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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依赖充电电池，为他们的手机、平板电脑、手提电脑和其他便携式电子装

置提供电能。便携式电子装置和充电电池的全球市场发展蓬勃，而由于钴是锂离子充电电池的

关键组成部分，所以带动了对钴矿开采的增长需求。  

在全球钴总供应量中，有超过一半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刚果（金）”）。据刚果（金）

政府本身的估计，该国目前出口的钴中有 20%由南部的手工采矿者开采。该地区约有 11至 15

万名手工采矿者，他们在区内作业，与规模大许多的工业化采矿并存。 

这些手工采矿者在刚果（金）被称为“挖掘者”（creuseurs），他们利用最基本的工具，在深

入地下的坑道里徒手挖掘岩石。手工采矿者中有年仅 7 岁的的儿童，他们在工业化矿场废弃的

尾矿中寻找含有钴的矿石，并在清洗和清理矿石后将之出售。  

本报告由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共同进行研究而成。报告研究手工采矿者在怎样的

条件下开采出相当于世界大部分供应量的钴，然后追查该矿物的交易情况。报告首次全面介绍

了来自刚果（金）手工矿场的钴如何流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包括世界上一些资

产最多最富有的电子公司。报告亦评估了这些公司在制定尽责措施以了解其产品中钴的来源及

开采和交易条件方面的程度。  

 

刚果（金）南部手工采矿业的兴起 

刚果（金）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数十年来遭受战火洗礼，政府治理不善。当该国最大

的国有矿业公司在 1990 年代倒闭后，手工采矿成为许多人的生计来源。在刚果经历第二次战

争期间（1998 – 2003），由于政府无法重振工业化采矿，总统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

便鼓励人民自行挖矿，令手工采矿业进一步扩展。  

2002 年，政府公布了新的采矿法，意图藉此重振采矿业并吸引外资。《采矿法》规定，手工

采矿活动只能在无法进行工业化或半工业化采矿并已获批准的手工矿区（ZEA）内进行。手工

采矿者被驱赶出许多供西方和中国大公司开采的矿区。然而，由于政府在刚果（金）南部只建

立了极少的手工矿区，导致大多数手工采矿者最终要在未经批准和不受监管的地区工作，或擅

自进入由工业化采矿公司控制的土地。 

刚果（金）的手工采矿者在多个地点利用一系列不同方式开采钴矿。在有些地方，采矿者挖到

地下深处来获取矿石。这些采矿者主要是成年男子，他们利用凿子、锤子和其他手工工具，在

地下坑道中工作。在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采矿者在区内许多工业化矿场的废弃尾矿

中挖掘钴矿。尾矿其实是采矿和精炼过程余下的副产物。许多时候，这些采矿者在未得到公司

许可的情况下，采集在或接近地表并含有矿物的岩石，挑拣出石头，然后在矿场附近的河流和

湖泊中清洗、筛滤和分选这些石头。一般来说，在这清洗和分选矿石的过程中都有妇女和儿童

参与。  

各个矿场利用不同的方式管理和组织手工采矿活动。例如，在特许工业化矿区地表或附近用手

挑拣矿石的成年人和儿童都是自力其食，他们会向贸易商或中间商出售矿石。与此相反，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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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者则受雇在地底挖掘，自土地所有者那里赚取报酬。另外，还有其他人结成团队工作，或

与矿场所有者分享收益。有些采矿者更与投资者达成商业安排，由投资者资助他们挖掘坑道，

并管理产品的销售。 

 

手工钴矿场中的侵犯人权现象 

2015 年 4 月和 5 月，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在刚果（金）南部的手工采矿区进行

调查，走访了 5 个矿区。他们采访了近 90 名在或曾在矿场工作的人，当中包括 17 名儿童。  

长期接触含钴的粉尘可能导致被称为“硬金属肺病”的潜在致命性肺病。此外，吸入钴微粒也

可能引致造成“呼吸系统过敏、哮喘、呼吸急促和肺功能下降”，而皮肤持续与钴接触则可能

引起接触性皮炎。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采矿者虽然每天长时间从事接触到钴的工作，但却欠

缺最基本的保护装备，例如手套、工作服或面罩。而事实上，刚果（金）的《采矿法》

（2002）和《采矿规则》（2003）也没有就安全设备或如何处理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危险的

物质（汞以外），为手工采矿者提供任何指引。  

许多采矿者抱怨经常咳嗽或肺部出现毛病。研究人员也与一些妇女交谈过，她们指因为搬运重

物以及从事体力需求高的工作，而出现呼吸系统毛病和疼痛。例如，其中一名妇女形容她要搬

运重 50 公斤装有钴矿石的袋子，并对研究人员说：“我们的肺都有毛病，全身都疼。” 

手工采矿者在自己挖掘的矿井内工作。手挖的矿井可以延伸到地底数十米，往往没有任何支撑，

而且通风不良。刚果（金）没有就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提供任何官方数字，但采矿者说由于无

力支撑的坑道经常坍塌,所以事故频仍。仅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联合国在刚

果（金）营运的奥卡皮广播电台（Radio Okapi）就报道了一些在前加丹加省发生的致命事故，

涉及 80 多名手工采矿者。然而，由于许多事故没有被记录，而且尸体被遗留和掩埋在地下，

因此真正数字要远高得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4 年估计，约有 4 万名男女童在刚果（金）南部各地的矿场中工作，

其中许多参与钴矿开采。接受研究人员采访的儿童讲述他们的工作对体力要求高，并表示每天

在矿场工作高达 12 个小时，搬运重物，每天可挣到 1 到 2 美元。即使儿童需要上学，也会在

周末和假期每天工作 10 到 12 个小时，而且在上学前和放学后也工作；至于没有上学的儿童则

全年在矿场工作。例如，14 岁的保罗从 12 岁开始就从事采矿，而且在地下坑道工作。他对研

究人员说，他经常“在地下坑道里待 24 个小时，早上到，第二天早上离开。”    

其他儿童说他们在高温或下雨时露天工作，而且和成年矿工一样，他们一直大量接触钴，但却

连手套或面罩也没有。为本报告受访的儿童抱怨说经常生病。15岁的男童丹尼告诉研究人员说：

“那里有很多灰尘，很容易让人感冒，我们全身都疼。” 

几名儿童指出在擅自进入一些矿业公司的特许矿区时，遭到这些公司雇用的保安殴打，或看到

其他儿童被殴打。保安还向他们讨钱。. 

