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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湄公河次区

域反对拐卖人口机构间项

目是一个由多个联合国机

构、政府、非政府等共同

参与的项目，项目简称：

UNIAP，项目区域办公

室设在曼谷。参与国包

括：柬埔寨、中国、老

挝、缅甸、泰国和越南，

各国均设有办公室。

联合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反对拐卖人口机构间项目（反拐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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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AP中国办公室召开机构间会议
UNIAP China Office held inter-agency meeting

2009年1月13日亚行顾问Phil Marshall先生就制定亚行2009年策

略计划来华访问，为此，UNIAP中国办公室邀请了在华UN相关组

织就中国“反拐”活动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座谈，目的是为更好地制

定亚行策略计划提供建议。

国际劳工组织驻华反拐项目经理、国际移民组织项目经理、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和UNIAP中国办公室国家项目协调员及全

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

座谈中大家分别介绍了各自与政府合作在华开展的反拐活动

及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指出了各国际驻华机构在推进中国反拐行动

计划的出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在基层为反对拐卖人口特别是妇

女、儿童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在合作中存在的困惑

和问题，主要是：(1)中国人口众多、幅圆辽阔，项目的影响十分局

限；(2)项目活动的持续性还有限；(3)中国还没有一部反拐法律，中

国将面临加入联合国反拐议定书 (简称UNTOC) 后的挑战，中国

政府对此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这对今后的反拐项目工作存在较大

影响；(4)中国政府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还过于保守，使大量

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经费和技术难以在中国运用实施；(5)在中

国存在较大范围内和较多数量的强迫劳动和拖欠工资等类似的侵害

劳动者权益 ( UNTOC将此类事件列入“拐卖人口”)的事件的情况

下，国家是否应尽早将“反对拐卖人口“列入优先考虑的工作。

（UNIAP中国办公室供稿）

2009年第一季度专家座谈会在UNIAP办公室召开
UNIAP office held experts meeting for first quarter of 2009

2009年第一季度，我办为更好地支持政府和学术部门就反对拐卖

人口问题召开了两次“反拐”专家座谈会。专家主要来自社科院、

大学和政府部门，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并提出了以下研究课题：

1.中国现行法律与UNTOC的比较

2.在操作层面实施保护和司法运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如何解

决？

3.以社区为基础、赋权为路径的反拐行动—云南（输出地）反

拐卖的案例研究

4.输入到中国的妇女生存状况研究/输出到其它国家的情况研究

5.农村性比失衡对拐卖人口的影响

在会上，大家充分的肯定UNIAP在中国的工作，并希望

UNIAP中国办公室能与更多的部门合作，在中国的反拐事业中发挥

更大作用。

 （UNIAP中国办公室供稿）

（下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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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司警局长黄少泽15日主持“司法警察与

传媒迎春座谈会”时强调，澳门社会治安情况仍

然稳定，但由于受到金融海啸及收紧“自由行”

政策影响，可能间接令严重罪案增加，社会需要

关注各种有组织犯罪及高科技犯罪等较为突出的

犯罪活动。另外，澳门已通过打击及预防人口贩

卖活动的法例，人口贩卖罪案也值得关注，司警

局也将积极打击。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1月16日
http://estate.chinanews.com.cn/ga/shwx/news/

2009/01-16/1530946.shtml )

人社部发布农民工就业形势:今年招工
企业降2成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publishes employment trends – number of hiring 

companies has reduced by 2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春

节后农民工就业形势”显示，今年国内有64.5%

的企业春节后有招工计划，但计划招工企业的

数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了20%，空岗数量也减少了

10%。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1.3

亿人。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今年返乡农民

工中因各种原因已离开原工作企业的人数有所增

加。考虑到部分返乡农民工暂时失去工作，加上

农村部分新成长劳动力，节后需要新就业的农村

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  

(京华时报, 2009年02月13日
http://www.nmpx.gov.cn/zonghexinwen/biaotixinwent

20090213_64138.htm)

三年新疆3059名被拐儿童回家
3059 rescued trafficked children return home

自2006年起，就有3000余名未成年人被犯罪

分子拐骗(卖)到内地被当做盗窃、抢劫等犯罪的

“工具”。三年来，新疆公安部门从未停止过对

拐骗(卖)未成年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仅2008

年就打掉8个拐骗(卖)违法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177人，解救违法犯罪未成年人746人。 

