莫桑比克有韧性的
农民

在该项目之前，思茅是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小农户。 有些时候，
当产量很高时，他有能力送孩子上学，但有些月份则有困难。 
在莫桑比克，ECTL正在提供像思茅这样的农人业商业顾问
的培训，以便与其他小农一起分享关于农业技术和方法的建
议。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思茅有一个渠道，可以在其中保护
自己的农产品不受风雨侵害，并可以在该处培训他其他30名
受他训练的农民。 

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可以在打击童工问题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常在农村社区，当父母或照顾者的收入不足以供养或送孩
子上学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送孩子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
入。 

2019年，ECLT基金会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阶段，扩大了我们
与莫桑比克合作伙伴IDE和FAA的合作，以支持儿童，农民和
家庭。 到2021年，该项目将为安哥尼亚地区的32,000名儿童，
社区成员和农民提供帮助。 方案的重点是支持优质教育，减
少贫困以及提高莫桑比克小农户的对灾害的抵御能力。

重建与灾害防御能力
2019年，莫桑比克遭受了两次重大飓风袭击，影响了300
万儿童，家庭和农民。 为了支持农村社区并帮助农民重
新站起来，ECLT的执行合作伙伴IDE制定了一项名为“
农民抗灾力和重建计划”（FRRI）的计划。

农民田间学校是FRRI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技术农业和商
业技能培训来改善农民家庭的生计。 农民田间学校适应
当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农民总是得以销售他们的农
产品。

基本的商业技能，例如利润计算，记录保
存和市场营销，也为农民提供了多样化
收入的方式，并使他们能够更轻松地应
对不良的产量和经济冲击。
当地培训员与社区成员一起学习收获前和收获后的土地
整备，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以及其他活动。

2019年在莫桑比克打击童工
成果

2500多名儿童退出童工劳动

1300多位父母学习了如何管理财务和
新的业务技能

240多个农民和家庭接受农业和商业技
能培训

500多名儿童重新入学并继续学习

“参加该计划之前，工作非常困难。但是现在，由于有了“
农业商业顾问”计划，一切都变了。我可以通过新的渠道
全年种植和收割我的农产品，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 我
和的妻子一起投资我们的家族生意。”

思茅, 安科尼雅（Angonia）,莫桑比克

2018年，ECLT基金会与莫桑比克政府一起签署
了一项合作备忘录，以创建一个打击童工和增
强儿童权利的平台。

在三年的时间内，合作备忘录将
致力于使儿童摆脱童工，社区教
育和培训，以提高认识和沟通，机
构能力建设和修订法律框架。

通过支持政府并采取全面的措施消除童工现
象，ECLT 有助于确保莫桑比克的儿童，农民和
家庭取得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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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联盟以终止印度尼西亚的童工

印度尼西亚

反对童工行动伙伴关系(PAACLA)

2018年，印度尼西亚国家国家发展计划部（BAPPENAS）
和ECLT协调了‘农业反童工行动伙伴关系’（PAACLA）
的第一次会议，召集了相关的国家和地方利益相关者反
对童工。

PAACLA为民间社会，政府各部和私营
部门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交流最佳做法
并制定战略，以补充和加强现有的努力。

为了支持国家层面的参与，PAACLA在2019年启动了一
个名为KESEMPATAN的项目，以实施PAACLA磋商的
某些成果并推进打击童工现象的进展。

ECLT与BAPPENAS和PAACLA成员密切协商，制
定 了 一 项 名 为“加 强 利 益 相 关 者 合 作 和 协 调 以 打 击
农 业 中 的 童 工 劳 动 ”的 计 划 ，该 计 划 在 当 地 被 称 为 
KESEMPATAN。

2019年，该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国家和地方当
局，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支持。.

“ 反对童工行动伙伴关系（PAACLA）汇集了公共和私营
部门，以协调与零星的，零散的童工现象作斗争的行动。”

“KESEMPATAN” 是一个为印尼当地
为儿童设计的项目

KESEMPATAN的重要第一步是社会制图。 这意味着要
了解该项目针对的村庄中童工问题所在的关键背景要
素：社会经济条件，耕种和收获季节，该地区农场的工作
类型，儿童的日常活动，弱势家庭 和农民。 了解当地情况
意味着可以将活动专门针对社区的需求。 让社区成员参
与社会制图可以促进参与和地方所有权。

对儿童友善的村庄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安
全有保障的环境，使他们可以在玩耍，成
长和学习的同时接受优质教育。 它也让
儿童的声音得以表达，被成人听到和理
解的一个平台。

