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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前言

在 2020 年，新冠危机给儿童带来了紧迫的危机，使数百万人无法上学，并有可能
将他们变成童工。为迅速回应紧急需求，ECLT 基金会在我们工作的国家采取了一
些重要措施，并已取得成效。这份报告为我们提供我们一个反思 ECLT 战略计划的
重要时刻，我们在 2020 年创建的影响力，我们通过解决童工问题的许多关联的根
本原因，帮助我们维持对支持农民、家庭和儿童的承诺
当我们反思 2020 年的工作时，我们看到了在新冠危机的
挑战性背景下取得的进展。ECLT 与当地、学校和农业社区
的合作伙伴合作，覆盖了 7 个国家的 300,000 多人:

• 提高认识并支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供水，以预防新冠
病毒感染

• 帮助确保儿童能够获得学习材料和在线学习
• 支持学校安全并重新开放

这些具体的涉入措施具有超越新冠的正面溢出效应：
提高社区应对健康危机的能力，减少地方性水传播疾
病的感染，帮助农民灌溉作物并继续进入市场，并改善
妇女和女童获取水时的安全。
这些类型的附加正面效益在 ECLT 的所有工作中已被
证明。我们承认童工是一项复杂的挑战，无法只针对
任何单一因素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专注于大范围的
合作和战略投资，以鼓励农村发展、加强地方和国家体
系、改善受教育机会，并提供农民和年轻人得以让他们
茁壮发展所需的技能。根据国家行动计划和国际最佳
实践，我们作出的成绩使我们不仅可以显示对童工的
影响，也显示对 11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由于我们把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列为首要考
量——从农业部门的决策者和企业到合作社、工会、发
展机构、民间社会，以及社区、农民和儿童本身——ECLT
为创造了协调行动的机会，以便 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进
一步打击童工劳动并促进农业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邀请您继续阅读 2020 年年度报告，了解我们的投
资和合作成果。尽管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取得了很
多成就，但我们知道，儿童、农民和家庭现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我们。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提升领导力
并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以打击童工劳动并推
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

迈克·利根
主席
ECLT 基金会

卡里玛·詹布拉托娃
执行董事
ECLT 基金会

关于我们

3 关于我们

ECLT 基金会致力于

儿童、
农民和其家庭
的协作解决方案

超越供应链

全世界有 1.52 亿童工。10 人中有 7 人从事农业工作。这是农业供
应链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导致童工的根源很复杂—例如系统性贫困、缺乏教育和基础设
施、发展不平衡，以及移民和环境变化等其他驱动因素—意味着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因素或供应链可以解决童工问题。

然而，致力解决童工问题的根本原因可以加速许多可持续发展目
标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可持续性和发展框架的进展。

以打击农业童工的根源

ECLT 基金会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非营利性瑞士
基金会，旨在召集主要利益相关者来对抗烟草种
植地区的童工劳动，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该基金
会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成员，并在联合国经社理
事会拥有特别咨商地位。

我们的信念

ECLT 基金会致力于建设一个农业社区蓬勃发展
的世界，在那里儿童不需做童工，可以上学并在
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我们相信，为可持续解决方
案提供支持和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是在地区、国
家和国际层面解决童工问题根源并促进积极变
革的最佳方式。

消除贫穷

我们的作为

零饥饿

教育品质

性别平等

干净的水和
环境卫生

体面的工作和
经济增长

陆地生活

少不平等

个强大的和平
与正义机构

负责任的消费
和生产

有共同目标的
合作伙伴

我们战略性地投资并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持和促进：
• 制定和实施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际人权框架
的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
• 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协作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利用
资源，防止童工现象的或是及时加以解决问题。

• 研究并了解童工现象的性质和范围以及最佳实践
交流，以提高农民收入和适应力，让儿童继续上学，
并为年轻人提供获得体面工作所需的技能。

我们的附加价值

通过加入政策制定者、跨农业部门的企业、合作
社、工会、发展机构、实地工作组织和社区本身的
参与，ECLT 致力于创造一个具有更强大系统的有
利环境，以便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行动进一步与儿
童作斗争 劳动和促进农业社区的发展。

以下是我们在 7 个国家自2020 年开展工作以来的亮点。

16,200+
家庭

学习得以增加收入、获得信贷和
管理财务的技能

6,800+

父母和看护人

通过村庄团体获得贷款以发展他
们的业务并支付意外费用

17,900+
儿童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5

工作亮点

儿童、
农民和家庭

危地马拉
印度尼西亚
马拉维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
乌干达
津巴布韦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1

1 百万以上

自 2000 年以来，ECLT 基金会已接触到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1

5 2020 工作亮点

在马拉维获得学校提供的膳食

600+
儿童

在马拉维的 189 个新学习中心提高
了学童的识字能力和算术技能

300+

880+

种植玉米和豆类等食物，学习提
高产量的做法

为前童工得到支持而得以上学

农民

儿童

2,240+
儿童

现在通过改善学校设施，得以在乌
干达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受益

75%

的储蓄和贷款团
体

是女性，促进财务独立和财务
稳定

5,100+
人

在马拉维，通过使用太阳能
灌溉泵而提高了作物产量

1,500+
儿童

在乌干达的学校现在有新
的或翻新的洗手间

4,500+
学生

在莫桑比克现在可以使用
干净的水

25,000+
儿童

被直接移除并远离童工命运

710+
年轻人

从职业技能培训毕业

1,900+
小农

现在有了改进的耕作方法、更高的产量
和进入更多市场的机会

364,900+
社群成员

了解童工的危险，以及如何预防、移
除和帮助处于危险中的孩童

4,900+
儿童和家长

现在可以更了解童工和早婚的风险

7员会
个社区儿童保护委
在莫桑比克成立

900+
农民和农场工人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 7 和 3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 7 和 9