大多数儿童表示每天挣得 1 千到 2 千刚果法郎（1 到 2 美元）。贸易商会按每袋矿物的单价，

向搜集、分选、清洗、压碎和运输矿物的儿童付钱。这些儿童由于无法独立核实袋子的重量或

矿石的等级，所以只好接受贸易商的出价，令他们容易受到剥削。  

国际间广泛认同儿童参与采矿构成最恶劣的童工形式之一，需要政府禁止和消除该现象。研究

人员发现儿童在刚果（金）从事手工开采钴矿，工作性质危险，有可能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这些儿童指出，由于父母没有正规工作，无力支付学费，所以只好工作。虽然刚果（金）的

《儿童保护法》（2009）规定，所有儿童都应享有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由于国家拨款不

足，大多数学校每月仍向家长收取一定金额的费用（被称为“学费”）来弥补开支，例如教师

工资、校服和学习材料。在科卢韦齐，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研究人员，这笔费用每个月

在 1 万到 3 万刚果法郎之间（10-30 美元），令许多人无力支付。有些儿童没有上学而全天候

工作；其他则虽然有上学，但仍在课余时间以及周末和假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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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未能保护人民免遭人权侵犯 

刚果（金）政府在监管手工采矿业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和不足。《采矿法》和《采矿规则》在健

康和安全方面提供的指引非常有限，在保护手工采矿者的劳工权利方面更几近没有规定。  

政府机构的能力极度不足，未能监督和执行保障措施并改善手工采矿者的处境。事实上，劳工

部负责确保刚果（金）的《劳工法》获有效落实，包括针对童工问题视察作业场所，并确保这

些场所符合健康和安全规则。然而，在 2014年，劳工部仅雇用了 20名监察员处理刚果（金）

南部整个采矿区域。此外，多家联合国人权监督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机构、非政府组织

和其他机构也批评该部没有设立适当的劳动监察系统，未能杜绝儿童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

动工作，也没有优先处理小学入学的问题。刚果（金）在 2011 年制订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

希望在 2020 年前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然而 4 年过去，计划仍未正式获得通过。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SAESSCAM）是一个政府机构，设立于 1999 年，

目的是监管手工采矿业，并为仅在手工矿区工作的手工采矿者改善条件。不过，那些为本报告

受访的政府官员也承认，刚果（金）南部的手工矿区数量不足以容纳所有手工采矿者在那里工

作。结果，大多数采矿活动在未经批准的矿区内进行，而政府也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来监管在那

里作业之采矿者的安全和劳动条件。  

国家官员不仅知悉未经批准的地区内发生采矿活动，而且还从中获得金钱好处。各个不同政府

和保安机关的人员限制任何人进出这些矿区，并向手工采矿者非法索取款项。研究人员在走访

3 个未经批准的矿区时，看到身穿制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自称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在

卡苏鲁（Kasulo），他们看到穿着制服的警察，并被两名没有穿着制服和另一名身穿制服的男

子接触，他们自称是矿警。这些男子要求研究人员离开该地区，指出外国人不准在没有官方许

可的情况下走访矿区，而且要求研究人员缴付罚款。而在这些和其他矿区作业的手工采矿者则

投诉，表示矿警和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为每袋矿石付钱，又或给钱以便在矿区工作。 

一名矿业部官员向研究人员确认，这些机构实际上无权向手工采矿者收取款项（在矿区被称为

“税”）。证据显示，国家官员非法向手工采矿者勒索金钱，但同时又对采矿者不安全的作业

条件置若罔闻。这些作业条件违反了刚果（金）的法律，包括禁止在矿场雇用童工方面。  

 

全球钴供应链 

研究人员跟随采矿者和贸易商运载钴矿石的车辆，从科卢韦齐的手工矿场来到姆松坡一个交易

矿物的市场。在姆松坡，独立的贸易商（大多数来自中国）没有理会矿石的来源或开采方式，

而只管收购矿石。之后，这些贸易商会向刚果（金）一些大型公司出售矿石，而那些公司则对

矿石进行加工和出口。研究人员发现，在钴矿贸易方面，其中一家最大并居中的公司是刚果东

方国际矿业公司（下称“刚果东方矿业”）。该公司是设在中国之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华友钴业”）的全资子公司，华友钴业则是世界最大的钴产品制造商之一。刚果东方

矿业自 2006 年起在刚果（金）经营业务，从贸易商那里购买钴矿，而贸易商则从采矿者那里

直接收购。该公司之后会在其位于刚果（金）的工厂冶炼矿石，并将之出口到中国。在收到矿

石后，华友钴业会在中国进一步进行冶炼，然后将加工过的钴出售给中国和韩国的电池元件制

造商。这些制造商之后会向电池制造商进行销售，而电池制造商则再向知名的消费品牌公司出

售产品。 

研究人员利用公开记录，包括投资者文件和公司在网站上公布的声明，确认了被列为向华友钴

业采购矿石（加工过）的电池元件制造商。其后，他们追查那些被列为电池元件制造商的客户

的公司，以查明钴矿最终如何并入消费产品中。为了解该国际供应链如何运作，并查问每家公

司的尽责政策，国际特赦组织致函华友钴业和另外 24 家在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

英国和美国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世界上一些最大和最知名的电子消费品公司，诸如苹果、戴

尔、惠普、华为、联想（摩托罗拉）、LG、微软、三星、索尼和沃达丰，以及戴姆勒、大众汽

车和中国公司比亚迪等汽车制造商。本报告的附录部分收录了他们的回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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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没有遵守有关尽责管理的国际标准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阐述了公司在其全球业务中需尊重国际人权的责任，包括在

其供应链内。其中，公司需要在人权方面克尽责任，以“确定、防止和缓解人权影响，并对如

何处理人权影响负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称“经合组织”）也提供了一份关于如何执行尽责调查的实用指南，

其《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石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下称“经合组织《指

南》”）为所有涉及矿物供应链的公司制订了一项包含 5 个步骤的程序。购买钴或含钴元件的

公司因此再无借口不推行此类步骤。刚果（金）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钴来源国，其手工矿场的