根据数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全区警方共成功

解救了3059名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使得千百家支

杜航伟局长出席中缅边境打拐联络官办
公室联合挂牌仪式

CID Director Du Hangwei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ino-Myanmar anti-trafficking border 

liaison office

中缅边境打击跨国拐卖联络官办公室联合挂

牌仪式分别在云南陇川及缅甸雷基举行。公安部

刑侦局局长杜航伟、缅甸内政部副部长兼警察部

队总监钦义共同出席了两边挂牌仪式并作了重要

讲话。挂牌仪式结束后，双方还就充分发挥边境

打拐联络官办公室作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联络

官办公室人员培训、举行定期会晤等事项进行了

初步磋商。云南省陇川县打拐联络官办公室是继

瑞丽联络官办公室之后，中方在中缅边境地区成

立的第二个打拐联络官办公室。办公室的成立将

对进一步推动中缅双方打拐合作起到积极作用。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 2008年12月30日

http://www.mps.gov.cn/n16/n944931/n947164/1768951.html)

8名妇女跨省拐卖7名未满月女婴被抓捕
Eight women arrested for cross-provincial trafficking of 

seven girl babies less than one month old

2008年10月21日清晨6时许，郑州铁路公

安处民警在郑州火车站广场巡逻时，发现8名外

地妇女，边走边交谈，其中7名妇女各抱一名婴

儿。民警观察一段时间后，觉得8名妇女的行为

很不正常，就将8人拦住仔细盘问。8名妇女很快

交代，她们抱的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而是帮

别人带孩子去山东贩卖。7名婴儿都是未满月的

女婴。8名妇女组团贩卖婴儿，数量之多，年龄

之小，跨度之长，在全国也实属罕见。经审讯，

贩卖婴儿的主要组织者是龙芳，另外7名妇女负

责带婴。她与犯罪嫌疑人张丽商量，在云南等地

购买婴儿，运到山东省后由张丽在当地卖掉。

(大河网 2009年01月08日 
http://news.xhby.net/system/2009/01/08/010418435.shtml)

澳门警方称金融海啸间接令社会严重罪
案增加

Macao police claim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ill 
indirectly contributes to an increase in serious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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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培训需求评估调查
Regional Training Needs Assessment

2009年2月16-18日区域顾问范丽丽女士到北

京就“区域培训需求评估”进行访问调查。其目

的是了解，各部分需要加强培训的重点或题目。

调查访问期间，范女士走访了国务院妇儿工

委办、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

国际移民组织的领导和官员，部分了解了访谈部

门在反拐工作方面的功能和职责，及对反拐培训

的需求。

离破碎的家庭破镜

重圆。

自 治 区 公 安

厅治安总队副总队

长戴光辉介绍，近

年来，部分新疆籍

少年儿童被拐骗到

内地省区，在犯罪

团伙的胁迫、诱骗

和教唆下扒窃和盗

窃，严重影响当地

的社会治安，这种

胁迫儿童犯罪的行

为严重影响了新疆在内地群众心中的形象。

(天山网, 2009年02月06日
 http://www.tianshannet.com/news/content/2009-02/06/

content_3825763.htm)

反拐宣传活动在北京举行
Beijing held anti-trafficking publicity campaign

以“关爱妇女、反对拐卖”为主题的“三八

妇女节”反拐宣传活动今天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

举行。此次活动由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安部主办，国务院妇儿工

委办公室、全国妇联、北京市公安局协办。公安

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八妇女节”反拐

宣传活动 是首次举行，旨在通过这一形式，向公

众介绍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和反拐常识，增强社

会各界尤其是妇女防范拐卖犯罪的意识，动员

全社会积极参与反拐工作。

(中国警察网，2009年03月08日
http://www.cpd.com.cn/gb/newscenter/2009-03/08/

content_1105433.htm)

中国下发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检查
考核标准

China issued standards for the evaluation of anti-
trafficking work

今年１月，公安部会同中央综治办将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纳入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治安综治考核

评比之中，并制定下发了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

作检查考核标准。 

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介绍，公安部等29部委近日联合下发了《〈中

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 

年）〉实施细则》。此前，作为国家反拐行动

计划牵头部门，公安部还正式下发了《关于公

安机关贯彻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

计划（2008-2012年）〉的意见》。规范性文件

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反拐工作的深入开展，初

步形成了公安机关牵头，各部门齐抓共管、综

合治理的良好反拐工作格局。 

 (公安部网，2009年3月9日
http://www.mps.gov.cn/n16/n1252/n1687/n2257/1871516.html) 

（上接第1页）

两天的访问调查，范女士对中国拐卖情况

和培训需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范女士将对此

次访问作出评估报告。 

 （UNIAP中国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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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联手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China and Vietnam join hands to combat transnational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靖西县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执法合作

联络办公室揭牌。今年以来，国家公安部刑侦局

和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对靖西县

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高度重视，经深

入考察调研，决定在靖西县建立“打击跨国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执法合作办公室。”

办公室由靖西县公安局、妇女联合会以及

龙邦海关等8个部门组成。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加

强与越南警方的联系与合作，交流“打拐”工作

信息，建立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长效机

制，共同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新华网，2008年12月28日
http://www.gx.xinhuanet.com/dtzx/2009-01/06/content_15364654.htm)