通过参与储蓄和贷款团体获
得财务权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1

妇女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2.4.5.6

7,500+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9

联合国全球影响力 原则6

7 2020 工作亮点

在印度尼西亚接受农业童工法规培
训

300+
小规模生产商

接受了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培训，现
在更能应付气候变化的考验

2 国家行动计划

在马拉维和乌干达完成、批准和宣
导

1,000+

利益相关者和工会

汇集了茶、棉花、咖啡、烟草、剑麻、
腰果、柑橘、糖等大宗商品行业

250+ 人

通过加入社区儿童保护
委员会积极参与儿童保

4 个地区行动计划

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得到 ECLT 的
支持

合作共赢
创建美好未来
合作是为农民、家庭和儿童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关
键。2020 年，我们与农村社区、地方和国家当局、工会和
合作社代表、农民协会和私营公司合作，共同推动打击
童工劳动。

11 保护儿童

保护儿童

远离童工命运，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新冠疫情可能会在每个国家和每个产业
和多个领域致使数百万儿童沦为童工。

据估计，所有童工中有 71% 从事农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新冠危机期间继续支持农村社区打击童工尤为重要。
学校不
得不关闭，在偏远地区，许多家庭没有电，更不用说互联网
了。
由于数百万儿童失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在
农场从事危险的工作。

新冠疫情的诸多限制使公立学
校的学生无法接受教育
危地马拉调查受访者，2020 年 8 月

首要数据

280,000+
人

10,000+

肥皂和口罩

获得了根据世卫组织关于如何防范新 被发送到农村社区。
冠的建议的材料，提高对疫情的认识。

在这个困难时期，ECLT 基金会与地方和国家相关团体合
作，采取紧急行动并确保改革变化可持续。这些伙伴关
系促成了很多事情的完成：从支持儿童使用数据包进行
在线学习到捐赠额外的种子、建造获取水资源的钻孔，以
及与农民协会合作分享有关该新冠疫情及其对童工的潜
在影响的重要信息。在 新冠等危机期间跨部门合作是保
护生命、确保食品供应链和支持农村生计的最佳方式。
在下一页，您可以阅读 ECLT 支持的一些干预措施，以在
新冠危机期间继续与童工现象斗争.

150+
学校

被提供新的卫生资源，包括洗手台、温
度计和肥皂。

社会保护在危机时期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最脆弱的人提供援助。将
童工问题纳入更广泛的教育、
社会保护、
司法、
劳动力市场以及国
际人权和劳工权利政策，会产生重大影响。
”
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 盖伊·莱德

改善清洁水的获取

13 改善清洁水的获取

妇女和女孩的安全

在安装水泵之前，为了得以从浅层取水和获得
安全的水资源，妇女和女孩在凌晨 3 点起床长
途跋涉，以避免排队。现在，从社区到水泵站
的最长步行路程为 10 分钟。

有显著的成绩

作为 ECLT 在马拉维长期支持的一部分，我们在
三个地区安装了太阳能水泵，以便更容易获得
安全饮用水，以灌溉当地的农作物。在新冠期
间，获得卫生对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来说变得
至关重要。我们发现获得清洁用水对家庭和农
民生活的正面影响远远超出预期。

减少水源性疾病

作为村长，我们观察到的基于
性别的暴力案件较少。
伦菲耶卡村村长的报告

首要数据

3,000+
社区成员

现在在家中和他们的农场得以使用干
净的水资源。

30+

40+

负责监控水泵.

由于水泵提供灌溉系统，农民现在得
以种植玉米、豆类和其他蔬菜.

社区成员

学校

自从社区开始使用太阳能水泵供水以来，所
有三个社区的水传播疾病报告病例均已显着
减少。

我看到了这里生产玉米和豆类，甚至爱尔兰土豆
等作物的巨大潜力。现在，多亏了泵里的水，我可
以开始在我的土地上种植这些作物。我的家人非
常感谢 ECLT 基金会不仅对这个社区而且对像我这
样的人的大力支持。
”
卡费勒先生, 一位骄傲的农民

更安全地取水

在安装太阳能水泵之前，曾发生过很多儿童
和妇女掉井找水的案例。其中两个社区此前
曾报告过五起儿童掉井寻找水的案例，因为
井通常又滑又深。现在，多亏了水龙头，取水
要安全得多，而且没有任何事故报告。

15 校园安全的措施

校园安全的措施
莫桑比克

为了支持在莫桑比克的学校因新冠疫情关闭后开
学，政府制定了一份清单。ECLT 支持的项目就迫
切需要开放学校同时确保儿童和看护人免受 新
冠感染的问题与社区进行了协商。讨论表明，学
校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事实上，学生和家长要
长途跋涉从河里收集不安全的水。

首要数据

13,000+
社区成员

现在可以获得干净的饮用水。

ECLT 与执行伙伴 FAA 合作，在五个农村社区安
装了五个水坑，为家庭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洗涤
和灌溉用水。现在有超过 4,400 名儿童受益于
清洁水。

作为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当地的儿童
还参加了提高认知的活动，并被教导洗手以保
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向农民分
发了口罩、肥皂和漂白剂，并根据世卫组织的建
议向 50,000 多人提供了提高对新冠病毒认知的
材料，以确保他们远离新冠病毒。