作业条件恶劣，另外还有儿童在这些矿场工作，以上种种在过去都已被公开报道。  

为本报告所进行的研究显示，钴供应链中的公司都没有恪守人权方面的责任。作为冶炼方，刚

果东方矿业和华友钴业在供应链中处于关键位置，应当了解其采购的钴矿如何被开采、处理、

运输和交易。他们也应能确认开采的地点、人员和条件（包括有否发生侵犯人权行为或任何形

式的非法行为）。但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从华友钴业的回复中得出结论，认为该

公司未有采取上述关键步骤，也不管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已认可经合组织《指南》，而没

有按照该《指南》的要求克尽责任。华友钴业没有尊重人权，该公司采购（以及随后销售）的

钴很有可能来自那些儿童和成人在危险条件下作业的手工矿场。 

“下游”公司为任何采购加工过之矿石的公司，以及在其供应链内的客户。这些下游公司应能

追踪其供应商到冶炼方（例如刚果东方矿业和华友钴业），并应完全了解冶炼公司的尽责调查

工作。在致国际特赦组织的来信中，大多数下游公司提到一般性的行为守则和内部政策，这些

守则和政策要求供应商尊重人权而且不雇用儿童。这些公司中有许多提到，他们对供应链中雇

用童工的问题采取零容忍政策。然而，他们却没有提供详情，说明采取了什么具体调查和核查

措施，以确认和处理其钴供应链中的童工问题。在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表示在收到我们的来

信之前曾联系过华友钴业。  

许多公司即使在其他公司（被列为华友钴业的采购商）的文件上被列为客户，但仍然否认从刚

果（金）和/或华友钴业采购钴，亦没有他们披露向哪家公司采购钴。考虑到刚果（金）出产的

钴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所有这些大公司不大可能没有采购任何来自刚果（金）的钴。下

游公司应该已公开披露其冶炼方及其尽责调查方面的工作，然而，当中无任何一家有提供足够

的详情，让国际特赦组织可核实其钴供应链的情况，又或证明他们有针对钴落实经合组织《指

南》提议的所有 5 个步骤。 

我们在华友钴业供应链内确认到的消费品零售商中，大多数在全球都有业务往来。对他们来说，

针对所有矿物的供应链尽责管理要求（如《经合组织指南》所阐述）并非新鲜事物。此外，其

中有许多公司在美国上市，因此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约束，需要核查其产品中的某些矿

物（锡、钽、钨和黄金）有否为刚果（金）或周边国家的武装团体提供资金，或助长那里的侵

犯人权行为。然而，这些公司目前很明显没有在锡、钽、钨和黄金以外落实经合组织的 5 步尽

责程序。当中一家公司毫不隐讳承认这点，其他则暗示这是由于美国法律没有涵盖钴这一矿物，

上述种种清楚突显了法律在影响公司行为方面的重要性。  

 

结论 

那些跨国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例如中国、美国、韩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应真正发挥作用，要

求公司在钴供应链的管理工作方面提高透明性。然而，本报告的研究却揭示他们在这方面的工

作有明显漏洞。目前，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法律上规定公司要公开报告其钴供应链的

情况。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有责任保护人民免遭商企等所有行为体的人权侵犯。为此，所有政府都

需要颁布和执行法律，规定公司在涉及钴和其他矿物方面的供应链管理工作克尽责任，并公开

披露有关信息。  

刚果（金）政府应尽可能设立更多的手工矿区，并将未经批准的矿区正规化。政府也应向所有

手工采矿者扩大和执行劳动和安全方面的保障，并为落实这些保障提供支援。政府更急需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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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适当的系统，监督和执行现有劳工标准，包括针对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政府亦必

须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免费接受义务小学教育，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提供支援，让那些儿童在脱

离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工作后可重新融入校园生活。  

钴供应链中的公司应恪守责任，并公开披露有关尽责管理方面的工作。若在现有和过去的供应

链中任何环节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公司就有责任采取补救行动。公司必须与供应商和国家当局

等其他相关的参与者合作，弥补人权遭侵犯的人所受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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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报告是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共同研究的成果。自 2011 年开始，国际特赦组织

一直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铜矿区和钴矿区发生的侵犯人权问题。1 非洲资源观察组织是一家设

在刚果（金）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调查涉及自然资源行业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支援那些受大

规模采矿项目影响的社区。2 

2015 年 4 月和 5 月，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在刚果（金）南部进行了调查，主要

着眼于该地区之手工钴矿开采中心科卢韦齐（Kolwezi）和姆松坡（Musompo）矿物市场的采

矿和贸易活动。研究人员也调查了坎博韦（Kambove）和利卡西（Likasi）这两个采矿城镇的

情况，并在加丹加省当时的省会卢本巴西（Lubumbashi）会见了官员。2015 年 7 月，刚果

（金）政府设立了新的省级架构，将加丹加省划分为三部分。3   

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走访了两个位于科卢韦齐和一个位于坎博韦的矿

区。另外，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再走访了一个位于科卢韦齐和一个位于利卡西的矿区。  

研究人员共采访了 87 名在或曾在矿场工作的人，当中包括 16 名 9 至 17 岁的儿童和 53 名成

年男女，这些人均从事手工采矿或采集、清洗和分选矿物。研究人员还与 18 名从事钴矿交易

或在钴矿贸易公司工作的人交谈。此外，研究人员亦采访了两名在姆松坡拥有贸易公司的商人

以及在这些和另外两间贸易公司工作的员工。他们也采访了手工采矿者合作社的代表、政府官

员、公民社会成员以及从事与妇女和儿童相关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人员。   

研究人员以斯瓦希里语进行大多数的采访，其余则用法语，当中绝大多数采访是私下进行。在

许多情况下，受访者不愿暴露身份，因此他们在本报告中的名字已被删改，以保护他们的身份。

至于对采矿者和合作社代表的采访则是以小组形式进行，受访时最多 10 人一组。 

两个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安排了曾是或现为童工的人接受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研

究人员的采访。4 所有采访都是以小组形式进行，而且有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在场。所有儿童都

同意参与受访，但他们在报告中的名字已被删改，以保护他们的身份。 

                                                                                                                                                       

1 参阅国际特赦组织早前的报告：《铲为平地：采矿公司如何掩盖刚果民主共和国内发生的强制搬迁真相》，2014

年，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4/11/drc-belgian-mining-giant-lied-over-bulldozing-homes/，以及《利

润和损失：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省的采矿和人权状况》，2013 年，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FR62/001/2013/en。 

2 参阅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网站，http://www.afrewatch.org/。 