美国调查马来西亚拐卖人口的指控
US probes Malaysian human trafficking claims

美国参议院正在调查关于对马来西亚官员敲

诈移民钱财和拐卖人口的指控。这些移民大多是

缅甸人，但也有些是其他国家的移民。马来西亚

政府官员涉嫌将这些人带到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

境，并对他们进行敲诈，甚至将他们卖给拐卖人

口的犯罪集团。

自从1995年起，大约有40,000缅甸难民移居

美国，其中许多人是经由马来西亚入境美国。

(法新社，2009年01月15日
http://www.abc.net.au/news/stories/2009/01/15/2466767.htm)

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2009年全球5100万
人失业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warns that 51 
million people will be out of work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29日报道，联合国国

际劳工组织警告称，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可能

将导致5100万人失业，将使全球失业率由2008年的

6%提高至7.1%。该机构称，各国政府需要将对工

资和养老金保护内容纳入各国的经济拯救计划中。

  (商务部, 2009年01月31日
http://www.lm.gov.cn/ )

拉美四国将建立共同机制打击跨国犯罪
Latin America: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ill 

establish cooperative mechanism to combat transnational 
crimes

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危地马拉四国

总统16日在巴拿马城发表联合声明说，四国将在

未来数月内建立起一个共同机制，以有效打击各

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打击日益强大的跨国贩毒

集团。与会四国总统在联合声明中说，打击跨国

犯罪不分国界，四国将整合涉及打击贩毒、贩卖

武器和人口、洗钱等跨国犯罪的各项双边及多边协

议，以便在未来数月内制定并签署一项完整的法律

文件。四国以外的拉美国家也可签署这一文件。 

(新华网 , 2009年0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1/17/content_10674276.htm)

莫克姆湾惨案五周年

英国首相布朗重申打击黑工
UK: Morecambe Bay Incident five years on - British 

Prime Minister reasserts importance of combating illegal 
labour

2月5日是“莫克姆湾拾贝惨案”发生五周年

的日子。英国首相布朗近日致信《英中时报》，

通过该报向惨案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重申

打击黑工、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的重要性。2004

年2月5日，英国西北部兰开夏郡的莫克姆海湾发

生重大的拾贝者遇难事件，一群中国工人在拾贝

时被突然上涨的潮水吞没，其中23人遇难，据了

解，这些中国工人全部是偷渡到英国的非法劳

工，并在工头的监视和盘剥下工作，合法权益和

生命安全毫无保障。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2月08日
http://www.notip.org.cn/article/Details.asp?LanFlag=1&NewsId=

2985&classid=-9&BID )

联合国发布《全球人口贩卖报告》
United Nations publishes a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12日发布《全

球人口贩卖报告》，敦促各国进一步加大打击人

口贩卖犯罪活动的力度。这份报告根据从155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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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收集的数据，首次对全球人口贩卖犯罪活动的

规模和相关打击措施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越

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认真执行有关打击人口贩卖的

国际协议，但还有许多国家，缺乏必要的法律工

具或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报告显示，最常见的人

口贩卖形式是性剥削，占人口贩卖活动的79%，受

害者大多数为女性。第二类最常见的人口贩卖形

式是强迫劳动，占总数的18%。

(新华网, 2009年02月1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13/content_10812428.htm)

东南亚地区已成贩卖人口重灾区
South East Asia has become a disaster zone for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驻亚太地区代

表加里·刘易斯13日在曼谷表示，亚太地区、尤

其是大湄公河流域已成贩卖人口犯罪的重灾区。

刘易斯在《全球人口贩卖报告》的发布会上表

示，东亚国家是长途、跨地区贩卖人口的主要来

源地。在澳大利亚、日本和马来西亚发现的被贩

卖人口多来自东亚国家。而在大湄公河流域的柬

埔寨、泰国、越南等国家，贩卖人口数量及相关

犯罪有增加的趋势。

(大洋网-广州日报, 2009年02月14日
http://news.sina.com.cn/o/2009-02-14/040815159950s.shtml)

国际劳工组织说亚洲失业人口预计达
9700万

ILO predicts Asian unemployment to reach 97 million

国际劳工组织18日发布报告说，受国际经济

危机影响，亚洲今年失业人口预计比去年增加720

万，达9700万，失业率由4.8％上升至5.1％。按

照最悲观预测，亚洲失业人口甚至可能比去年增

加2230万，达到1.13亿。要消化新增失业人口，

今明两年需要创造大约510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

报告，生产量减少将使人们转向那些不提供失业

或疾病保护的非正式工作。2008年，亚洲有大约

10.8亿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一数字今年可能增

加2100万人。

(新华网，2009年02月19日
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n/dt/gjbb/t20090219_416626.htm)