500+

50,000+

分发给农民和地方官员。

被教导提高对新冠病毒认知

口罩

人

钻孔水井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社区、
学校和我们的生活。以
前，我们没有饮用水，我们从河里和井里喝不安全的水，甚
至与一些动物分享。现在人们可以使用对我们孩子健康有
益的清洁水；现在在校学生的个人卫生状况更好。
”
玛丽埃塔·安德烈，安哥尼亚区，四个孩子的母亲

17 支持教育

支持学童
在学校关闭期间
首要数据

坦桑尼亚 18

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关
于预防新冠病毒的儿童友
好海报

Keep children healthy
& safe during #COVID19

36,000+
儿童

在坦桑尼亚现在可以在学校获得更
好的卫生用品

58,800+

儿童

在马拉维有洗手站，为弱势群体提
供口罩，以及储备充足的教室

190+
学生

在危地马拉收到了数据包，以便他
们可以在学校停课期间继续学习

DO

help your child to
learn at home

DO NOT
let a child do
dangerous work

让学校成为坦桑尼
亚学习的健康场所
在关闭 3 个月后，坦桑尼亚的学校于 6 月底重新开放。
为了防止学校成为新冠病毒感染的热点，ECLT 与当地合
作伙伴泰博拉发展基金会（ TDFT ）合作，为 30 所学校提
供卫生和急救用品，如肥皂、供水站和温度计。
还与学校
分享了针对儿童的斯瓦希里语特别提高认识宣导材料，
以提醒学生新冠疫情期间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自
己和家人的安全。
所有材料均与乌兰博、卡柳阿、锡孔格
区和塔博拉市的地方政府当局联合分发。
通过与公共和
私人合作伙伴合作可以触及到更多人，这在 新冠等危
机时期至关重要。

在像新冠之类的危机之后让儿童继续上学
对于对抗童工现象很重要。
当学校停课，父
母难以维持生计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和
孩子一起在农场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必须让学校保持开放。
”
迪克，米利卢卡，泰博拉发展基金会项目总监

19 危地马拉和马拉维

弥合危地马拉的互
联网鸿沟

在危地马拉因 新冠影响而停课期间，教育部为学生设置
了在线学习，以便他们在家中也能继续学习。为了支持
这一举措，并确保无法访问互联网的农村社区的教育连
续性，ECLT 基金会向 190 多名学生提供了数据包。通过提
供的在线时间，学生们可以继续与老师进行频繁的讨论，
接收、完成和交回作业，甚至可以在家中上课。

ECLT 帮助我们访问互联网，以便我们可
以继续学习。现在我们的老师在线为我
们提供教学任务，我们下载材料，完成作
业，然后将其发回。这对我们在新冠疫情
期间继续学习而不落后有很大帮助。
”
欧斯文，学生，15 岁

新冠后缩短教学差距

在马拉维，教育、科学和技术部 (MOEST) 发布了在因疫情导致学校
关闭后重新开放学校的指导方针。ECLT 的项目使用这些指导方针
来评估学校为学生提供合适和安全的回归校园的能力评鉴。
与教
育、科学和技术部 (MOEST)的小学教育顾问联合进行的评估发现，
水和卫生设施供应不足。
根据发布的指南和评估结果，ECLT 为 100
多所学校提供了宣导信息、洗手台、洗手液、肥皂和额外的学习用
品（可移动粉笔板和粉笔盒）。
干预措施还确保为弱势儿童提供口
罩，并将培训家长团体如何为当地学校制作口罩。

当学校重新开放时，我们需要协助教
师弥补失去的时间。
可能需要额外的
介入措施来支持孩子们赶上他们在学
年应该达到的水平。
”
伊丽莎白，米可博士，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高级研究员，
马拉维大学。

提高对新冠病毒
在印度尼西亚的乡村
的认识

21 提高对新冠病毒的认识

村庄利益相关者对这些活动表示感谢，并且
随着时间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增进了他们对
新冠病毒是什么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
防止其传播的了解。
”
苏哈提女士, SANTAI董事，西努沙登加拉

首要数据
我们还印制了一本巴哈萨语 的新冠宣导手册，以帮助村庄工作
队、区域协调员和儿童论坛支持他们的社区采取卫生措施预防
冠状病毒。使用卫生部开发的健康生活方式提示，包括如何戴口
罩和洗手，通过社交媒体活动分享信息。

印度尼西亚，ECLT 支持的克森帕坦（KESEMPATAN）项目设计并印刷了海报，宣传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以及世卫组织关于如何预防新冠病毒传播的一般建议。
连同两个广告牌，这些海报针对儿童、农民和村民，以帮助在最偏远的农村社区传播
信息

向 ECLT 工作的社区提供了一项名为“照顾家庭和儿童”的在线咨
询服务。专家发言人受邀在这些在线论坛上发言，以传播有关该
病毒的信息并回答来自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潜在问题。

2,000

个口罩和肥
皂的分发

12

个村庄

分发提高认识的宣导材料

24 个广告看板

卫生部关于预防新冠病毒的
建议

23 新冠对于乌干达童工的影响

新冠影响的认识
乌干达的童工问题

还与曲库北（ KIKUUBE）和何以马（HOIMA）当地政府一起组织了包
括脱口秀在内的广播节目。
重点放在对于新冠的预防及其传播，
以及其他关键问题，包括关闭学校和报告的童工、虐待儿童和忽
视儿童案件的增加。

乌干达政府正式承新冠疫情和学校停课可能对童工产生的影响，
并根据这一新现实调整了其 2020/21-2024/25 国家消除童工行动计
划。并在在 2021 年初公开发布。