3 2015 年 6 月，刚果（金）政府将该国现有的 11 个省划分为 26 个，铜矿带所贯穿的加丹加省南部地区被划分为新

设的上加丹加省（Haut-Katanga）和卢阿拉巴省（Lualaba）。本报告的研究于这些新省设立之前进行，所以研究地区

在报告中都被称为加丹加。参阅奥卡皮电台，《地区划分：设立新省的程序》，2015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5/07/13/decoupage-territorial-procedures-dinstallation-de-nouvelles-provinces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15 日）。 

4 科卢韦齐的善牧修女组织（Les Soeurs de Bon Pasteur）和坎博韦的宽慰救济中心（Centre de Rattrapage 

Réconfort）。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4/11/drc-belgian-mining-giant-lied-over-bulldozing-homes/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FR62/001/2013/en
http://www.afrewatch.org/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5/07/13/decoupage-territorial-procedures-dinstallation-de-nouvelles-provinces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5/07/13/decoupage-territorial-procedures-dinstallation-de-nouvelles-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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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搜集了照片和录像证据，包括显示儿童在工作和

矿场内的情况等。  

几名刚果（金）政府官员被接触，但却称无法参加会谈，当中包括科卢韦齐市长、协助和监督

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在科卢韦齐的负责人，以及卢本巴西的省级政府官员。 

研究人员追踪了在刚果（金）交易并出口到中国之钴矿的动向。通过公共记录，包括公司在网

站上公布的投资者文件和声明，国际特赦组织查明了供应链中的公司，以确认钴矿最终如何并

入消费品内。为了解该国际供应链如何运作，并就各公司的尽责政策提问，国际特赦组织致函

25 家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英国和美国公司。有关回复收录于本报告的附录内。 

对于许多在刚果（金）和其他地区同意受访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协助的个人和组织，研究人员衷

心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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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刚果（金）
的钴矿手工开采活
动 

本章概述了“手工采矿”的含义、为何该行业在刚果（金）南部盛行，以及政府如何试图监管

该行业。 

在刚果（金），手工采矿普遍被理解为“用手采矿”。5 工业化采矿活动涉及机械，而手工采

矿则是徒手进行，仅使用最基本的工具，挖掘或搜集含有矿物的石头（即矿石）。6 

刚果（金）的手工采矿者利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地点开采钴矿。在那里，钴矿一般见于被称为

非均质岩的暗灰色岩石中，另外，从其他主要含铜被采集和加工的矿石中也可提取钴。7 在一

些地方，采矿者挖到地下深处来获取矿石。这些采矿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在刚果（金）被称为

挖掘者。他们在地下坑道利用凿子、锤子和其他手工工具作业，将采得的矿石装入袋子，然后

用绳子绑住袋子，再用手将其拉出可深达数十米的矿井。 

在其他地方，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采矿者在该地区许多仍然和不再营运的工业化矿场内从废弃

尾矿中挖掘钴矿，尾矿其实是采矿和精炼过程余下的副产物。许多时候，这些采矿者在未得公

司许可的情况下，采集在或接近地表并含有矿物的岩石，挑拣出石头，然后在矿场附近的河流

和湖泊中清洗、筛滤和分选这些石头。在这清洗和分选矿石的过程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参与。  

                                                                                                                                                       

5 国际间对手工采矿一词没有通用的定义。参阅 Thomas Hentschel、Felix Hruschka 和 Michael Priester，《手工和小

规模采矿：挑战和机遇》，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03 年，第 5 页， 

http://pubs.iied.org/pdfs/9268IIED.pdf。“广义上说，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是指极少或完全没有利用机械化配置的个人、

群体、家庭或合作社从事的采矿活动，往往出现在市场的非正规（非法）行业。虽然经过多番尝试，但现时仍未确立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通用定义。有些国家将‘手工采矿’和‘小规模采矿’作出分野，“手工采矿’是指完全手工而且规模很

小的采矿活动，而‘小规模采矿’则指具有一定机械化配置且规模较大的采矿活动。” 

6 关于刚果（金）手工采矿情况的说明和分析，参阅Daniel Rothenberg和Ben Radley，《我们矿工拿性命去冒险，毫

无积攒，只相信运气：北基伍和南基伍省若干手工矿场的人权和劳工权侵犯遭遇》，亚利桑那州大学，2014年。 Pact 

Inc 组织，《PROMINES项目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手工采矿活动》，2012年， http://www.congomines.org/wp-

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另Nicolas Tsurukawa等人，《刚果民

主共和国加丹加钴矿手工开采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生态研究所（Ö ko Institut），2011年，第16页， 

http://www.oeko.de/oekodoc/1294/2011-419-en.pdf。 

7 美国地质调查局矿物商品专家 Kim Shedd 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0 月 7 日。 

http://pubs.iied.org/pdfs/9268IIED.pdf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www.oeko.de/oekodoc/1294/2011-41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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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矿场利用不同的方式管理和组织手工采矿活动。8 例如，在特许工业化矿区地表或附近从

事手工采矿的成人和儿童是自食其力，而与此相反，有些采矿者则受雇在地底挖掘，为土地所

有者工作赚取报酬。在其他个案中，手工采矿者自雇和结成团队工作，并与矿场所有者分享收

益。有些采矿者更与投资者达成商业安排，由投资者资助他们挖掘坑道，并管理产品的销售。 

 

刚果（金）的钴矿开采活动 
刚果（金）是迄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钴矿来源地。2014年，世界有一半的钴采自刚果（金）。9 

钴被用于生产锂离子充电电池，而锂离子充电电池则为手提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电子装置提供电

能。市场对钴的需求每年以超过5%的速度增长，而随着电动汽车更为普及，锂离子电池市场

在扩展，预料该增长趋势将持续不变。10 

在刚果（金）南部的卢阿拉巴省和上加丹加省（不久之前仍被称为加丹加省的地区），11 钴矿

是和铜矿一起被开采的。该地区接壤赞比亚，一直都是刚果（金）最重要的矿区。然而采矿活

动的性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当矿场在 1900 年代初建立时，从事的是大规模工

业化采矿，由单一公司管理。今时今日，工业化的铜矿场和钴矿场由一系列不同的刚果公司和

国际公司经营，与之并存的还有许多手工和非工业化采矿活动。12 

这些手工采矿活动的规模相当大。据政府估计，刚果（金）目前出口的钴中有 20%来自加丹加

的手工采矿者。13 刚果（金）政府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加丹加约有 11 万名经常作业的手工采