泰国需要协助打击罗辛亚难民问题
Thailand 'needs help' to tackle Rohingya problem

近日通过媒体报道，罗辛亚（Rohingya）

无国籍少数民族的悲惨处境成了瞩目焦点。据报

道，泰国海军把将近1000名试图从缅甸和孟加拉

非法进入泰国的罗辛亚难民运到了公海，只供给

他们少许食物和水，将他们遗弃在公海上。   

泰国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Abh i s i t 

Vejjajiva）近日承认了这些媒体报道的真实性，

但说无法确认负责此案件的官员。总理副秘书

Panitan Wattanayakorn表示泰国只是接收国，

而不是问题的源头，并且需要其他国家的协

助，共同打击此问题。泰总理阿披实已于上周

在雅加达访问时与印尼总统讨论过该问题。缅甸

虽然不承认罗辛亚是缅甸公民，但已表示愿意讨

论此问题。

(国家日报 （泰国），2009年02 月24日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search/read.php?newsid=30096426

&keyword=Rohingya)

中缅两国警方举行“反拐”联合培训
China and Myanmar jointly held anti-trafficking training

2月16日至19日，中缅边境打拐联络官办公室

反拐联合培训班在云南省陇川县举办，意在提高

两国警方反拐工作能力和水平，维护两国妇女、

儿童的合法权益。

培训中，为加强中缅两国警方在打拐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反拐经验和理念，提高

中缅两国反拐工作能力和水平，有效维护两国妇

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来自国际组织的教员从人

口贩运的形势、快速反应、严厉打击，及受害人

的保护、康复、遣返及回归社会等方面进行了讲

解，使参训的20余名中缅警方相关部门警官受益

匪浅，对其今后的打拐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

(中国警察网, 2009年03月02 日
http://www.cpd.com.cn/gb/newscenter/2009-03/02/content_

1102412.htm)

（下接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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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办法》已于近日公

布，自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定，农民工与用人

单位的其他职工实行同工同酬，农民工的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办法对用人单位行为作出

规范，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时，应当以书面形

式如实告知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

危害等级、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和工作起止时

间等内容。招用农民工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抵押

金、抵押物、保证金及其他不合理费用，不得扣押

农民工的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和资格证等证件。

(河北日报 2009年2月10日
http://www.china.com.cn/city/txt/2009-02/10/content_17251989.htm) 

我国目前已有20余个法律法规直接涉及
妇女权益保护

China now has more than 20 laws that directly protect 
the rights of women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一次写进了禁止家

庭暴力、离婚过错补偿、对离婚妇女无报酬劳

动补偿的内容。2005年全国人大又对妇女权益保

障法进行了修订，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

家的基本国策，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从

2001-2006年，国家制定或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婚姻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促进就业法、物

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法律援助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完

善了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 

近年来，中国政府连续多次开展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建立了被解救妇女

儿童中转、培训、康复中心。中国注意加强与周

边国家的合作，至2006年2月已与36个国家签订了

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41个国家签订了警务合作

协议，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共同开展预防、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动，并于2007年制定了《中

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2008-2012)》。

(新华网, 2009年02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23/

content_10878462.htm)

云南省政府发布妇女儿童反拐卖计划  
建反拐长效机制

Yun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published its Plan 
of Action on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anti-trafficking 
mechanism

昨日，省政府发布了我省反对拐卖妇女儿童

行动计划，按照要求，从即日起通过4年努力，

建立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减轻被拐卖

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从今年起至2012年，

我省将对拐卖妇女儿童重点案发地区加强综合整

治，强化对拐卖拐骗人口、强迫流动人口劳动以

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残疾人的各类犯罪活

动的打击力度。到2012年底，全省拐卖妇女儿童

的发案数明显降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

地区的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云南省电子政务门户网站，2009年01月06日
http://www.yn.gov.cn/yunnan,china/72621643502977024/

20090106/1183482.html) 

我与61国签司法协助条约 刑事司法协助
法将起草

China has signed judicial assistance treaties with 
61 countries and will draft laws for criminal justice 

assistance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一些犯罪嫌

疑人在国内作案后逃遁他国或将巨额犯罪所得藏

匿境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为了有效

地打击犯罪，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我国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开展司法协助。据资

料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底，我国已与61个国家

签订102项司法协助条约。其中67项条约已生效，

包括42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22项引渡条约和3

项被判刑人移管条约。

(法制网，2009年01月05日
http://legaldaily.cn/2008fjdt/2009-01/05/content_1013353.htm) 

河北省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办法 3月1日
起施行

Hebei province: laws to protec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rkers will take effect from 1 Mar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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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反拐行动计划”能力建设培训班
在福建和贵州举办

All China’s Women’s Fed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held Training Workshop on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lan of Action in Fujian and 
Guizhou