罗南.皮亚路干巴, 布甘北.提大区,
ECLT 乌干达董事会副主席

热门数据

22,000 +
社区成员

收到了针对新冠和儿童保
护意识提高的宣导材料

10,000+
在乌干达，ECLT 附属办公室通过以当地语言（包括尼奥罗语

和斯瓦希里语）向农村和偏远社区分发信息传单，在提高对 新冠病毒的
认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传单是根据世卫组织和乌干达卫生部
的 新冠病毒预防指南编写的，并分发给当地政府和私营公司，包括茶叶
和糖生产商。

通过提供给前线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
设备 (PPE) 以及提高认识的材料和广播
谈话节目，我们能够就新冠病毒的预防
和打击童工问题接触到许多人。大流行
病可能对儿童保护产生真正的影响，我
们很高兴新的国家行动计划认识到这
带来的真实危机，并建议相关的应变措
施。
”

多份信息传单

并分发到农村和偏远地区

20 个卫生部门

被设立并分发温度计、手套、口罩、
洗手液和肥皂

创造改变

25 与农民合作

创造改变

新冠疫情可能会在每个国家的每个部门和多个
领域迫使数百万儿童成为童工。

大多数童工剥削发生在农场。

在危机时期（例如新冠疫情）支持农民及其家庭对于确保
儿童免沦为童工至关重要。随着数百万儿童失学，他们中
的许多人最终在农场从事危险的工作。

在新冠疫情期间，将农产品卖到市场对
农场工人来说变得极其困难。在一些地
区，农民每周损失近 50% 的现金流。当
农民和他们的家人努力谋生时，他们往
往别无选择，只能送孩子去田里干活。
在这个困难时期，ECLT 基金会一直在与农民协会等地方和
国家机构合作，分享有关该病毒及其对童工的潜在影响的
重要信息，以保护生命、确保食品供应链并支持农村生计。

达到更多

在马拉维

ECLT 与 塔玛（TAMA）的农民信托基金合作，支持采用整
体而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大流行病期间童工的根本原
因。
在初始阶段，与地区劳工委员会协调的会议探讨了
实施计划的适当和彻底的方法，同时确保这些方法考
虑到新冠疫情的真实影响和限制。

确认了五类信息：
针对儿童、父母和监护人、雇主、传统
领导人（地方首领）和教师。
这些信息包括：预防措施，
例如定期用肥皂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开拥挤的地
方；
呼喻大家采取行动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沦为童工；
以及父母在支持孩子在家中继续学习方面的角色。
所
有信息都以当地语言提供，并在公共广播电台播出。
这
些活动在不需聚集人群的情况下传递到了广泛的受
众，大众因此尊守新冠的预防措施。

这些方法符合政府的国家应对计划，
覆盖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 140,000 多
名社区成员。

塔玛（TAMA）和 ECLT 在马拉维的执行伙
伴还向社区中心和学校捐赠了肥皂、消
毒剂和洗手站，以备这些机构重新开放
时使用。

马拉维 26

ECLT 和国际烟草种
植者协（ITGA）我们一同关心

27 ECLT 和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 我们一同关心

农民代表在 ECLT 的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该基金会与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
(ITGA)密切合作近 20 年。
截至 2020 年 4 月，ECLT 一直在与国际烟草种植者协
会合作，以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与更多社区开展打击童工劳动的斗争。
国际
烟草种植者协会与世界各地的农民进行了交谈，以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制定有
关在疫情爆发期间保持安全和合乎道德的农业实践的定制信息。
ECLT 和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从这些协商中汲取灵感，制作
了海报、T 恤、标志和其他宣传材料，内容涉及如何防止童
工以及世卫组织批准的关于保持健康和免受新冠感染的
建议。
这些内容被传播到五个国家的农村社区，惠及超过
150,000 人。

去年，马拉维的小规模农民是烟草价值链中最脆弱和
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除了固有的健康风险外，他们还
受到市场限制，这使他们很难出售烟草并获得生存所
需的收入。
梅赛德斯·巴斯克斯,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

由于 ECLT 和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之间的合作以
及与马拉维该行业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一起建立
业务的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和补救了新
冠危机的负面影响。
”
梅赛德斯巴斯克斯，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

生态系统

在《儿童权利公约》的指导下，儿童保护的生态系
统不仅仅考虑一个单一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背
景下进行预防和应对，以确保不让任何儿童掉
队。要了解儿童保护生态系统如何针对童工问
题运作，请查看下一页的图表。

31 建立更强大的系统

共同支持家庭和社区保护儿童使其免受暴力、虐待、忽视和剥削的正
式和非正式的职能与能力的架构。

原则

职能

首要目标（孩子的最大利益）

调查报告

预防

合作伙伴
保护

父母责任

提供建议
转介儿童和家庭
代表儿童
监督孩童

接收举发报告

工作环境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国际层面

国际和区域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和联
合国

国家层面

什么是儿童保护系统？

使政策与标准保持
一致

地方层面

ECLT提供更强大
的系统来解决造
成童工的根本原因

跨部门合作达到项
目持续发展

工会和雇主组织
政府使命

政府部门
教育系统

医疗保健系统

安全/警察系统

联合国人权条约，联合国指导原则
联合国全球契约
10条原则

国家行动计划
国家法律

政府主导的措施

提供得以为儿童、农民和
家庭采取行动的能力

参与国际论坛
研究与调查
报告

劳动监察

儿童保护转介系统

童工监测和补救系统

企业

地区和地方当局
警察
学校
工会

本地企业

地区行动计划

社区主导的措施
联合倡议

教育工作者培训
建立社区响应

当地市场的工作技能培训

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社会保护

家庭和儿童
茁壮成长的
农业社区

与国家级别利益相
以达到持久的改变
关者合作

33 协同合作共创改变

在津巴布韦对童工现象建立深入整 携手合作，在乌干达实现更多目标
个行业的了解
自 2018 年以来，ECLT 一直支持国家级别利益相关者齐心协
力打击津巴布韦的童工劳动。
该国是非洲最大的烟草生产
国，童工现象仍然是那里农场的系统性问题。