矿者，在旺季时则增加到 15 万人。14    

 

加丹加手工采矿活动的兴起 
手工开采钴矿的发展规模事实上要归功于政府。数十年来，刚果（金）政府在经济方面长期管

理不善，造成对其最为重要的采矿公司破产，而且其也未能创造其他就业来源。15 在 1970 和

80 年代的鼎盛时期，国有企业采石采矿总公司（Gécamines）雇用了约 3 万 4 千名员工，而且

经营农场、医院和学校为他们服务，是当时国库最大的收入来源。16 随着蒙博托·塞塞·塞科

（Mobutu Sese Seko）的政权在 1990 年代初垮台，采石采矿总公司的经营也陷入崩溃。公司
                                                                                                                                                       

8 该信息是基于多次对矿工以及在科卢韦齐、坎博韦和利卡西投资手工矿区之商人的采访，2015 年 5 月。另参阅

《PROMINES 项目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手工采矿活动》，PACT，2012 年，第 49-50 页，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9 《2015 年矿物商品概要：钴》，美国地质调查局，2015 年， 

www.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cs-2015-cobal.pdf。 

10 《钴新闻》，钴发展研究所，2015 年 7 月，第 5 页，http://www.thecdi.com/cdi/images/news_pdf/15-

3_cobalt_news.pdf。 

11 2015 年 6 月，刚果（金）政府将该国现有的 11 个省划分为 26 个，铜矿带所贯穿的加丹加省南部地区被划分为新

设的上加丹加省和卢阿拉巴省。本报告的研究于这些新省设立之前进行，所以研究地区在报告中都被称为加丹加。参

阅奥卡皮电台，《地区划分：设立新省的程序》，2015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5/07/13/decoupage-territorial-procedures-dinstallation-de-nouvelles-

provinces。 

12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2 年矿物年鉴：钴》，第 19.4 页，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yb1-2012-cobal.pdf。 

13 国际特赦组织在加丹加省卢本巴西对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之负责人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8 日。  

14 这些数字包括在该省北部以及南部“铜矿带”作业的矿工，但不清楚是否也包括参与加工矿石但不从事采矿的妇女和

儿童。《PROMINES 项目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手工采矿活动》，PACT，2012 年，第 21 页，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15 参阅 Jason Stearns，《在怪物的荣耀下舞动》，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11 年，第 289 页。 

16 参阅《我们的历史》，采石采矿总公司，http://gecamines.cd/html/histoire.html（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8 日），

以及 Jason Stearns，《在怪物的荣耀下舞动》，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11 年，第 289 页。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www.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cs-2015-cobal.pdf
http://www.thecdi.com/cdi/images/news_pdf/15-3_cobalt_news.pdf
http://www.thecdi.com/cdi/images/news_pdf/15-3_cobalt_news.pdf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5/07/13/decoupage-territorial-procedures-dinstallation-de-nouvelles-provinces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5/07/13/decoupage-territorial-procedures-dinstallation-de-nouvelles-provinces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yb1-2012-cobal.pdf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gecamines.cd/html/histoi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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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发放工资，雇员因而被迫自谋生路。他们通过“侵吞采矿设备，安排将一车车的零部件、

器材和精炼矿送往南非”来掠夺资产。17  

从 1998 年至 2003 年，该国陷入第二场战争之中，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试图推翻蒙博托

的继任人洛朗·卡比拉。18 由于战事连绵，卡比拉重振工业化采矿行业的机会极微，因而鼓励

矿区城镇的居民自行挖矿。19 数以千计的成年人和儿童仅利用手工工具，开始在采石采矿总公

司的特许矿区采矿。1999年，卡比拉设立了一个政府机构，监管该日益蓬勃的行业并征税。20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现时依然是负责监督手工采矿活动的主要政府机构（参阅

下文）。 

政府在 2002 年公布了新的采矿法规，21 目的是通过吸引外国公司来重振采矿业。22 其后，一

些主要的欧美和中国矿业公司在采石采矿总公司产量最高的旧矿区重新开始工业化采矿。他们

赶走手工采矿者，不时激起暴力抗议。23 政府的政策也衍生了许多新的手工采矿者。例如在

2003年，政府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重组了采石采矿总公司。几乎一半的劳动力（约 10,655人）

失业，许多失业工人随后加入从事手工采矿活动。24 

 

政府对手工采矿业的监管 
2002 年通过的《采矿法》在严格界定的范围内批准手工采矿。该法第 21 条确认手工采矿为

“刚果国籍人士利用手工工具、方法和程序，在有限表面积并最深 30 米的手工开采区进行的

矿物物质开采和提炼活动。”25  

刚果（金）的《采矿法》规定，所有的采矿者都必须是成年人，26 并须持有省级政府颁发的有

效“手工采矿卡”。27 他们必须向领有执照的贸易商出售产品，28 而且遵守政府在“安全、健

康、用水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29 如果采矿者不遵守这些规则，政府可以收回他们的采矿

                                                                                                                                                       

17 James C. McKinley Jr，《扎伊尔叛军的新盟友：以公文包为武装的人》，《纽约时报》，1997 年 4 月 17 日，

http://www.nytimes.com/1997/04/17/world/zairian-rebels-new-allies-men-armed-with-briefcases.html（检索日期：

2015 年 6 月 8 日）。另参阅 B Rubbers，《采石采矿总公司的崩溃》，《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2006/1

（第 181 卷），http://www.cairn.info/article.php?ID_ARTICLE=CEA_181_0115。. 

