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工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18-2019
年度项目回顾

IETP 2018-2019 年度项目回顾

玩具业责任规范（IETP）是全球玩具、游戏、娱
乐和出版行业领先的负责任采购计划。
我们与工厂、品牌、零售商和民间社会团体合
作，保护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标准，应对共同挑
战，并通过提供培训来提升标准。
我们提供认证、评估工具、能力建设和培训项
目，以支持相关的公司实现其目标，并促进供应
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我们的厂内工人福祉项目向全球逾千名受雇于玩
具厂的工人提供支持，而我们在中国的工人关爱
热线自开通以来也已为超过16,000名工厂工人提
供了支持服务。
除了在亚洲、欧洲及北美开设办事处，我们还与
四家独立审核公司合作，通过他们的全球网络推
行我们的认证项目，并与其他业界伙伴携手开展
工人福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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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一段重要的增
长和发展时期, 通过进一步发展ICTI
玩具业责任规范 (IETP) 从而改善工厂
工人的生活。
我们更新了评估工具、认证和培训项
目, 添加了新的功能，推出新的会员服
务，并拓展了工人福祉项目的广度和
深度。
2018年伊始，我们重塑了品牌形象，
并推出新的项目名称——ICTI 玩具
业责任规范（IETP）和全新的网站。
在以全新的项目名称和品牌形象亮相
之后，我们更加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
活，同时通过我们的项目来发挥更大
的影响力。
2018年，我们完成了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项目回顾工作，包括发布 IETP
全新的审核清单以及优化了认证方
法。
同年，我们还试行并在随后正式推
出了新的工厂进度调研（Progress
Visits），为工厂提供优化的能力建设
服务和额外支持。
4

2019年，我们试行了一项新的糾正
计划，为那些在保持合规方面遇到困
难的工厂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们还进
一步更新了IETP审核清单，并继续加
強进度调研工作，直至涵盖所有IETP
认证工厂。同时，我们亦扩大了培训
和发展计划，以满足通过进度调研确
定的成员的需求，包括提供聚焦于越
南法规的研讨会和关于精益生产的介
绍。
2018年，我们延长了工人关爱热线的
服务时间，并重新设计了关爱热线卡
片和相关资源，以加大对工人的日常
支持力度。
2019年，我们实施了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的工人福祉项目，在30家工厂
推出了家庭友好空间项目 (FamilyFriendly Spaces 简称: FFS)，为
1,000多名工人及其子女提供支持；
我们更扩大了流动父母工人培训项目
(Migrant Parents Training)，并在
印度的玩具厂试行了新的妇女赋权方
法。
我们为品牌授权商和零售商会员的在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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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Connect 平台添加了新的功能，并
响应了买家会员对于开展特殊调查和
现场工厂培训的需求。
2019年，我们也迎来了 IETP 的15周
年庆典，在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我
们反思了我们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和成
就。我们开始制定未来的行动计划，
确保能实现在所有活动中直接为工人
带来正面效益的承诺。

我们不仅通过培训来为买家和工厂会
员提供更多支持项目，更有多项能够
为工厂带來积极影响的特別项目。而
这些项目的持续发展，都进一步证实
了IETP作为领先的劳工标准所发挥出
的作用。
本报告介绍了 IETP 过去两年所取得
的成就，并展望我们于2020 年的优
先项目：继续致力于为更多国家和行
业的工人改善条件和提高标准。

我们的管治委员会迎来了民间团体和
业界新成员的加盟。同时，我们还将
APSCA 注册信息整合到我们的审核报
告中，以此加强我们对审核员可信度
的承诺。

Maria Livanos-Cattaui

Jonas Moberg

T. S. Wong

Carmel Giblin

联合主席 （2018 年）

联合主席 （2019 年）

联合主席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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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2018年
推出了崭新的品牌形象、
项目名称、商标、网站，
并更新了沟通渠道

完成了大范围的项目回顾，
包括发布附有风险评级版的
审核清单

迎来了18位新买家会员
的加盟，包括乐高、维亚康姆旗下
尼克隆顿和万代

与2017年相比，工人关
爱热线的呼叫量增长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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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并正式推出了
进度调研（Progress
Visits），转变了我们与
工厂的互动方式

与BSR携手在印
度推行妇女赋权
项目

主办了首届家庭友好空间交
流分享会议，接待了90位
赞助商和参与工厂代表

通过流动父母工人培训项目，150
名工人与其255个子女建立了更深
厚的感情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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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品牌和零售商推出了新的
会员计划和服务, 以提高玩具
行业供应链的标准

588,206 名
工人获得了支持

3,458 位
微信关注者
（于2017年8月建立）

加强了审核质量和廉洁措施包括
把审核员的 APSCA 注册编号
添加於所有审核报告上

完成了

2,138次

关于项目的意见征询，收到
了来自数百家工厂、品牌、
零售商、非政府组织和玩具
协会的1,558份回复

审核

3,030 家
减少了重复审核问题 - 工厂在
Connect 平台上与多达11家客户
建立了虚拟贸易连接

引进课后中心，使
家庭友好空间（FFS）的
影响力能够延续至全年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工厂与品牌在
Connect 平台建立
的虚拟连接数量