满哈塔米.帕塔萨利.萨隆托， 
印度尼西亚国家国家发展计划部(BAPPENAS),人力资源和就业发展机会总监

PAACLA成员承诺：

1.个人承诺与协调优先事项

2.解决方案旨在共同解决系统性和非竞争
性问题

3.解决方案体现在共享活动中，并商定结果

4.所有成员均致力于其特定目标

5.成员分享成果并采取行动

6.成员牵头与其他利益攸关方一起设计和
实施协调活动

7.成员与政府，地方利益相关者及其他相关
的多利益相关者倡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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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终止童工的可持续解决方
案共同承担责任

倡导宣传

危地马拉的体面劳动与童工作斗争 
2019年，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Jimmy Morales）在有史以来
第一次关于``消除童工和保护农业的青年工人的战略’’次区域论坛
上听取了受到童工影响的年轻人的信 。

危地马拉政府与ECLT合作，将国际劳工组织，工会，私营部门代表和
民间社会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一项战略，以确保在打击童工和促进
体面劳动方面取得进展。

ECLT的青年教育和就业项目被危地马拉政府认可
为最佳做法，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呼吁采用可复制的模
式，作为在该地区打击童工和促进体面劳动的长期解
决方案。

团结起来保护中南美洲的青年工人
为了在整个地区推进与童工现象的斗争，在ECLT的
支持下，阿根廷政府组织了几次多方利益相关者活
动，以吸引关键的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参加。 烟草，
马黛茶，柑橘类水果和林业公司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共同讨论优先事项，最佳做法和协作方式，以为该

地区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带来持续的变化。

这种独特而关键的跨产业的解决途径可以防止
童工从一个供应链转被移转到另一个供应链。

“我们正在采取坚定
的步骤来保护农业部
门的青少年工人，因
为国家必须保证我们
的孩子们有一个良好
的童年，优质的教育
和健康。”

吉米·莫拉莱斯 
（Jimmy Morales），
总统，危地马拉

津巴布韦从多方利益相关者着

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农业来帮助其重建经济和确保外国投
资的国家，津巴布韦在打击童工方面面临挑战。 尽管美国
劳工部报告说已经取得了相对的进步，但是在许多部门
和商品中仍然存在童工，包括农业，采矿和家政工作。

有鉴于此，继《关于津巴布韦种植烟草中童工问题的人权
报告》之后，劳工，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部与ECLT一起
将私营部门，社会伙伴，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聚集在一
起， 在该国的烟草农场上讨论童工问题。

成功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对烟草种
植中的童工进行严格而科学的调查。

ECLT也被正式认可为战略合作伙伴，以支持保护儿童免
受童工劳动并促进整个津巴布韦的体面劳动。

根据国家利益相关者的共识，2019年
ECLT为津巴布韦首次对烟场童工进行
了全国性调查提供了技术，财务和物质
支持。 
一旦国家利益相关者正式通过，该报告将成为国家和公
司针对烟草种植中的童工采取行动的基础，并作为解决
其他农业供应链中的童工问题的模板。

在津巴布韦的倡导

70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讨论解决童工问题
的解决方案

380多个烟草农场参加了这项研究

600多个儿童 接受童工调查

Students from ECLT’s 
project in Guatemala 
with Mr. Jimmy Morales, 
President of Guatemala, 
Mr. Gabriel Aguilera 
Bolaños, Minister of 
Labour and Social 
Welfare, Mr. Carlos 
Linares, ILO Project Office 
Coordinator in Guatemala, 
Nicholas McCoy, ECL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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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T PLEDGE OF COMMITMENT

在2019年，我们发布了第二次自我评
估的结果。 该报告的目的是追踪会员自
2015年基线调查以来取得的进展

支柱1:政策承诺

政策驱动实践。 消除童工的政策承诺是公司童工行动的基础。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政策承诺的适当性。 因此，我们还要评估会
员的政策承诺的内容。

与基准相比，2019年的结果表明，会员在使政策与UNGP和
ECLT承诺的最低要求保持一致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承诺。

支柱2:尽职调查

承诺的成员必须制定程序，使他们可以知道并表明他们尊重其
供应链中的儿童权利。 尽职调查可以包括收集信息，例如农民
档案，就业身份检查，定期农场访问以及烟叶技术人员的抽查。

结果表明，会员国在加强尽职调查系统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突
出的主要挑战包括市场结构-即在某些市场中，烟草只能在拍卖
市场上采购。 这些法律要求可能使会员难以理解，并在需要时
改善烟草生产的条件。