全国妇联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中国预防以

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女童和青年妇女项目”（第

二期）正式在包括贵州、福建、安徽、湖南、云南

和江苏省在内的6个省启动。2009年2月17日至19日

和3月17日至19日，项目分别在福建和贵州举办了落

实“反拐行动计划”能力建设培训班。 

培训班由全国妇联巡视员龙江文，广东省妇

联项目专家苏林，国际劳工组织项目经理史开灵，

项目顾问麦科斯，项目官员苏燕燕、郭嘉，厦门大

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石红梅等组成的教师团队授

课，侧重从6个方面展开培训：(1)拐卖(贩卖)的概

念；(2)导致拐卖发生的风险因素；(3)拐卖和劳动

剥削情况分析；(4)省级反拐行动计划管理与战略措

施；(5)教育、劳动、妇联等部门在预防拐卖工作的

作用；(6)介绍国际劳工组织反拐项目活动与合作计

划框架等。

培训班使用国际劳工组织新开发的预防拐卖教

材，结合中国国情，应用参与式的培训方法和有针

对性的案例分析，受到两地参训者的热烈欢迎，达

到了让学员正确理解拐卖及相关的概念，知晓有关

体面就业的国际法律文书和中国的法律，了解易受

拐卖人群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风险因素，利用性别平

等和儿童权利的理念，结合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对项

目进行规划的预期目的。

两地参加培训的人员包括公安、妇联，妇儿工

委，劳动，工会，民政，教育等厅局的人员，以及

项目试点地区的代表。全国妇联国际部领导参加培

训并讲话。

（福建省民政厅救助管理总站和国际劳工组织供稿）

国际移民组织《护照查验程序手册》被
翻译成中文 

IOM’s Passport Examination Procedure Manual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作为“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一部

分，国际移民组织《护照查验程序手册》现已译成

中文。国际移民组织编写的这本手册，利用最好的

国际经验和专长，介绍国际上查验旅行证件的技

术、程序和体制，以识别伪假旅行证件。

《护照查验程序手册》被设计为现成的资料查

阅工具。当移民官员或执法官员在查验程序各步骤

中需要帮助信息时，他们可以马上从此手册中获得

相关信息。这本手册被广泛使用于世界其它各国，

在帮助提高当地边检官员和国外领事官员查验旅行

证件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伪假旅行证件是贩运人员运送贩运受害者的一

个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禁

止这种犯罪，它规定“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

照、签证等出

入境证件，或

者出售护照、

签证等出入境

证件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

刑 ， 并 处 罚

金……”。国

际移民组织驻

华联络处将使

用《护照查验

程序手册》培

训中国公安部

出入境管理官

员。培训内容

包括如何查验

伪假旅行证件等。

如您想获得更多信息，请联系国际移民组织驻华

联络处: 张岚  

电话: (8610) 5979 9695 / 8532 5268-207
电子邮箱: lzhang@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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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祥预防跨国拐卖儿童妇女项目反拐模
式获肯定

Pingxiang city of Guangxi province: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prevention project 

was recognized as a good model

近日，笔者从广西实施“救助儿童会湄公

河次区域反对跨境拐卖和剥削流动儿童及弱势儿

童”项目成果经验交流推广会上了解到，凭祥市

“反拐模式”成为此次会议特别推广的经验，获

得了专家的肯定和好评。为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

权益，从2003年开始，凭祥市妇联和英国救助儿

童会共同商榷实施“预防跨国拐卖儿童妇女”项

目。以文艺演出宣传防拐知识，提高公众防拐意

识，是项目实施的一大亮点。经过近五年的努

力，该项目遍及凭祥全市四个镇，逐步构建了

凭祥市儿童保护机制网络，营造了全社会参与

防拐和关爱儿童的氛围，推动妇女儿童工作健

康发展。

(左江日报, 2009年01月09日
http://www.gx.xinhuanet.com/dtzx/2009-01/09/

content_15405218.htm) 

流动儿童齐参与，皮影剧场展风采
Migrant children participate in making shadow puppets 

theatre a valuabl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自救助儿童会云南办公室跨境反拐项目与

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合作在盘龙区欣诚

小学成立了流动儿童家长学校以来，该校已针对

流动儿童、流动家长开展了一系列寓教于乐、丰

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其中，皮影小剧场的

儿童皮影剧表演集实践性、参与性、趣味性于一

体最为受到师生，家长的喜爱和关注，成为了学

校开展学生自我教育、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皮

影小剧场的建立旨在为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学习实

践的场所，作为促进儿童参与防拐宣传、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提高参与能力的第二课堂。师生们

把一个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三打白骨精》、

《半夜鸡叫》、《狼来了》等进行了艺术改编，

将故事传递出的防拐及安全教育等内容用儿童皮

影戏的方式表现出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让

观看了皮影节目的人对大家都颇为熟悉的故事有

了新的认识，理解和启示。

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观看皮影节目：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cn/savethechildren/table/view/base/
view.php?base_id=4889