家庭友好空间项目实现增
长，意味着今年参加该项目
的儿童人数增加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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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428 家
工厂与品牌在 Connect
平台建立的虚拟连接数量

进度调研（Progress
Visits），为所有 IETP

与2018年相比，关爱热
线咨询量增加了8.5%，
共计为1,838名工人提供
支持服务

认证工厂提供更强的能力
支持

通过流动父母工人培训项目，859
名工人与其1,289个子女建立了更
深厚的感情

将家庭友好空间项目扩大到中国
5个省份的30家工厂，为1,100名
儿童提供托儿服务，免除了1,200
多名工人的后顾之忧

480,772 名
工人获得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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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

2,784次
审核

扩大工厂培训和发展计划，以
满足通过进度调研确定的需
求，提供聚焦于越南采购的研
讨会并引进精益生产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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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新买家会员 ，
在印度三家工人总数达
到824名的玩具厂完成
了妇女赋权项目的试行
工作

4,763 位

包括塔吉特、Games
Workshop、玛丽莎安德和
Schleich

主办了第二届家庭友好空间
交流分享会议，接待了100
位赞助商和参与工厂代表

微信关注者
（同比增长37%）

减少了重复審核问题 - 工厂在
Connect 平台上与多达13家客户
建立了虚拟贸易联系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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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回顾与优化
我们定期更新 IETP 审核清单并回顾我们的工作方式，以确保
能迅速响应会员和工人不断变化的需求

更新了整份审核清单
在2017年底，我们就审核清单的更新
提议及审核认证方法的优化展开了大
范围意见征询。
2018年期间，我们对收集到的意见进
行了分析，发布了经优化和附有级别
分类的终版审核清单，并简化了我们
的工厂认证方法，从而取代了当时证
书等级的认证体系。
2018年10月，我们推出了经优化的
2018年审核清单（2.0版）。
我们在 IETP 审核清单中加入共33个
新的审核点，以及新的审核清单章节
和重点。此次修订也是为了反映良好
的实践做法和新的法律法规。更新后
的审核清单重点包括企业道德、招聘
费用、外籍务工人员、妇女赋权、工
作时数、人口贩运、申诉机制、紧急
事件的调查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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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询的数百个品牌、工
厂、零售商、非政府组织、
玩具协会处收到了1,558份
回复
为品牌和零售商
举办了5次咨询
网络研讨会

为工厂举办10次
审核清单培训课
程，迎接了来自
437家工厂的748
位参与人员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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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强化了相关的要求，以支持“雇主支付
原则”的实施，这是一项获得全球认可的原
则，旨在消除供应链中的现代奴役制，也反
映了全球立法的其他变化。
IETP 审核清单 2.0 版还引进了针对所有不符
合项的风险评级，从合格/不合格的制度变为
纳入风险评估的 IETP 审核清单。这使工厂
和品牌都能了解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严
重性，以此协助他们优先补救并进行后续跟
进。
2019年9月，我们对 IETP 审核清单做了进
一步修改。2.1版增加了新的定义，以支持现
有的审核问题点，并删除了最初在 2.0 版中
加入的针对部分审核问题点的一年宽限期（
该宽限期使工厂有时间适应新的或强化的标
准）。
2018年，我们针对工厂引入了“已评估”
（Assessed）及“进行中”（Progressing）
这两个获得认证之前的状态。这两项新增的
状态有助于提高透明度，指明了工厂在获发
认证的进程中所取得的进展。

新的项目名称，新的使命
2018年1月，我们推出崭新的品牌形象，
包括新的项目名称、商标、使命声明和网
站。
崭新的官网为所有会员提供新的内容、功
能和资源，包括面向希望提交新申请或续
签认证的工厂的专页；帮助建设工厂能力
和推进工人福祉的资源专区；以及面向品
牌和零售商而新建设的买家会员专区。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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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进度调研

2018年

2018年，我们试行并正式推出了进度调研
（Progress Visits，PV），取代原有的进
度审核（Progress Audits, PA）。自2018
年10月份推出「进度调研」起，我们在
指导、培训和支持工厂方面迈出了重大一
步。有别于传统的审核方法，进度调研会
事先通知工厂并进行工厂访问，我们会和
管理层及工人一起探讨和评估工厂在达致
IETP 社会责任标准的进程。

184 次
进度调研

2019年

通过提供机会让工厂分享和讨论社会责任
方面的挑战，进度调研能和工厂建立更深
入的沟通交流、坦诚与互信的关系。在进
度调研期间，工厂可得到指导与支持，以
帮助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同时，我们亦会
将工人的反馈分享给高级管理层以促进沟
通和理解。

2018年底，我们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
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进行了184次
进度调研。到2019年底，增至814次进度
调研。进度调研正面地印证了审核与支持
的结合远比单纯审核的形式更能产生有效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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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调研

“

我很少写感谢信来致
谢审核计划，但进
度调研改变了我的想
法，它创造了积极的
讨论环境，也缓解了
工厂和审核公司之间
的紧张关系，非常感
谢！
- —中国东莞工厂经理