18 参阅 Georges Nzongola-Ntalaja，《从利奥波德到卡比拉时期的刚果》，伦敦 Zed 出版社，2002 年，以及 Jason 

Stearns，《在怪物的荣耀下舞动》，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11 年。 

19 例如 Orla Guerin，《刚果（金）的儿童矿工憾事》，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6 年 6 月 12 日， 

http://news.bbc.co.uk/1/hi/5071172.stm（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9 日）。 

20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历史》，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

http://www.saesscam.cd/SAESSCAM/pages/historique.php（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21 《2002 年 7 月 11 日第 007/2002 号采矿法》，刚果（金）政府，2002 年，http://mines-

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22 Thomas R Yager，《刚果（金）的矿业》，美国地质调查局，2012 年，第 11.1 页，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untry/2012/myb3-2012-cg.pdf。 

23 例如 Joe Bavier，《警察在刚果铜矿核心地区与矿工冲突》，路透社，2008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3/31/congo-democratic-demonstration-idUSL3191292220080331（检索日

期：2015 年 6 月 9 日） 

24 Nicholas Tsurukawa, et al., Social impacts of artisanal cobalt mining in Katanga, p16  

25 《2002 年 7 月 11 日第 007/2002 号采矿法》，刚果（金）政府，2002 年，http://mines-

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26 刚果（金）《采矿法》第 23 条。 

27 刚果（金）《采矿法》第 111 条。 

28 刚果（金）《采矿法》第 116 条。 

29 刚果（金）《采矿法》第 112 条。 

http://www.nytimes.com/1997/04/17/world/zairian-rebels-new-allies-men-armed-with-briefcases.html
http://www.cairn.info/article.php?ID_ARTICLE=CEA_181_0115
http://news.bbc.co.uk/1/hi/5071172.stm
http://www.saesscam.cd/SAESSCAM/pages/historique.php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untry/2012/myb3-2012-cg.pdf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3/31/congo-democratic-demonstration-idUSL3191292220080331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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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30 然而，这些在 2003 年另行颁布的规则只是关于缓减环境损害，31 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提

供的指引不多。例如，规则禁止使用爆炸物和水银，但没有提及应如何处理钴等其他潜在有害

矿物。32 规则还规定，采矿者修建的坑道不能超过 30 米深，斜度至少为 15 度，另每两米应设

有橫向埂，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资料，说明该如何安全地修建和管理矿井。33 

《采矿法》规定，手工采矿活动只能在无法进行工业化或半工业化采矿且已获批准的手工矿区

内进行。34 但有人批评政府没有设立足够的手工矿区，35 致使大多数手工采矿者被迫在未经批

准和不受监管的地区工作，或非法进入工业化采矿公司所控制的土地，以获取钴和其他矿物。  

在未经批准的地区采矿是非法的，采矿者面临被罚款。然而，有人认为这些罚款数额之大远远

超出采矿者的负担能力，以至于其基本上毫无意义，不能起到威慑作用。36 例如，任何从事非

法采矿活动的人可被处以1万至25万美元的罚款。同样地，任何违法购买或出售矿物的人可被

处以1万至3万美元的罚款。37 在未经批准的地区内作业的采矿者一直担心被政府驱赶，而在他

们试图抵抗时亦曾发生暴力对峙。38 

如上所述，负责监管手工采矿业并确保各方遵守规则的政府机构为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

活动机构。该机构未能适当地履行职责，该问题受到广泛报道。39 针对该机构的主要批评集中

在其缺乏能力，未能监管刚果（金）各地数千个手工矿场。下文第 2 章详细阐述了该问题。40 

 

全球贸易 
刚果（金）开采的钴迅速流入全球贸易网络。钴是一种重要矿物，具有多种不同的商业、工业

和军事用途。41 例如，喷气发动机使用的超合金中含有钴，而为手提电脑和手机等大部分电子

设备提供电能的锂离子电池中也含有钴。 

手工采矿者在矿场附近获授权的收购商行出售他们的产品，商行中许多由外国人经营。这些收

购商行之后将矿石卖给国际贸易公司，后者则在出口矿物前于刚果（金）境内将之提炼。一般
                                                                                                                                                       

30 刚果（金）《采矿法》第 115 条。 

31 《手工采矿行为守则》，刚果（金）政府，2003 年，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32 《手工采矿行为守则》第 2 条，刚果（金）政府，2003 年，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33 《手工采矿行为守则》第 9 条，刚果（金）政府，2003 年，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34 刚果（金）《采矿法》第 109 条。 

35 《采矿业组织和机构框架审计》，矿业部-PROMINES 项目执行小组，2013 年，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36 《PROMINES 项目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手工采矿活动》，PACT，2012 年，第 25 页，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37 刚果（金）《采矿法》第 299 条和第 302 条。 

38 Joe Bavier，《警察在刚果铜矿核心地区与矿工冲突》，路透社，2008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3/31/congo-democratic-demonstration-idUSL3191292220080331（检索日

期：2015 年 6 月 9 日）。 

39 例如参阅Daniel Rothenberg和Ben Radley，《我们矿工拿性命去冒险，毫无积攒，只相信运气：北基伍和南基伍省

若干手工矿场的人权和劳工权侵犯遭遇》，亚利桑那州大学，2014年。Pact Inc 组织，《PROMINES项目研究：刚果

民主共和国的手工采矿活动》，2012年，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

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另Nicolas Tsurukawa等人，《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钴矿手工开采活动对社

会的影响》，生态研究所，2011年，第16页，http://www.oeko.de/oekodoc/1294/2011-419-en.pdf。 

40 有些未经批准的矿区在私营特许矿区内，其所有者允许采矿者在里面作业，以换取他们的部分收益。其他未经批准

的矿井在当地人寻找矿物时，在特许矿区以外的地方被挖掘。在其余地方，采矿者闯入特许矿区挖掘矿井，或在尾矿

中寻找，以获取钴和其他矿物。国际特赦组织对两名矿业官员的采访，2015 年 8 月。 

41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2 年矿物年鉴：钴》，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yb1-

2012-cobal.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3/31/congo-democratic-demonstration-idUSL3191292220080331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www.congom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PACT-2010-ProminesStudyArtisanalMiningDRC.pdf
http://www.oeko.de/oekodoc/1294/2011-419-en.pdf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yb1-2012-cobal.pdf
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yb1-2012-cob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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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矿物随后会被装上卡车运到南非的德班港，大多数矿物之后从那里海运到中国，进一步

进行加工并出售给部件制造商。42 为撰写本报告，研究人员追踪了许多在该供应链中参与的公

司（参阅第 4 章）。 

                                                                                                                                                       

42 《2015 年矿物商品概要：钴》，美国地质调查局，2015 年， 

www.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cs-2015-cobal.pdf。 

http://www.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cobalt/mcs-2015-cob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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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钴矿手工开采业中
的侵犯人权行为 

本章分为 3 节，概述了刚果（金）国内钴矿手工开采业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第 1 节探讨了
各种对采矿者健康的危害，包括致命事故的风险。该节也描述了科卢韦齐市卡苏鲁地区的采矿
活动。本章第 2 节研究了手工矿场内的童工问题，而第 3 节则概述了刚果（金）在国际人权法
之下保护工人和儿童的义务，并研究了该国未能履行义务的问题。 