在与企业、政府、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发展合作伙伴成功合
作的基础上，ECLT 向劳工、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部以及国家
社会合作伙伴提供了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对童工问题进行
严格的研究整个行业的烟草农场。
该调查由国家统计机构（ZIMSTAT）牵头，在 4 个地区进行，
收集了来自 400 多个农场的数据。
调查结果有助于提供有
关利益相关者已经确定的有关童工问题的具体信息。
自
2020 年完成以来，该报告已成为烟草农业以及津巴布韦其
他农作物承诺和联合行动的参与工具。

在乌干达，ECLT 和 ECLT 乌干达分部与乌干达雇主联合会密
切合作，特别关注消除供应链内外的童工现象。去年，乌
干达雇主联合会、和 ECLT 乌干达分部联合对新冠的经济影
响进行了快速评估。调查结果将有助于确定家庭、农民和
小企业主需要支持的领域。由于贫困是童工的根本原因之
一，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制定具有直接影响的具体计划。
乌干达雇主联合会与茶叶公司麦克雷欧 罗瑟之间签署了
一份理解备忘录，以正式合作打击童工劳动，创造社会对
话的一个空间并确定良好做法。

乌干达雇主联合会与 ECLT 乌干达分部全国工会组织很高兴新冠
的影响进行了快速评估。我们认识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后果可
能会使数百万儿童成为童工。因此，快速评估结果为制定适当的
战略以减轻冠状疫情的经济负担和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以‘重建
得更好’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
道格拉斯·奥皮奥，执行董事。乌干达雇主联合会

青年人体面
工作计划

35 青年人体面工作计划

在项目区域：

92%
2020 年未满 18 岁的儿
童不工作

一个打击童工和鼓励
经济发展的模式

加布里埃尔·阿奎莱拉·博拉尼奥斯
危地马拉前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部长

197

97.5%

2020 年计划中 97.5% 的
保留率

扩大范围

已经为以下目的开发了操作指南
和其他资源：

•国家代表
•私营部门
•国际组织

2020 年入学的学生

•文明社会
•从业者

他们正在寻找解决农村地区青年
面临的现有技能差距和就业挑战
的方法。

增加青年机会

拉马其那青年就业模式（LA MÁQUINA YOUTH
EMPLOYMENT MODEL™）由 ECLT 基金会在危地
马拉推出，作为其在农业商品中打击童工劳
动战略的一部分。
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8.7 的指导下，这
个四步模式基于以下原则：培训年轻人相关
技能为就业市场和体面工作机会打开大门。

拉马其那青年就业模式（LA MÁQUINA YOUTH
EMPLOYMENT MODEL™ ）证明了如果我们想要
产生正面影响，公私伙伴关系很重要。我们
共同努力消除童工现象，该模式是我们共
同实现目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

36

拉马其那模型改变了什么？

√∏≤
辍学率低

通过当地量身定制的职业培训和实习计划 (VTIP)，该模
式为农村社区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迎合就业市场需求
的技能的机会，以增加他们获得体面工作或继续接受
教育的机会。该模型解决了青年寻求入学和继续教育
的障碍，拉高了就学完成率。通过提高青年的就业能力
和解决就业市场中现有的技能差距，拉马其那青年就
业模式（LA MÁQUINA YOUTH EMPLOYMENT MODEL™ ）成为创
造就业和消除贫困的经济发展战略。

高保留率

专注于读写和计算技能

我们如何弥合技能差距？
通过提供课程：

课程

商业与营销
创业精神

英语与交流
计算机科学

提高继续教育和体面工作机
会的技能

实习生去哪儿了？

80

工作场所
农业部

农村银行

2020
年完成的实习项目

阿西欧玛商务中心
区教育局

更多讯息

有关该模型如何帮助您解决农
村地区青年面临的技能差距和
就业挑战的更多信息和资源，
请访问
www.eclt.org/skills4youth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dvocacy@eclt.org

37 缩短知识差距

缩短知识差距
并且保护孩童

社会投资回报

社会投资回报使我们能够通过受益人的视角评估我们工作的社会
价值，以改进计划设计并建立影响深远且可持续的干预措施，让农
民、家庭和儿童成为我们工作的核心。去年，我们从在乌干达、坦桑
尼亚和马拉维进行的六份社会投资回报研究 (SROI) 的结果中得出
了结论，这些研究旨在优化基金会的项目执行方法。

解决童工问题的新计划方法基于三个
支柱：

加强居家民生

支持优质教育、职业和技能培训
作为童工的替代方案
建立本地能力

童工监测和补救系统的 马拉维、乌干达和印度尼
西亚的基线研究
制定
在莫桑比克，ECLT 基金会完成了一项项
目规划研究，为童工监测和补救系统
(CLMRS) 奠定了基础。
规划研究确定了项
目区现有的儿童保护系统、现有参与者和
服务的组合，以及他们的能力差距。
童工
监测和补救系统将使 ECLT 支持的项目及
其参与合作伙伴能够以系统和可持续的
方式监控和纠正童工案例