“

引入进度调研意味着工厂将接受更少的审
核，并获得更多支持。进度调研还能提高
对工厂所面临的社会合规性问题的理解，
使我们能够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计划和更
多的指导信息，帮助工厂应对当前的挑战
并促进业务的改善。

814 次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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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推动改进
加强工厂的能力以推动持续性的改进是
IETP 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在2018-2019
年期间，我们为工厂提供了更丰富的培训
机会，包括网上资源、现场培训课程、研
讨会及最佳实践圆桌交流会。
我们的培训课程针对负责任采购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建设，帮助工厂进行可持续的改
进，并善用玩具业责任规范（IETP）所带
来的优势。我们还提供培训和支持，帮助
工厂改善全体员工的福祉。
我们的项目支持和参与团队可为工厂提供
进一步支持。2018-2019年度来自工厂的
常见咨询包括：工资计算咨询、环境健康
和安全要求的信息以及与审核结果和审核
流程相关的问题。
截至2019年，提供给工厂会员的大部分
IETP 培训都是免费的，或者通过我们的培
训和发展基金分配到的资金进行补贴（这
笔资金来自于进度调研费）。
2019年举办的工厂研讨会包括聚焦于越南
法规的会议，以及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
作的关于精益生产的介绍会。 IETP 的培
训与发展基金将继续支持那些通过进度调
研确定的培训需求。
2018-2019年期间，我们还响应了工厂
管理层和买家关于提供现场工厂培训的请
求。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培训项目：
2018年

1,565名
参与者
举办了25场
培训

790家
工厂参与

2019年

1,119名
参与者
举办了19场
培训

634家
工厂参与

13

IETP 2018-2019 年度项目回顾

推进工人福祉
推进工人福祉是 IETP 的核心。支持工厂进行改
善，不仅有利于工厂工人，还能带来积极的商
业成果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使命，通过道德生
产来为工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并构建更强大的
供应链。
2018-2019年，IETP 进一步拓展创新的项目，
以促进工厂工人的福祉。

家庭友好空间 (FFS)
早在2016年，IETP 就确定要为中国工厂的流动
工人提供支持，由于需要到外地务工，他们不
得不与子女分隔两地。和其他制造业的中心一
样，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背井离乡，千里迢迢
去大城市务工，其中许多人无法把子女带在身
边。就这样，数百万留守儿童就被留在农村，
许多孩子每年只能和父母见一两次面。
我们的家庭友好空间（FFS）项目在工厂内打造
儿童保育设施，使工厂工人能有更多时间与他
们的子女团聚。

父母外出务工时之所以
不带上子女，其首要的
原因就是：担心上班时
无人照顾小孩。

FFS 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有趣、安全和有保
障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在当中玩耍、获得学习
的机会、培养社交技能，并和父母有相处的时

一名带着两个儿子参加了家庭友好空间活动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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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工厂明年也开办家庭友好空间活
动，我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带我的儿子
来参加。在共同度过优质的相处时光
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纽带！

据估算，
中国有1,550
万留守儿童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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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些空间可以让身为流动工人的父母和
他们的子女一起度过宝贵的暑假时光。
有幸得到 Target Foundation、乐高和德国
莱茵TÜV的慷慨赞助，IETP 能够在20182019年扩展 FFS 项目，从而惠及更多的工
人，并覆盖到更多的工厂。
此外，乐高、美泰、豪马、绘儿乐、华特迪
士尼公司、怡人 和英德卓佳玩具有限公司也
通过为参加项目的儿童捐赠礼品的形式提供
了支持。
自2016年在2家工厂小规模试行 FFS 项目之
后，项目不断发展，到2018年已覆盖18家工
厂，为685名儿童提供托儿服务，为700名工
厂工人提供了支持。当中新加入 FFS 项目的
有 7 家，继续参加的有 11 家。

儿童于2018年参
与了 FFS 项目

1,100名

儿童于2019年
参与了 FFS
项目

2019年，我们将 FFS 项目扩大到中国5个省
份的30家工厂，为1,100名儿童提供托儿服
务，免除了1,200多名工厂工人的后顾之忧。
2019年，所有30家工厂均表示有兴趣在未来
几年续办 FFS 项目，一些工厂还承诺会扩充
面积以容纳更多儿童。

“

家庭友好空间项目是一项最佳实践，它
可以降低工厂的社会合规风险，并帮助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2

“

685名

– 项目赞助商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15

IETP 2018-2019 年度项目回顾

“

一位参加 FFS 项目的工厂总经理

对工人和工厂的益处
99%的工人表示他们对这个项目
感到满意
98%的工人认为他们上班时有安全的地方
可以好好安置孩子
93%的工人表示，他们很可能再次让孩子
参加这个项目

“

我认为家庭友好空间项目是一个
非常好的项目。当工人们知道我
们在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时，我
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改
善, 也看到我们的生产效率显著
的提高。我们相信，从长远来
看，这个项目将对工厂产生巨大
影响，因此我们决定未来几年也
会运作这个项目。