（上接第5页）

联合国: 250万人被拐卖
UN : 2.5 million humans trafficked worldwide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昨日发表报告指出全世界

在任何时刻有大约250万拐卖受害者。联合国在

2003年估计大约有200万拐卖受害者。虽然在以往

的5年内，国际社会已付出巨大努力，但拐卖问题

仍在持续恶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250万拐卖受害者中，

大约有120万是儿童。另外，虽然大多数拐卖受害

者仍是妇女，但被拐卖强迫做苦役的男子人数在

不断攀升。 

(温哥华报，2009年3月12日
http://www.vancouversun.com/news/victims+human+trafficking+

given+time/1381831/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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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反拐计划，消除拐卖犯罪

—关于加强拐入地反拐工作的几点思考
Implementing China’s National Plan of Action and 

eliminating human trafficking
-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anti-trafficking efforts in 

destination areas

八十年代以来，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丑恶现象

在我国沉渣泛起。拐卖人口特别是拐卖妇女儿童，

严重侵犯被拐卖人的人身权利，对拐卖受害者身心

健康造成极大伤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我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保障人权，特别是保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拐卖犯罪出现以来，国家制定、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预防、打击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开

展救助、安置和康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反拐工作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远

未绝迹，并呈现出新动向、新特点。团伙犯罪案件

增多，犯罪分子更加狡猾，犯罪手段更加险恶，拐

卖去向更加复杂。八、九十年代拐卖妇女多迫为人

妻，儿童多卖为人子，近年来妇女被卖往色情场所

的增多，儿童被强迫乞讨、扒窃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新动向对拐卖受害人的伤害和社会危害性都更

为严重，也对反拐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中国反对拐

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及时、全面

地提出了当前我国反拐工作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

战略措施，明确了多部门合作的要求及各部门的责

任、任务。反拐，绝不仅是拐出地的重要任务，同

样是拐入地义不容辞的责任；打击拐卖犯罪，不仅

要对人贩子绳之以法，同样要惩治买方市场。当务

之急是切实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2008-2012年)》的各项目标任务，拐出地、拐入地

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必须切实承担起其在反拐工

作中的责任。笔者有几点思考：

一是反拐宣传教育在拐入地要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

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反拐宣传、培训

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教育力度，提高地方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实施《行动计划》的

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创造良好的反拐社会环境

和工作氛围。”各地各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反拐宣传

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拐出高发地区、针对高危人群

编发多种宣传材料，帮助高危人群避免被拐卖风

险，取得可喜的效果。但在买入高发地的宣传教育

远远不够，一些地方对买媳妇、买孩子的现象麻木

不仁甚至习以为常，不知道这是侵犯人权的犯罪行

为。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在买入妇女儿童犯罪高发

地区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教育，使这些地区的群众知

法、懂法、用法，提高反拐意识，对收买妇女儿童的

行为同仇敌，群起而反之，使买方市场难以生存。

二是强化拐入地基层组织在反拐工作中的责

任，在社区构建反拐屏障。《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

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要求“建立和推广以社

区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为基础，以多部门、

多机构分工明确并通力合作为重点的群防群治工作

体系”。笔者认为，不仅拐出地基层社区要通过发

展经济、提高高危人群脱贫致富的能力、拓展安全

职业中介、强化儿童家长的监护责任、做好弃婴救

助和安置等预防拐卖的发生，拐入地基层社区也应

该通过人口登记、管理及其它日常工作（如计划生

育、计划免疫、幼儿园、学校的学籍管理等），及

时发现拐卖受害人，及时给与解救和救助。曾经有

拐卖受害人被解救后，因难以回归家庭和社会，竟

走上以拐卖为生的犯罪道路。无论拐出地还是拐入

地，都有责任帮助安置在当地的拐卖受害人获得身

心治疗，尽快回归家庭和社会。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打击买方市场。

《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

要求“坚决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买方市

场’”。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收买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又规

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

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现实的打

拐行动中，对人贩子能够绳之以法，对买主往往难

以处罚，买妻买子违法行为屡禁不绝。笔者认为，

正是由于买方市场的存在，使人贩子有利可图，故

不惜铤而走险。研究和完善法律法规，在打击拐卖

者的同时，使收买妇女儿童者受到应有的制裁，并

警示欲仿效者，才能更有效地扼制拐卖犯罪，使妇

女儿童人身权利更好地得到保护。

（作者：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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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热
点追踪

体面劳动，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话题
2009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Worker’s Uni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focuses on decent work

体面劳动和职工权益是国际工会界经常讨论的

话题，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一话题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也成为2月12日至13