为了更好地了导致使和拉动儿童在农业
社区从事危险工作的因素，ECLT 在马拉
维、乌干达和印度尼西亚完成了独立的基
线研究。
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共享的基线研
究结果为衡量和跟踪目标社区消除童工
劳动的进展奠定了基础。

各国亮点
ECLT 影响力数据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我们在世界各地工作的一些
重点，以及它们对消除童工劳动国家行动计划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重点领域

危地马拉

41 危地马拉

疫情期间支持农村教
育

培养年轻人的职场技
能

让孩子远离童工和课
后俱乐部

125

60

56

在危地马拉，教育部创建了一个在线
学习平台，供学生在因新冠大流行期
间关闭的学校期间继续接受教育。
为
了支持这些努力，ECLT 投资于为有童
工风险的儿童提供数据和互联网包。
在疫情限制允许的情况下，该项目还
开展了一项课后计划，以确保小学生
能够继续获得提高阅读、写作和数学
技能所需的支持。

重点数字

执行伙伴：哥斯达黎加男童和女童保护组织
（Defensa Ninos y Ninas）

孩子

由新冠疫情，在学校停课期间接受了
一对一的辅导。

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接受优质教育的5-17岁儿童数量

*

来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指标

危地马拉政府建议 2020 年的举措侧
重于加强适合当地市场的年轻人的工
作技能。
在与学生和社区协商后，ECLT
的项目确定了学生需要接受培训的三
个主要领域：烘焙、烹饪和美发。18 个
学生参加了研讨会并培养了提供服
务或销售他们接受培训的技术技能
和产品。

小时

的工作技能培训提供给有危险童工风
险的年轻人
接受职业培训的14-17岁儿童人数

2020 年，危地马拉农村社区的教师参
加了关于童工和前童工特定学习需
求的虚拟课程。
参与的教师渴望调整
学校课程，以欢迎和留住有童工风险
的学生。

学校教师

完成了至少一个关于童工危险和教育
有风险儿童的模块
5-7 岁儿童面临童工风险的百分比

实习机会为学生提供了他们以前没有的机会，因为学生可
以在社区之外获得经验。我们的实习生成功地完成了我们
交给他的任务，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这是一次非常好的
体验。
”
地区教育部人力资源部的 艾伦·盖塔 和 埃里卡·巴里奥斯

重点领域

印度尼西亚

43 印度尼西亚

一个阻止童工派遣的
独特合作伙伴关系

2020 年，由国家发展规划部
(BAPPENAS) 牵头、ECLT 支持的反农业
童工行动合作伙伴 (PAACLA) 继续汇集
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协调和
加强与童工作斗争并阻止孩童被送到
各产业去当童工。

重点数字

执行伙伴：Jaringan LSM Penghapusan Pekerja Anak (JARAK) 与次级
受助者 Lembaga Pengkajian Kemasyarakatan dan Pembangunan
(LPKP)、Yayasan Tunas Alam Indonesia (SANTAI) 合作

2020 年，ECLT 支持的项目克森帕坦
（KESEMPATAN ）采用儿童友好村模式
在印度尼西亚打击童工。
该模式最初
是 2010 年推出的一项政府计划，旨在
增加该地区村政府工作人员、社区成
员和私营部门的承诺，调动人力和财
力资源，并实施村级政策以确保长期
和可持续的影响。

38

反农业童工行动伙伴
关系成员

来自政府、私营企业和民间社会的童
工设计、监测和评估培训。

国家路线
图指标*

参与三方讨论。

*

推动本土发展

2022 年实现无童工的印度尼西亚路线图

让孩子远离童工和课
余俱乐部

该项目与当地村政府合作，在 12 个目
标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
这些中心
为 5 至 17 岁的儿童提供活动，以防止
他们参与田间危险的工作，并撤回已
经在其中工作的孩童。

900+

1,900+

就农业童工法规进行培训。

参加了课后俱乐部。

农民和农场工人

在地方一级发展防止童工现象的网
络。

学童

雇主协会为易受童工影响的儿童提
供教育和培训。

印度尼西亚反农业童工行动合作伙伴（PAACLA）是应对农
业童工挑战和实现印度尼西亚无童工和消除童工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战略性有效方式。
”
玛哈特米. 萨龙托女士，国家发展部人力和扩展工作机会主任

重点领域

马拉维

45 马拉维

一项具体和可持续变
革的国家行动计划

获得优质教育

400+

100+

接受过包含儿童权利的生活技能课
程培训。

接受基础设施评估和改善。

马拉维政府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启动
了新的童工问题国家行动计划（NAP
II，2020 - 2025 年）。
为了加快消除童工
劳动的进展，第二个国家行动计划进
一步采用了第一个国家行动计划中确
定的最佳做法和更加注重执行。
通过
二个国家行动计划，现在有一个明确
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式来改善为
儿童提供的免受童工劳动的保护并在
整个马拉维促进体面工作。

重点数字

教师

国家行动计
划指标*

执行伙伴：马拉维关爱与次级受助人小额贷款基金会和希望之光合作

接受儿童权利包括童工弊端概念的
培训的教师人数。

*

2020 年，为了保护儿童免于进入劳动
力市场并为他们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
机会，ECLT 资助的项目促进了与教育、
科学和技术部 (MOEST) 的联合活动的
实施。
如果儿童能够获得适当的技能
发展、性别平等、相关的学校基础设
施、设备、学校材料和奖学金，他们就
更有可能留在学校并避免沦为童工。