18个家庭
友好空间
于2018年开放

30个家庭
友好空间
于2019年开放

73%的工人表示他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
密切
工人對公司的满意度提高了182%
工人对管理层的信任度提高了58%
工人留用率提高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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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友好空间——项目的初衷
在过去4年里，我们的 FFS 项目始终为工人
及其子女谋求长久福利，由此改善了亲子关
系并为儿童的发展需求提供了支持。正是由
于这些可衡量的积极影响， FFS 项目得以逐
年发展。
FFS 对工厂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所有
参与的工厂都表示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信任
水平均有所提升，留用率得到改善，工厂对
工人更具吸引力，而且由于劳动力队伍更加
稳定和忠诚，所需的返工量也减少了。那些
没有子女的工人越来越相信管理层会关心他
们的福祉，这也体现出了 FFS 的积极影响。
正是由于这些可衡量的积极影响， FFS 项目
得以逐年发展。
在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CCR
CSR）的支持下，IETP 的家庭友好空间和流
动父母工人培训项目得以顺利推行，该中心
在新的 FFS 项目落地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与支
持。

2家工厂在2019年推
行了他们的第四次
家庭友好空间项目

所有工厂均表
示有兴趣再次
运营家庭友好
空间项目

“

– 广东河源的一名10岁女孩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

很喜欢这个家庭友好空间项目，因为我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结识
新的朋友和老师。尽管在老家有奶奶陪着我，但是没有了爸妈的
陪伴，我还是觉得太孤单了。我过去每天会打三次电话给爸爸妈
妈，让他们回家，因为我太想念他们了。但我也明白，他们必须
在东莞工作，为我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即便如此，我也一直希
望他们能花更多时间陪伴我，而我的愿望在今年夏天就实现了。
我的爸爸妈妈都来参加烹饪工作坊，真的很有趣！我们一起做了
蜜汁叉烧包，参观了博物馆。我会永远珍惜这样宝贵的时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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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父母工人培训项目

2018年

流动父母工人培训项目（MPT）旨在帮助工
人与其留守子女建立起深厚的感情。MPT 项
目是对 FFS 项目的补充，通过提供培训和支
持来帮助流动工人克服因与子女分离而带来
的相关压力和挑战。

举办了3次培训

150名
工人参与

为期半天的 MPT 课程强化了远程教育子女
的技巧，提高了工人对个人福祉的重要性的
认识。

惠及

255名
儿童
2019年

举办了20次培训

859名
工人参与
惠及

1,289名

感觉对远程教育子
女更加有信心的员
工数增长了214%

85%的工厂计划
再次进行培训

我必须工作。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
我的孩子。我当然想念他们，特别是
下班后。我经常在想他们吃了什么，
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前从没有
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但参加了培
训之后，当我想念我的孩子的时候，
就会告诉他们。大声说出来是一种完
全不同的感受。我的孩子对我说：妈
妈，我也想你。就这样，我们感觉更
亲近了！。
一个把孩子从老家带来参加项目的母亲

2019年 MPT 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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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关爱热线
IETP 工人关爱热线提供免费及保密的信息和建
议，以支持工厂一线员工的福祉。
IETP 工人关爱热线的目的是向工人提供信息、教
育并为他们赋权，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管理与工作
相关的问题及其个人生活。有需要时，它还可以
为工人提供保密的申诉机制。
热线为工人提供免费而保密的咨询服务，让他们
能有效地处理工作与私人问题。自2010年首次开
通以来，关爱热线已为17,000多名工人提供了支
持。
我们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以提升工人关爱热线
提供的服务及支持的水平。2018年，我们将热
线接听时间延长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并将热线
运营转由内部团队负责。自此次调整以来，我们
所处理的呼叫量比以前的外包商多出70%。截至
2019年年底，已接听17,469通呼叫。所有热线求
助者的问题均得到了圆满解决。

玩具业责任规范

保密的关爱热线：

4001-583580
座机、手机拨打免收长途话费

接听时间：每天上午9时到晚上9时，
春节后7天暂停服务 (以国务院公告
的节假日安排为准)
非接听时间内拨打会转至语音信箱,
专员收到留言后会尽快复电

您也可以发电邮至：
helpline@ethicaltoyprogram.org
与我们联络

亲爱的工友: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您对于工作上的权益及待遇有疑问吗?
您在工作上受到不合理对待吗?
遇到人际关系的困扰，希望得到支持和帮
助吗?
遇到麻烦，希望有人倾听和给予正能量吗?
请致电我们保密的关爱热线

4001-583580
我们愿意耐心聆听及助您寻求出路

倾听

支持

帮助

关爱

您亦可联系当地的劳动部门12333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关爱热线由 Ethical Toy Program设立，目的是为工
人提供免费的支持，并促进更好的工作关系。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2018年，我们还重新设计了热线卡片（分发给
所有工人）和海报，以帮助更多工人使用关爱热
线。2019年，我们发布了一份简报，解释 IETP
工人关爱热线的运作方式及其自2010年运作九年
以来所带来的影响。

我曾在另一家工厂工作，在那里我经
常加班，待遇很差，但没有谁可以倾
诉。我很感激我的新雇主为我们提供
这项热线服务，也很高兴看到一个更
有关怀和支持精神的环境。
最近开始在一家 IETP 认证的
玩具厂工作的工人打来的电话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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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关爱热线获得越来越多用户的信心与信任，热线的覆
盖面不断扩大。从2010年4月启动到2019年底，热线共收到
17,469名工人的求助电话，而其中有1,123个个案经转介交由
IETP 位于中国内地的团队予以跟进调查和协助。
截至2019年12月的数据校正