支柱3:补救措施
即使采取了最佳的政策和做法，童工仍然经常出现在供应链中。 
有系统的补救程序使会员能够自行解决或与其他行为者合作解
决其童工案件。

追踪成员的进展

根据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ECLT不断评估会员公司在实现其承
诺承诺方面的进展，并认识到随着会
员的经营和经营环境的发展，童工风
险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自我评估的结果说明了自2015年基准评
估以来会员在三个支柱上取得的进展。

“自我评估的优势和价值在于，
它要求会员提供链接，文件，
示例和其他相关信息以支持
其回应。因此，这不仅仅是一
项勾选答案的练习题。”

承诺成员

政策体现在运营政策中

成员的尽职调查程序依赖独立的人权专家

政策是公开可用的

成员对童工的尽职调查与UNGP一致

可用的危险任务清单

在尽职调查中咨询利益相关者的成员

该政策已获得最高级别的批准

公开交流如何解决童工问题的会员

有童工政策的成员

具有童工尽职调查系统的成员

成员数目

成员数目

提供补救措施的成员

2018 年第二次自我评估

2015年基线自我评估

朝着政策统一迈进

承诺书签署

基准自我评估发布

成员制定并实施改进计划

2014

2015

2016 - 2018

发表第二次自我评估
2019

11

11

11

11

10

10

10

8

9

6

7

8

8

8

8

8

9

92019

2015

7

6

6

5

朝着政策统一迈进

2018 年第二次自我评估

2015年基线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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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账目 ECLT 基金会
ECLT 员工

Karima Jambulatova 
行政总监

Nicholas McCoy 
倡议，合作伙伴和连盟主任

Laura Collier 
传讯和结盟经理

Sine Gyrup 
传讯主任  

Cleo Wright 
传讯协调员

Innocent Mugwagwa 
高级项目经理

Stéphanie Garde 
项目经理

Roi Fernández Agudo 
项目经理

Melanie Glodkiewicz 
初级项目协调员

Franck Archinard 
财务经理

Irena Manola 
财务和执行主任

Barbara Herentrey 
人资和行政总监

Gosha Stehle 
人资和行政主任                                 

非执行顾问
国际劳工组织(ILO)

理事会成员

Mike Ligon 
ECLT 基金会会长 
环球烟叶有限公司

Elaine McKay 
ECLT 基金会会长副会长 
日本国际烟草和日本烟草有限公司

Simon Green 
ECLT 财务主管 
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Mauro Gonzalez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Surinder Sond  
Imperial Brands, PLC

Mercedes Vazquez 
国际烟草种植协会

Mathew Wilde  
Contraf-Nicotex-Tobacco GMBH

Jennie Galbraith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Kazim Gürel  
Sunel Ticaret Turk A.S

Emmett Harrison  
Swedish Match

Linda McMurtry 
Itsanne Fokkema  
Hail & Cotton Inc

Glyn Morgan  
Premium Tobacco

Mette Valentin  
斯堪地烟草集团

Simon Steyne 
独立专家

执行伙伴

危地马拉 
国际孩童保护(DNI 哥斯达黎
加)

马拉维 
Total Land Care, YONECO 
和 CRECCOM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IDE 和FAA

坦桑尼亚 
Winrock International, 
TDFT, TAWLAE

乌干达 
UWESO

印度尼西亚 
JARAK, LPKP 和 SANTAI

外部审评员

COWI

Resolution economics LLC

Envoy Partnerships

外部审计

Berney Associés

2019年资产负债表 
美元

2019支出分类  
依国家

2019年收入和支出

资产
资金 4,150,956 

应收债务 156,515

非流动资产  85,300 

总计  4,392,772

收入
捐赠赞助 5,737,521 

银行利息 32,934 

小记  5,770,455 

支出
国内项目  3,368,797 

国际宣传和研究  1,311,821 

所有项目支出  4,680,618

行政支出  1,134,939 

财务调整  312,377

总计  6,127,934

盈余/（赤字） -357,478

财务调整 362,182

年度净结果  4,704

资本和负债
短期
应付账款  247,487 

未来项目准备金  3,256,000 

应计费用和递延收入  256,019 

小记 3,759,506

资本及储备金
基金会资本 53,144 

额外的出资额  127,546 

截至2018年1月1日结转  447,872 

年度结果  4,704 

小记  633,266 

总计  4,392,772

乌干达 9%

坦桑尼亚 10%

莫桑比克 11%

马拉维 6%

印度尼西亚 3%

危地马拉 6%

调查研究 8%

倡导 15%

其它项目支出 12%

营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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