学校

评估学校接收退学儿童的能力。

来自童工问题国家行动计划（NAP II，2020 - 2025）的指标

多样化农村收入以实
现金融稳定

贫困是童工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为家
庭提供不同收入来源是消除童工的关
键。
通过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 (VSLA)
和其他财务包容计划，ECLT 在马拉维
的项目为家庭提供技能和财务来源，
使他们的收入多样化，这样他们就不
会诉诸童工来增加收入。

660+

现有的乡村储蓄和贷
款协会（VSLA）

受惠于为期三天的乡村储蓄和贷款协
会方法培训。

从事创收活动的家庭数量，包括乡
村储蓄贷款协会。

斐济赞扬马拉维为进一步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进行
的各种立法修正案，并通过了政策框架和与人权相
关的行动计划，例如消除童工劳动国家行动计划。
”
斐济在 2020 年马拉维人权理事会定期审议期间，其他 6 个国家也对国家行动
计划（NAP II ）表示欢迎

重点领域

莫桑比克

47 莫桑比克

重点数字

获得清洁饮用水以改
善健康、提高产量和安
全

建立小农民的抵抗力

在地区当局的支持和建议下，ECLT 支
持了五个水源钻孔的建设。
这一干预
措施在该地区取得了三项重大突破：
改善卫生状况、减少水传播疾病，以及
保护以前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取水
的社区成员（尤其是儿童）。

为了帮助农村社区和帮助农民重新站
起来，ECLT 支持了 iDE 的计划：农民韧
性和重建计划 (FRRI)。F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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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培训师与社区成员合
作，了解整地、播种、施肥以及病虫害
防治。
随着世界面临新冠等新危机，建
立农民面对环境变化的抵抗力变得越
来越重要。
.

为持久的解决方案而
共同努力

4,400+

230+

280

参与了 9 个不同的储蓄团体。

与了技术农业和商业技能，将他们的
利润率提高了 44%。

儿童

多名参与者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
比例。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VSLA）成员的
数量。

现在可以获取干净的饮用水。

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执行伙伴：国际创业家发展（IDE）莫桑比克分部与友情支持基金会 (FAA) 合

*

来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指标

2018 年，ECLT 基金会与莫桑比克政府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MOU)，以创建一
个打击童工和加强儿童权利的平台。
在
为期 3 年的时间里，谅解备忘录的重点
是消除童工现象、社区教育和培训提高
意识和沟通、机构能力建设和修订法律
框架。
通过支持政府并采取全面措施打
击童工劳动，ECLT 有助于确保为莫桑比
克儿童、农民和家庭取得是系统性且可
持续的进步。

名小农参

接受培训/倡议（金融/经济赋权、保
险、粮食安全）的农民数量。

我无法获得资金、
计划，没有关于如何进步的想法。我吸
毒，我的家人认为我没希望。2020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
会的帮助下，我得以购买了50公斤肥料，现在我的收获是
最好的。
”
若昂·戈利亚特，小农兼父亲

重点领域

坦桑尼亚

49 坦桑尼亚

独立的进展评估

2020 年，一名独立专家对 ECLT 的 乌
墨加（UMOJA）项目进行了评估，该项目
已结束。
评估发现，家庭收入通过乡村
储蓄和贷款协会的帮助 显着增加；示
范农场毕业生的产量显著提高，工作
技能计划为参与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和
创收机会。
调查结果将为项目的可持
续退出阶段提供信息。

重点数字

10,000+
社区成员

参加了关于童工的提高认识活动（独
立评估，2020 年）。

国家战略指
标*

增加收到童工信息的家庭成员的比
例。

*

坦桑尼亚消除童工国家战略 2018 - 2022

执行伙伴：泰博拉发展基金会 (TDFT) 与坦桑尼亚农业与环境女性领袖协会
(TAWLAE) 合作

一个可持续的退出阶
段

支持国家童工战略的
实践

180+

660+

毕业于工作技能培训（独立评估，2020
年）。

参加了识字和算术提升课程（独立评
估，2020 年）。

根据评估结果，ECLT 将与泰博拉发展
基金会 (TDFT)和农业与环境女性领
袖协会 (TAWLAE) 合作，以提高可持
续性并实施退出战略。
于 2021 年初启
动的农村企业支持消除坦桑尼亚童
工 (RESET) 项目旨在加强生计，为年
轻人提供职业和技能培训，并建设当
地能力。

年轻人

15到17 岁从事危险工作的孩童获得
经济技能。

作为其对 2020 年坦桑尼亚消除童工国
家战略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ECLT 为
部委和作物委员会官员举办了关于将
童工劳动行为守则与农业部门发展计
划和国家童工战略。

儿童和家长

接受培训/倡议（金融/经济赋权、保
险、粮食安全）的农民数量。

ECLT 支持在 2020 年与作物委员会官员举办培训研讨
会，确保围绕
《行为准则》
继续进行政策调整和整合，以
实现更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坦桑尼亚农业和其他部门的
童工问题。
埃德蒙·扎尼 先生，咖啡委员会, 和多托·姆瓦伦贝先生，烟草委员会

重点领域

乌干达

51 乌干达

支持国家和地区层面
的政策制定

把孩童留在校园并避
免使用童工

800+

100+

2020 年，乌干达政府针对新冠带来
的新挑战调整了《2020/21 - 2024/25 年
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国家行动计划》
（NAP II）。ECLT 乌干达附属办公室和
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支持将 新冠疫情
对童工的影响纳入计划考量，该计划
将于 2021 年启动。
ECLT 乌干达还与何
以马（HOIMA）和 其库北（KIKUUBE）区
技术工作组合作开发关于消除最恶劣
形式的童工劳动的地区行动计划。