覆盖了1,879家工厂

17,469 名工人拨打
了热线电话

分发了

向792,116 名
工人提供支持

1,659,000张

热线卡片

转介了1,123宗个案

运作了10年

热线咨询前五位的问题
2018年：

2019年：

1. 辞职：15.3%

1. 辞职：16.7%

2. 延迟发放工资：8.8%

2. 个人及非工作咨询：12.5%

3. 解雇/终止合同：：8.3%

3. 工作时数：6.8%

4. 社保：6.9%

4. 社保：6.6%

5. 假期/休假申请和安排：6.7%

5. 解雇/终止合同：5.2%

20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IETP 2018-2019 年度项目回顾

热线咨询明细
2018年：

2019年：

工人关爱热线收到了1,643通呼叫和51
封电子邮件（同比增长57% ）

工人关爱热线收到了1,801通呼叫和37
封电子邮件（同比增长8.5% ）

回复了1,826个问题（同比增长51%）

回复了2,042个问题（同比增长12%）

33个转介个案

120个转介个案

总通话时长达到7,545分钟

总通话时长达到9,596分钟

向220家工厂分发了178,500张热线卡
片（同比增加109% ）

向150家工厂分发了77,500张热线卡
片（同比减少57%）

致电人性别：
33%为女性；67%为男性

致电人性别：
29%为女性；71%为男性

沟通渠道：
97%电话；3%电子邮件

沟通渠道：
98%电话；2%电子邮件

排名前五位的地区：
1. 广东（71.7%）
2. 广西（5.1%）
3. 湖南（3.4%）
4. 江西（3.3%）
5. 福建（2.2%）

排名前五位的地区：
1. 广东（84%）
2. 广西（2.3%）
3. 湖南（2%）
4. 江西（1.4%）
5. 福建（1.4%）

工人如何得知关爱热线：
85%热线卡片
6% IETP 培训和微信
1% 口碑
0.5% 网站
1.5% 热线海报

工人如何得知关爱热线：
96%热线卡片
0.2% IETP 培训和微信
0.1% 口碑
0.4% 网站
0.8% 热线海报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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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赋权
妇女在 IETP 工厂的劳动力中占 60% 以上，
对工厂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
而，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可能面临性别歧视、
骚扰和恶劣健康条件等问题…
2019年，我们与 BSR 携手，在印度合作开
展为期两年的妇女赋权试点项目（WEP）。
这个由荷兰政府资助的试点项目的初始阶段
包括一项范围界定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妇
女在印度这个新兴玩具生产中心的工厂所面
临的问题。第二阶段包括向管理人员、人力
资源工作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组成的「核心
小组」提供关于性别意识、健康、沟通和预
防性别暴力的厂内培训。核心小组成员还制
定了支持性别平等的行动，并向全体员工传
授了经验心得。
该试点项目大大提高了所有三家参与工厂对
性别问题和机遇的认识。
我们看到，通过提供厂内培训，工厂管理
层、主管和工人对性别平等和工人福祉的理
解有所提升，也承诺加以践行。这意味着，
所有三家工厂都按照印度2013年《工作场
所女性性骚扰（预防、禁止和救济）法》
（POSH Act）制定或加强了预防性骚扰的政
策，强化了其申诉机制，并提高了工人对这
些机制的认识。

824名
工人参与

198名

女性工人

3

家试点
工厂

虽然培训课程是在工作场所举办的，但妇女
赋权试点项目也帮助改善了工人在工作和家
庭里的沟通和关系。通过着重于自主性沟通
和打破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异性工人
与主管之间实现了更好的互动。
妇女赋权试点项目提高了妇女对经期卫生的
认识。在培训之前，女性工人在经期使用布
料是很常见的; 在提高了卫生认识后,增加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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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卫生巾的工人。工厂意识到贫困会使妇
女在经期遭受严重感染的风险，因而决定向
工人提供卫生巾补贴。加上为了破除月经禁
忌所做的不懈努力，妇女于卫生巾使用率增
加了8倍。
在参加妇女赋权试点项目之前，参与者将其
在家中的关系评为3分（以0至10分为评分标
准，其中10分为最高）。参加项目后，其平
均评分为9分。
妇女赋权试点项目于2019年3月结 束，在
德里举办的一系列联合工厂研讨会中，来自
印度各地的工厂聚首一堂，分享经验，庆祝
成就，鼓励更多工厂采纳赋予妇女权益的策
略。
我们在印度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用
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到如何制定出成功的项
目来支持务工妇女，其中包括需要因地制宜
地与工厂建立信任；在设计方案之前征求受
益人的意见，使得方案能契合她们的需求；
通过让受益人确定她们的优先事项来鼓励方
案所有权；并确保与男性进行有意义的互
动，以实现可持续的性别规范转变。
IETP 和 BSR 正运用我们的妇女赋权试点项
目的经验，进一步挖掘在玩具厂推进更多妇
女赋权项目的潜力。2019年11月，IETP 与
BSR 合作开展一项研究，该项目描绘了中国
工厂妇女赋权方案的机会，为2020年开展更
多支持务工妇女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一名参加了妇女赋权项目的工人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