 

I. 手工钴矿场的危险作业条件 
案例研究：卡苏鲁 

卡苏鲁是科卢韦齐市的一个居民区，围绕一些主要的工业化铜矿区和钴矿区而建立。2014
年夏天，居民在住房下面发现一个含大量水钴矿的矿层。2014年 7月，科卢韦齐市长禁止
在卡苏鲁采矿，因为那里并非官方指定的手工矿区。43 然而，自从发现矿层后，当地居民
和数千名采矿者蜂拥到该地区，挖出数百个矿井。在发现钴矿前后所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
了受影响地区的范围。 

2015年 4月和 5月，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走访了卡苏鲁。该地区

人口密集，采矿活动就在居民家旁甚而往往在家里面进行。在其中一座房子里，研究人员

看到一个矿井穿过房间的地板延伸至地底。房主说他也不愿挖掘矿井，但觉得别无选择，

因为邻居开始在其土地下挖坑道。44  

其中一名采矿者利用研究人员提供的相机拍摄了矿井内的情况。45 片段显示一个深入地底

且狭窄的矿井，采矿者说其超过 30 米深。采矿者扶着侧壁上凿出的狭小壁架，赤脚爬下矿

井。在井底，采矿者顺着水钴矿层挖掘了一条坑道，然而，由于矿层弯曲起伏，所以坑道

并非笔直。坑道有几处与附近采矿队的坑道交汇，采矿者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担心夜间无

人看守矿井时，邻居会闯入并偷取矿石。在有些地方，坑道较宽较高，人可以在里面挺

立，但另一些则极为狭窄，人只可以爬行。坑道没有支撑，但采矿者说他们知道如何挖通

岩石，令坑道不会坍塌。  

这些采矿者只有木槌、凿子和头灯等工具，但缺乏手套、靴子、头盔或防止吸入钴尘的面

罩。在每次轮班结束时，他们救用绳子将装着矿石的袋子拉上去。迪迪埃（Didier）是一名

                                                                                                                                                       

43 奥卡皮电台，《市长禁止在科卢韦齐进行手工采矿活动》，2014 年 7 月 18 日， 

http://radiookapi.net/societe/2014/07/18/kolwezi-le-maire-interdit-lexploitation-artisanale-de-minerais-kasulo/。  

44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45 国际特赦组织文件存档。 

http://radiookapi.net/societe/2014/07/18/kolwezi-le-maire-interdit-lexploitation-artisanale-de-minerais-kas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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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的学生，他开始采矿以支付大学学费。他说他和其他采矿者都害怕发生事故，所以 要

饮酒来忘却危险。46 

在科卢韦齐，研究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儿童进入坑道，然而，他们仍然公开在地面

工作。研究人员拍摄了两群看来不足 16 岁的男孩清理矿物堆。虽然如下文所述，钴矿是一

种危险物质，但他们在过程中却没有戴手套或面罩。一名人权活动人士在卡苏鲁用手机拍

摄的片段也显示几群 16 岁以下的男孩在做上述工作。 47  32 岁的女子米舍利娜

（Micheline）为卡苏鲁的采矿者提供食物。她表示在卡苏鲁有年仅6岁的儿童，并说：“他

们搜集矿石。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因为他们没有钱，也因为他们没有工作。”48 

矿区邻近科卢韦齐市中心，并与一条主要道路连接。该地区的入口处有一所警察局，采矿

者说警察会向路过并装有矿石的车辆收税。在区内，研究人员被一些男子截住，说不准他

们进入矿区。这些男子自称是矿警，并以罚款的形式向研究人员索款。其中一人穿有正规

警服，其他人则没有。  

 

钴：健康风险  

“当我们从矿里出来时，都感到疲倦。粉尘很糟。有些人的肺出了毛病。”—— 27 岁的手工
采矿者皮埃尔在科卢韦齐市卡苏鲁说 49 

参与钴矿手工开采的男女和儿童都面对不同的健康风险。首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大量接触

钴会对健康造成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50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指出，长期接触含钴的

粉尘可能导致被称为“硬金属肺病”的潜在致命性肺病。51 此外，吸入钴微粒也可能引致“呼

吸系统过敏、哮喘、呼吸急促和肺功能下降”，而皮肤持续与钴接触则可能引起接触性皮炎。
52  

刚果（金）的《采矿法》（2002）和《采矿规则》（2003）没有就安全设备或如何处理可能

对人类健康构成危险的物质（汞除外）提供任何指引；反观许多区域性和国家机构为那些经常

处理钴的人提供了安全指引，建议他们穿戴保护装备，以确保不会接触到矿物或吸入其粉尘。
53 例如，对于工作会接触到钴的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建议他们戴呼吸器、手套和面罩以及穿

防渗透服装。54  

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走访了 5 个钴矿区，采访了近 90 名参与钴矿开

采的男女和儿童，其中大多数都没有最基本的保护装备，例如手套甚至工作服。虽然他们在工

                                                                                                                                                       

46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47 一系列记录采矿活动的影片，据称于 2014 年 8 月在卡苏鲁拍摄，例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YC71j70X8。 

4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49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50 世界卫生组织，《简明国际化学品评估文件第 69 号：钴和钴无机化合物》，2006 年，

http://www.who.int/ipcs/publications/cicad/cicad69%20.pdf（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9 日）。 

51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主题：钴》，http://www.cdc.gov/niosh/topics/cobalt/（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9 日）。 

52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主题：钴》。 

53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钴：安全使用指南》，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data/dossiers/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AGGR-

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_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html#AGGR-

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8 日）；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钴与你：从事接触钴的工作——你是否面临危险？》，2013 年，

http://www.hse.gov.uk/pubns/indg442.pdf（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8 日）。 

54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主题：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YC71j70X8
http://www.who.int/ipcs/publications/cicad/cicad69%20.pdf
http://www.cdc.gov/niosh/topics/cobalt/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data/dossiers/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AGGR-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_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html#AGGR-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data/dossiers/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AGGR-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_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html#AGGR-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data/dossiers/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AGGR-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_DISS-9c8246bc-6f29-126a-e044-00144f67d249.html#AGGR-8183f687-8b78-4582-8473-66e251a45822
http://www.hse.gov.uk/pubns/indg4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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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面临吸入钴尘的潜在致命性风险，但这些曾与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研究人员