重点数字

执行伙伴: 乌干达妇女救助孤儿基金会 (UWESO) 与 ECLT 附属办公室合作

学生

被提供了支持持续上学的学习材料。

国家行动计
划指标*

学习环境的质量。

*

ECLT 在乌干达的项目与学校、社区、照
顾者和儿童协商，确定了有童工风险
的儿童，并为他们提供了学习材料。
对
于以前参与童工的儿童，该项目还支
持他们获得社会心理支持，以促进他
们重返学校和/或工作技能培训。
还为
女童提供了卫生用品，让她们全年都
能接受教育。

前童工

15-17 岁的人获得社会心理支持，以促
进他们完成中学教育。

被撤出、康复并再次融入社区的儿
童数量。

乌干达消除童工国家行动计划 2020/2021 - 2024/2025

加强一般民生

2020 年，何以马（HOIMA）和 其库北
（KIKUUBE）地区的 3,200 多名家庭照
料者获得了储蓄和贷款支持。
去年，
项目团队通过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
（VSLA）与正规金融机构联系起来，将
重点放在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的可
持续性上，另有 72 个集团有资格申请
政府扶贫计划。

110+

新的乡村储蓄和贷款
协会
成立并接受了储蓄和贷款方法的培
训。

收入发展小组成立的数量。

国家行动计划为童工的预防、
退出、
康复和融入提供了一个
框架。成功实施将需要多部门方法、
建立协同作用、
有效的
报告和文件、
主流化、
创新、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承诺、
支持性政策、
法律和监管框架。
”
弗兰克·图姆韦巴兹, 先生，性别、劳工和社会发展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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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美元）

4,820,331

小计

4,178,981

应计费用和递延收入
资本和储备基金
基础资本
额外出资

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运作结果
小记

共计

147,280

53,144
127,546
452,576
8,085

641,350

4,820,331

国际宣传和研究
项目总费用
行政费用
财务调整

总费用

盈余/（赤字）
额外收入

全年净收益

3,017,551
1,053,582

4,071,133
1,150,942
511,815

5,733,890
8,085
0

8,085

运营 20%

3,680,000

国内项目

研究 8%

未来项目准备金

项目

倡导 15%

351,701

其他项目 12%

应付账款

5,741,975

花费

资本与负债
短期

总收入

552,243

乌干达 9%

共计

104,460

银行利息及其他收入

4,163,628

坦桑尼亚 10%

非流动资产

552,243

捐助者捐款

莫桑比克 11%

债务

4,163,628

收入

马拉维 6%

司库

收入和支出（美元）

印度尼西亚 3%

资产

2020 年按国家/地区划分的费用明细

危地马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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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员工、董事会和成员

Karima Jambulatova
执行总监
Barbara Herentrey
人力资源和行政经理
Gosha Stehlé
人力资源和行政官

Franck Archinard
财务经理
Irena Manola
财务和执行官

Innocent Mugwagwa
高级项目经理
Stéphanie Garde
项目经理

Roi Fernández-Agudo
项目官员
Nicholas McCoy
宣传、合作和专案总监
Laura Collier
沟通与专案经理

董事会成员
Mike Ligon
ECLT总裁
环球公司

Elaine McKay
ECLT 副总裁
日本烟草国际和日本烟草公司

Simon Green
ECLT司库（至 11 月）
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Inc.
Michiel Reerink
ECLT司库（11 月起）
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Inc.
Mauro Gonzalez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Surinder Sond
帝国品牌，PLC

Mercedes Vazquez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
Matthew Wilde
Contraf-Nicotex-Tobacco GMBH

Cleo Wright
宣传与沟通协调员

非执行顾问

国际劳工组织指定技术顾问 Benjamin Smith

Jennie Galbraith
英美烟草控股

Emmett Harrison
Swedish Match
Itsanne Fokkema
Hail & Cotton Inc
Glyn Morgan
优质烟草

Mette Valentin
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
Simon Steyne
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

执行合作伙伴
危地马拉

男童女童保护
（Defensa Niños y Niñas),
哥斯达黎加

印度尼西亚

Jaringan LSM Penghapusan
Pekerja Anak (JARAK)
Lembaga Pengkajian
Kemasyarakatan dan
Pembangunan (LPKP)

Yayasan Tunas Alam Indonésie
(SANTAI)

马拉维

马拉维关爱（CARE Malawi）
小额贷款基金会（MicroLoan
Foundation）
希望之光（Rays of Hope）

莫桑比克

国际创业家发展莫桑比克分部
（iDE Mosanbique）
友情支持基金会
（Fundação Apoio Amigo)

坦桑尼亚

泰博拉发展基金会 (TDFT)

坦桑尼亚农业和环境妇女领导人协会
(TAWLAE)

乌干达

乌干达妇女救助孤儿基金会(UWESO
与 ECLT 附属办公室合作

外部评估员

RSK集团环境子公司

特使伙伴关系咨询公司

外部审计员

RSM 审计瑞士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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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T 基金会

ECLT员工和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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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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团体中致使剥削童工的根源。

我们倡导强有力的政策，分享最佳实践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并纳入农
村家庭使其参与其中，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农业中受益，同时确保他们的
孩子健康、受教育并鼓励他们充分发挥潜力。
我们为儿童、农民和家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为儿童、
农民和家庭创
造更美好的生活
www.ecl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