“

参加性别意识培训后，我开始
让儿子参与一些简单的家务
活，我很高兴能够在自己的家
庭中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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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提升标准
IETP审核、评估和认证旨在解决与制造业相关的社会合规性问
题，并满足我们会员及其工人的需求。
我们的认证采用业界领先的标准，获得了众多国际玩具、游戏、
娱乐和出版行业买家的信赖；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玩具皆由 IETP 的
认证工厂生产。我们的认证按全球玩具品牌及零售商的需要制定
了划一的责任采购标准，在减少重复审核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项目数字一览

24

2018:

2019:

获得支持的工人

588,206

480,772

获认证的工厂

903

786

完成的审核

2,138

2,784

新加入的工厂

71

115

获认可的审核公司

4

4

提交年度申请的工厂

713

731

被终止认证的工厂

153

127

国家/地区

11

14

处于观察期的工厂

101

88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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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制造的产品
前三大产品类别
2018年：

2019年：

玩具/礼品

塑料玩具

印刷品/
包装

毛绒和软
体类玩具

婴儿用品

印刷品/
包装

厂所在地
2018和2019年：

中国
突尼斯
孟加拉
印度

南韩

日本

缅甸
越南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

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2019年新增

前五名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 92%

越南 4%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印度尼西亚 2%

泰国 1%

马来西亚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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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洞察
审核能力：
2018年：

2019年：

获认可的审核公司进行了2,138次审核

获认可的审核公司进行了2,784次审核

进行了184次进度调研为社会责任审核
分配了5,771个人日

进行了814次进度调研为社会责任审核
分配了5,088个人日

101名获认可的审核员

126名获认可的审核员

在中国内地进行了1,962次审核

在中国内地进行了2,536次审核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76次审核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248次审核

另有14名全球认可的审核员

另有28名全球认可的审核员

101名审核员接受了培训
（包括温故培训+新审核员培训）

126名审核员接受了培训
（包括温故培训+新审核员培训）

认证工厂（按证书状态）：
500

2018年：
467

375

250

125

141

128

500

500

375

375

250

250

125

125

2019年：
786

101
66

0

Certiﬁed
Certified

获认证

Class AA
Class

A级

Class BB
Class

B级

88
0

Class CC
Class

C级

0
Probation
Certiﬁed
Probation

观察期

Certiﬁed
Class A

Class
Class B
A
Certified

获认证

Class
Class C
B
Probation

Probation
Class C

Probation

观察期

2018年，我们推出了新的认证状态——获认证（Certified），取代在2019年年底前淘汰的A-C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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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认证的前三大原因：
2018年：

2019年：

1. 未遵守 IETP 审核程序和程：56%

1. 未遵守 IETP 审核程序和程：30%

2. 未遵守观察期协议：20%

2. 未遵守观察期协议：16%

3. 未能执行整改措施：8%

3. 未能执行整改措施：7%

前五大审核违规行为：
2019年：

2018年：

10.6:过道和紧急出口是否内外
均标志清晰、照明充足、可使
用并保持畅通无阻？（3.7%）

13.4.1: 是否向有需要的员工
提供职业健康检查？
（4.2%）

3.3:工资与补贴计算是否符合
法律和政策的规定？（3.2%）

6.2.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2.8%）

2.7:在预定义的一周内，员工
是否享有至少一天的休息时
间？（3%）

12.7.1:工厂是否按照法律和
IETP 的要求开展充分的紧
急疏散演习？（2.6%）

11.31:是否按照危害评估结果为
员工和来访人员提供必需的个
人防护用品？（2.9%）

12.5.1:消防系统是否由符
合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查？
（2.6%）

10.36:其他消防器材是否经过
例行检查和维护？（2.9%）

5.4.1 :在预定义的一周内，
员工是否享有至少一天的休
息时间？（2.5%）
数字表示 IETP 审核清单中的审核要点编号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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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数：
平均工作时数：

2018年：

2019年：

63.8

64.4

小时/周

小时/周

平均时数（按国家/地区）：
中国：

64.5 小时/周

65.1 小时/周

越南：

59.2 小时/周

61.5 小时/周

印度尼西亚：

44.5 小时/周

44.5 小时/周

平均时数（按工厂规模）：
小型工厂
（ ≤ 200名工人）

62.3 小时/周

63.3 小时/周

大型工厂
（ ≥ 200名工人）

65.8 小时/周

65 小时/周

平均时数（按季节）：
旺季：

66.9 小时/周

65.1 小时/周

淡季：

60 小时/周

63.6 小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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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买家会员提供支持
IETP 买家会员计划可为玩具品牌和零售商提供适当的工具
和支持，以管理供应链风险、改善玩具厂标准，并满足利
益攸关方的期望。
2018年2月，我们在纽约玩具展上推出了最新的 IETP 买家
会员计划。买家会员计划包括运用 Connect 平台来监察和
管理其供应链，并实时获取更新和提示信息。会员还可以
得到我们的专家特别调查队提供的实地支持，调查队会直
接和工厂合作解决问题症结，并运用我们的专业支援，加
强会员与利益攸关方的沟通。