日在北京举行的“2009’ 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

论坛与会代表们高度关注的话题。

一、实现体面劳动，任务更为艰巨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月28日报告，全球失业率今

年可能升至6.5%到7.1%，而新增加的失业将主要在

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工人利益代言

人的工会，推动实现体面劳动、维护工人权益的任

务更为艰巨。

“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

在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大量企业倒闭，失业

率不断攀升，实现体面劳动遭遇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业和生活受

到严重影响，当下体面劳动比任何时候都更显重

要。”

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

工会组织的代表在发言中几乎都提到体面劳动的问

题，表达了高度关切和努力推进的信念。

体面劳动的概念，是于1999年由国际劳工组织

提出的，在短短几年内，体面劳动已在世界各地得

到广泛认同，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理念。它主

要包括“促进工作中的权利、就业、社会保障和社

会对话”等四个目标。

“推进体面劳动必须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优先

目标。”来自巴西工会力量全国委员会的瓦斯康塞洛

斯表示，体面劳动是战胜贫困、消除社会不平等、

确保民主法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

瓦斯康塞洛斯说，体面劳动是指在自由条件

下作出的就业选择，其应拥有必要的安全和卫生条

件，并可换取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薪水。此外，还

应获得社会保障和参与工会的权利。而这恰恰是

“和谐社会”的基础所在。

世界工联总书记马瑞克斯在大会发言时指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工会运动更要推动和落实

体面劳动的理念。要实现社会公正和体面劳动，发

展必须以人为本，广大民众是发展的核心，要确保

人民在今天、在未来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

非洲工会统一组织总书记松莫努指出，人应该

被置于各种发展政策的中心，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是政府存在的意义所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最好

方式是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劳动，尽快恢复人民的购

买力才是摆脱经济困境的最好方式。

二、临时性就业威胁工人权益

“临时劳动合同夺走了工人对未来的计划，因

为他们没有工作保障。它粉碎了家庭的基础。当工

人有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时，一旦他失去工作，整个

家庭生活就崩溃了。”伊朗工人之家执委贾巴尔表

示，雇主大量使用散工和临时工进一步恶化了工人

的权益。他说，合同只有30天或几个月，这些合同

大部分只有工人的签名，而雇主签名的地方往往是

空白。合同是否被续签给工人们带来了精神和心理

上的压力，就像在他们头上悬着一把剑。

贾巴尔说，派遣工是另一个威胁工人权益的现

象，其境遇比合同工还要悲惨。在过去的10年里，

所谓的服务组织纷纷兴起，他们给雇主提供所需的

劳工，工人受雇于服务组织，然后被派遣到其他公司

和组织工作。工人有时都无法见到他们的雇主，他们

的工资大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劳动法保护。

“只创造就业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创造体面

的工作，保证工人能够有条件支持自己和家人的生

活，能够享受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来

自巴西工人统一中央工会的库德梅洛说，我们只有

给予工人真正体面的生活条件，才能消除贫困和社

会排斥，实现社会公平。

在论坛上，许多代表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

体面劳动归根结底就是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应是政

府、雇主和工人共同关注的内容。只有努力实现体

面劳动，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才能尽快

走出这场金融危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推动

世界进步。

(全国总工会网站　2009年02月16日
http://www.acftu.net/template/10004/file.jsp?cid=729&aid=8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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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作了归类和分析。同时提出了一些意见，

而不是结论。

首先，过去几年来，采取措施执行本领域

第一部国际协议——《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议定

书》——的国家数目翻了一番。但是，仍有很多国

家没有制订必要的法律文书，特别是非洲国家。

其次，有罪判决数目在增加，但与对这个问题

认识的提高（以及这个问题的规模）还不成比例。

多数有罪判决仍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

人口贩运问题也许较其他国家严重，但它们确实在

对此采取措施。另一方面，截至2007/2008 年，

本报告所涵盖的每五个国家中就有两个国家没有记

录一起有罪判决。这些国家要么是对这个问题视而

不见，要么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我促请各国

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的专门知识，包括最近公布的打击人口贩运成套工

具，以表明自己的承诺。

其三，性剥削在已查明的人口贩运形式中最为

常见（79%），其次是强迫劳动（18%）。这种情况

可能是统计偏差所造成的。一般而言，剥削妇女现

象往往比较明显，发生在市中心或高速公路沿线。

因为经常有报告说，性剥削已成为汇总统计数字中

记载最多的贩运形式。相比之下，其他形式的剥削

则被低报：强迫劳动或债役劳动；家庭奴役和强迫

婚姻；器官摘除；以及利用儿童进行乞讨、性交易

和战争等。

其四，有大量妇女参与人口贩运，不仅作为被

害人（这是我们已知的），而且作为贩运者（这是

第一次在文件中提到）。女性犯罪人在当代奴役中

较在其他多数形式犯罪中起着更加突出的作用。需

要对这种情况进行研究，特别是前被害人成为犯罪

者的案例。

其五，大多数贩运都是国内贩运或区域内贩

运，实施者与被害人具有同一国籍。也有值得注意

的长途贩运案例。欧洲是许多来源地的被害人的目

的地，来自亚洲的被害人被贩运到很多目的地。美

洲既是人口贸易的主要来源地，也是主要目的地。

本报告增进我们对现代奴隶市场发挥作用的各

种因素的部分认识。然而，现在仍然缺乏国际标准

化数据，这种限制妨碍了两国和多国之间以及与毒

参
考

资
料

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2009）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09)