拓展我们的会员社区
2018-2019年期间，我们迎来了28个新的买家会员，包括
一些世界最大的玩具品牌、零售商和授权商，使我们的买
家会员总数达到了自2016年启动该计划以来的53个。

“

Crayola（绘儿乐）一向在我们广大的全球
供应链中履行对道德采购和支持工人权益
的长期承诺；而 IETP就是帮助我们履行承
诺的关键部分。

绘儿乐全球质量和持续改进
副总裁Bonnie Hall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

IETP 对玩具业有着深厚、专业的知识和经
验，我们相信他们是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
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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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和2019年新加入的买家会员：

IETP 对减轻玩具业内社会责任审核重复的现象贡献
良多。统一的审核规章能让玩具业投放更多资源来促
进持续改善。此外，在工厂出现有关工作条件的问题
时，IETP 能有效地协调各方行动。我们重视他们的调
查、分析、以及与我们的被授权商或其他品牌合作的工
厂之间的沟通。
华特迪士尼公司负责任治理和供
应链总监 Laura Rubb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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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平台
Connect平台是我们的责任采购平台，它使品牌能
够和为他们供货的工厂建立虛疑连接、查看和管理
审核数据，并设置实时接收相关的社会合规更新和
提示信息。
我们将持续对 Connect 平台进行投资，为其增加
新的功能以满足我们会员的需求。2019年，我们
的Connect平台新增了一项新功能，通过这项新功
能，授权商可以查看和验证为被授权商供货的工厂
之社会责任审核数据。这样，授权商就能够确信其
所授权生产的产品是以负责任的方来式制造的。通
过这项新功能，授权商可以向正在合作的被授权商
发起数据共享链接请求。

Connect 平台：数字解读
2018年：

2019年：

359个新工厂用

508个新工厂用

户61个新品牌用

户65个新品牌用

户14个新审核用户

户28个新审核用户

下载了7,080份证书

下载了5,514份证书

3,030条工厂与品牌建立的虚拟连接

3,428条工厂与品牌建立的虚拟连接

工厂与多达11个不同品牌建立了虚拟
贸易连接

工厂与多达13个不同品牌建立了虚
拟贸易连接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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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攸关方互动协作
IETP 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合作，分享知识、良好实践和专业知识，收集洞察
以便为 IETP 的不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就负责任采购所面临的挑
战、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
2018-2019年，IETP 与包括行业协会、民间社会团体、可持续性网络和多
边倡议在内的多种利益攸关方互动协作。

与利益攸关方互动协作活动集锦
二月
IETP 在纽约玩具展览会上
举办了一次招待会，
正式推出我们崭新的品牌
形象、新官网和买家会员
计划

十月
IETP 在东莞主办了首届家
庭友好空间交流分享会议，
让参与者和执行伙伴共聚
一堂

十一月
IETP 参加了由联合国在日内瓦举
行的工商企业与人权论坛的儿童权
利与工商界研讨会

2018

2019
IETP 与人权和商业研究所
（IHRB）在伦敦共同主办了
主题为负责任招聘的工商协
会圆桌会议

吸引新的玩具行业网络加盟，包括
MOJO Nation，以促进 IETP 在
支持英国玩具、游戏和授权群体/
年轻发明家负责任地制造玩具方面
的作用

六月

九月

十一月
IETP 被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雇
主支持儿童保教项目指南列为最佳
实践研究案例

十月
与 AIM PROGRESS 会员
在年度会议上互动，有望在
2020年实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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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IETP 和 Freedom
Seal Global 在达沃斯
宣布建立伙伴关系，为
消除全球供应链中的现
代奴役制提供支持

九月
IETP 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在
纽约举行的一次备受瞩目的活动，向
全球政府和企业受众介绍了 IETP 的
工人福祉项目

七月
加大传播并拓展至新的领域，
包括亮相书链活动。书链
（Book Chain）是全球出版业
的行业网络

四月
IETP 与救助儿
童会（Save the
Children）签署了伙
伴合作关系，为促进
儿童权利和支持务工
父母的福祉项目创造
了新的机会

二月
IETP 应邀在德国政府《经济与人权国家行动
计划》（NAP）会议上发言，分享工人关爱
热线的影响。IETP 随后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OHCR）关于有效申诉机制的指导意见中被
提及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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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会议和活动
IETP 的全球团队一直游走于世界各地，组织和参加了多项会议及年
度活动。2018-2019年，团队参加了世界各地的多项活动，包括：

英国
美国
• 北美国际玩具展览会，纽约
• CEO圆桌会议，纽约
• IETP 行业领袖圆桌会议——

•
•
•
•
•
•
•

伦敦玩具展
Mojo 玩具与游戏设计大会和 Mojo Pitch
IETP 和 IHRB 负责任招聘圆桌会议
Sedex 年度大会
供应链中的现代奴役制与人权会议
IETP 行业领袖圆桌会议——欧洲
Elevate（达岸）和 ETI 负责任供应链：贸易的未来

美国纽约

• BSR 会议，加州和纽约
• 2018 ICTI 年会，田纳西州
• 儿童基金会（UNICEF ）和

联合国全球契约领袖峰会，
纽约

欧洲

•
•
•
•

德国纽伦堡国际玩具展览会
全球儿童论坛，瑞典斯德哥尔摩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论坛，瑞士日内瓦
2019 ICTI 年会，西班牙瓦伦西亚

香港特别行政区
•
•
•
•
•
•

中国内地
• 广州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览会
• 中国（上海）玩具展览会
• CBME中国孕婴童展，中国

香港玩具展
东南亚玩具协会年度招待会
IETP 行业领袖圆桌会议——亚洲
沃尔玛强迫劳工论坛
2018停止奴役峰会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

网络研讨会
与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共同举办的“玩具业剖析：影响，创
新，最佳实践和儿童权利”网络研讨会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与CCR CSR共同举办的“工人福祉：2018
和2019年家庭友好空间项目的影响力、成
就和机遇”网络研讨会

与澳大利亚玩具协会
举办的现代奴役网络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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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袖圆桌会议
IETP 的行业领袖圆桌会议让我们的全球买家会员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玩具业面临的问题，并商定解决这些问题的
策略。
2018年9月，我们在伦敦为我们的欧洲会员举办了一次行
业领袖圆桌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我们于2018年7月在
洛杉矶为总部设在北美的会员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
在此次圆桌会议上，IETP 分享了过去12个月取得的最新
进展和成就，并分享了关于负责任采购问题的见解和数
据，包括工作时数、社会保险和负责任招聘。
随后，参加圆桌会议的成员就这些I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探
讨，并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见解。
2019年，我们在纽约和伦敦组织了更多的行业领袖圆桌会
议。我们于2019年9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了我们在该
地区的首届圆桌会议，汇集了各品牌和零售商会员在亚洲
区域的代表。
我们探讨了 IETP 的增长和扩展计划，包括为从新兴制造
国采购的会员提供额外支持，以及扩大我们项目的覆盖面
以涵盖其他产品类别和行业部门。
从行业领袖圆桌讨论中收集的见解和意见为当前项目和未
来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包括为 IETP 制定 2020 年
初实施的新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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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优先事项
扩大 IETP 的会员
规模以纳入更多工厂和买家

进一步扩大地域覆盖范围，
支持新产品领域

投资开发新的服务，包括新的环境模块，超越一级供货商 (Tier 1)
的评估工具，增强会员通过 Connect 平台获取报告的功能，以及
为工人、工厂管理层及买家会员提供更多培训支持

审查并重新设计 IETP 的项目执
行方法，考虑新的工作模式
扩大工人福祉项目，
惠及更多工人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35

IETP 2018-2019 年度项目回顾

财务状况
2018年
收入

支出

总计：$3,907,000
Audit Operations
Partner Support Programs

总计：$3,980,000
Audit Operations
Capacity Building

Comms and Stakeholder
Quality Assurance

Oversight and Policy

$3,449,000 审核业务

$1,551,000 审核业务

$458,000 合作伙伴支持计划

$1,502,000 沟通以及利益攸关方活动
$403,000 监督与政策
$268,000 能力建设
$256,000 质量保证

减少$73,000准备金
2%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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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收入

支出

总计：$4,826,000
Audit Operations
Partner Support Programs

总计：$4,674,000
Audit Operations
Capacity Building

Comms and Stakeholder
Quality Assurance

Oversight and Policy

$4,350,000 审核业务

$1,744,000 审核业务

$476,000 合作伙伴支持计划

$1,571,000 沟通以及利益攸关方活动
$328,000 监督与政策
$409,000 能力建设
$622,000 质量保证

增加$152,000准备金
3%的收入
*数字反映了2019年未经审计的账目。

www.ethicaltoy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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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
联合主席
Maria Livanos-Cattaui (2018)
国际商会前秘书长

T.S. Wong
镇泰有限公司主席、香港玩具协会名
誉会长

Jonas Moberg (2019)
Trafigura 企业事务主管

会员
Synésio Batista da Costa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os Fabricantes De
Brinquedos (ABRINQ)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lain Délétroz (2019)

刘舜音
美泰企业公民与对外关系部副总裁

Miguel Martin (2019)

“日内瓦呼吁”组织总干事

墨西哥玩具制造工业协会主席兼国际玩具工业理事
会主席

Roland Earl (2018)

Michel Moggio

英国玩具与业余爱好协会会长

法国玩具及育儿工业联合会总干事

Neil Friedman (2018)

Alan Munn (2018)

ALEX BRAND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多美欧洲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y Beth Goodman

William Reese

国际发展和反腐政策专家

Geoffrey Greenberg
Just Play Toys, LLC. 联席总裁

Alan Hassenfeld 名誉主席
孩之宝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Olivia Lankester (2019)

乐高集团高级总监兼社会影响、社会责任和参与主管

梁梅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兼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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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青年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är Stenbäck (2018)
芬兰前外交部长

Auret van Heerden
可持续商业学院首席执行官、前公平劳工协会主席

Michael Widman
华特迪士尼公司国际劳工标准副总裁

C.K. Yeung

前蓝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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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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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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