对一种犯罪所知甚少令我们所有人感到惭愧(前言)

“人口贩运”一词可能有误导作用：它强调的

是一种犯罪的交易方面，更确切地说，这种犯罪应

称作奴役。剥削人的现象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发

生着。

对现代奴役形式的真实情况，全世界一向未加

留意，或者视而不见，现在则已开始警醒。公众和

媒体开始认识到，有的人以人作为猎物图谋营利。

议会在通过适当严厉的法律。司法机构勇于面对打

击奴役的责任，对更多案件作了起诉和有罪判决。

民间社会则发动群众、调集资源以帮助被害人，私

营部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政治家以及普通人已听到警报，他们向我提出

两组问题。首先，他们想知道人口贩运犯罪的规模

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被害人？谁是贩运者，其贩运

路线和收益如何？趋势如何，即问题是否在变得日

益严重？为什么？在什么地方？

其次，人们想知道个人和集体应当做些什么。

为什么政府和联合国以及我们所有人不做更多工

作？有些人甚至愿意调集个人资源来打击这种犯

罪：但是为了谁，怎么做？

首先需要回答第一组问题。只有了解了这个问

题的深度、广度和范围，才能处理第二个问题，即

如何对付这个问题。迄今我们掌握的知识不够多，

因此各种举措不够恰当，互不连贯。政策建立在

证据基础上才能有

效，而迄今我们的

证据又太少。

20 0 6年4月，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首次尝试摸清

人口贩运的情况。

第二份报告更进一

步，以155个国家提

供的刑事司法和援

助被害人数据为基

础，对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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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共享信息。汇总统计数据既不

能按地区也不能按主题合并在一起。

因此，我们仍然不能全面认识这一问题，以及

该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可以对

照一下非法药物问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拥有

大量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药物管制政策考虑到有

关所有市场（阿富汗、哥伦比亚、美国、欧盟、伊

朗等）中各种药物（阿片、可卡因、苯丙胺类兴奋

剂等）的整个增值链（生产、消费、贸易等）的数

据。药物信息已纳入多层面数据库，这样政策既可

以针对整个问题，也可以针对问题的任何部分（从

吸毒成瘾者治疗到缉获毒品，一直到转变文化）。

而在人口贩运领域，任何此类事情现在都是

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建立多层面数据库所需的逻辑

分类。我们应当能够但我们却无法将当今的奴隶市

场区分为各个部分（需求、供应、贩运和有关价

格）。我们必须但我们却无法拥有不同类型奴役的

记录（因为缺乏数据），欧洲以儿童乞讨方式进行

剥削的现象不同于澳大利亚一家妓院或街头发生的

事情。还必须对预防性措施进行调整，以考虑到一

位亚洲父亲出售未成年女儿的情形不同于迫使一名

非洲少年加入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杀人者武装的情

形，也不同于迫使一名非法移民进入美洲的血汗工

厂的情形。援救被害人和惩治罪犯的措施也必须因

地制宜。

我请求学术界特别是政府的社会科学家更加紧

密地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建立逻辑分类

和提供统计信息，以供制订基于证据的打击奴役政

策所需。我们面临着知识支离破碎、对策互不连贯

的危机，致使一种犯罪有机可乘，我们所有人为此

感到惭愧。

（UNODC执行主任 安东尼奥•玛利亚•科斯塔, 2009年2月
http://www.notip.org.cn/UserImages/00000753.pdf )

器官移植的相关原则
Relevant principles regarding organ transplant
　　

关于人体器官移植，世界卫生组织确立了一些

原则： 

指导原则５：细胞、组织和器官应仅可自由

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或其他货币价值的报

酬。购买或提出购买供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

或者由活人或死者近亲出售，都应予以禁止。 

指导原则８：应禁止所有参与细胞、组织或器

官获取和移植程序的卫生保健机构和专业人员，接

受超过所提供服务正当费用额度的任何额外款项。 

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指导原则的相关注解中指

出，为细胞、组织和器官付款很可能不公平地利用

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破坏无私捐献，并导致牟

取暴利和贩卖人口。此类付款表达的理念是：有些

人缺乏尊严，只是被人利用的对象。

(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4日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02/24/content_25536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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