交谈或被研究人员看到的人甚至没有基本的面罩。  

其他区域性和国家机构发布的安全指引还建议，处理矿物的工作场所应通风良好。55 然而，采

矿者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作业的地下矿井根本没有良好通

风，而且坑道里积累的粉尘经常影响到他们。采矿者每天往往花 12 个小时在井下工作。56  

许多采矿者抱怨说经常咳嗽或肺部出现毛病，例如在坎博韦的“拉弗利” （Laverie）矿井工作

了4年的高乃依（Corneille），以及自1997年开始在利卡西附近几个矿井工作过的阿尔伯特。
57 

研究人员也与一些妇女交谈过，她们指因为搬运重物以及从事对体力要求高的工作，而出现呼

吸系统毛病和疼痛。33 岁、育有 5 名孩子的约瑟芬表示，每次得搬运 50 公斤重的袋子超过一

个小时。她说：“我们的肺都有毛病，全身都疼。”58 研究人员与其他妇女交谈，听到她们诉

说经常患尿道感染，认为这是因为整天在脏水里工作的缘故。59  

由于政府没有进行健康监测，因此在矿区工作的人说，他们无法确定所抱怨的健康问题是否和

接触钴有关。研究显示，手工矿区的卫生情况和医疗保健服务普遍恶劣。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指出：  

“这一般是由于这些社区本来是‘临时’性质。在许多情况下，矿藏的发现导致采矿者忽
然从其他地区到来，寻找新的机会。混乱的营地在一夜之间出现。这些位于偏远地区的营
地由于是临时性质，因此一般都没有资格设立公共医疗保健设施，公共健康官员的看法尤
其如此，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医疗保健预算长期偏低。” 60 

 

发生致命地下事故的风险 

“有很多事故发生，许多坑道坍塌，尸体还留在里面。”—— 从事手工采矿工作 10 年的 32
岁采矿者伊曼纽尔在科卢韦齐市卡苏鲁说  61 

若矿井的结构不安全，管理不善，也可以是危险的作业场所。联合国在刚果（金）营运的奥卡
皮广播电台是该国极少数可靠的独立信息来源。该电台在 2014 和 2015 年报道了下列在钴矿
区内未经批准的手工矿场发生的事故： 

 2015 年 9 月 8 日，钴矿手工开采区马巴亚（Mabaya）的一条坑道坍塌，造成至少 13
名采矿者丧生。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说，在此一周前，17 名采矿者在同一地区发生的
4 起事故中死亡。62 

                                                                                                                                                       

55 同上。 

56 国际特赦组织对手工采矿者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在科卢韦齐的卡苏鲁，5 月 15 日在坎博韦，5 月 16 日在利

卡西。 

57 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在坎博韦，5 月 16 日在利卡西。 

5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1 日。 

59 刚果（金）政府的一名医学专家说，这些感染可能是水里的细菌造成的，因为人们在附近排便。Marie-Louise Mbo

博士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2 月 18 日。  

60 Thomas Hentschel、Felix Hruschka 和 Michael Priester，《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挑战和机遇》,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

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03 年，第 28 页，http://pubs.iied.org/pdfs/9268IIED.pdf。 

61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62 奥卡皮电台，《上加丹加 13 名采矿者在寻找钴矿时死亡》，2015 年 9 月 8 日， 

www.radiookapi.net/2015/09/08/actualite/societe/rdc-13-morts-lors-dun-eboulement-de-terre-dans-un-nouvelle-mine-

de（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http://pubs.iied.org/pdfs/9268IIED.pdf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8/actualite/societe/rdc-13-morts-lors-dun-eboulement-de-terre-dans-un-nouvelle-mine-de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8/actualite/societe/rdc-13-morts-lors-dun-eboulement-de-terre-dans-un-nouvelle-mine-de


“不惜卖命的真相”：全球钴矿贸易的“策动力”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人权侵犯  17 
 

 国际特赦组织 2016年 1月，索引号 AFR 62/3183/2016 

 2015 年 9 月 5 日，科卢韦齐市卡苏鲁的一个钴矿场发生地下火灾，5 名挖矿者丧生，
另外 13 人受伤。当时采矿者在地底点燃了一个轮胎，试图击碎岩石。63 

 2015 年 8 月，在 3 起发生于卡苏姆巴莱萨（Kasumbalesa）不同坑道的坍塌事故中，
7 名采矿者死亡。64 

 2014 年 12 月 26 日，15 名采矿者在卡苏鲁的一个钴矿火灾中丧生。65 

 2014年 9月，在科卢韦齐市卡瓦马（Kawama）地区发生的 3 起事故中，16名男子因
矿井坍塌或窒息而死亡。66 

 2014 年 12 月，在科卢韦齐市外的马沙姆巴（Mashamba），雨水令一处矿井坍塌，
导致至少 9 人死亡。67  

刚果（金）没有就发生的死亡事故提供任何官方数字，但在不受监管的矿井工作的采矿者说，

他们无论任何时候进入地下都面临死伤危险，而且事故经常发生。在科卢韦齐市卡苏鲁拥有一

个矿场的让-皮埃尔说，该地区每个月发生 5 到 6 起事故，而在每次事故发生后，他都被要求

捐款帮助受伤的采矿者。68 那里的一名采矿者皮埃尔说“矿井经常坍塌”。2011 年，他在一

个坑道塌方时摔断了腿，被工友拖出矿井，6 个月后才痊愈。69  

修女纳塔莉·坎加吉（Nathalie Kangaj）在科卢韦齐经营一家法律咨询中心。她指出许多事故

没有被记录，因为采矿者是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在未经批准的矿区工作，所以不愿接触当局。

此外，采矿者也可能远离家人在矿井工作。修女纳塔莉说，在有些个案中，采矿者死于地下，

但尸体从未被寻回。她回想近期的一个案例，指出一名采矿者的父亲前来探访她，该采矿者被

活埋在矿井里，但尸体没有被找到。她说：“他们死去然后被遗忘。”70  

大大小小的事故频仍发生，采矿者吐露其中一些原因。例如，有些人做出危险的举动，比如在

岩石下点火来击碎它们，此举可以耗尽地下氧气而使采矿者丧生。71 另外，手挖的矿井可以延

伸到地底数十米，但往往没有任何支撑。72 手工采矿者绘制的的坑道图显示，这些坑道并非笔

直，而是顺着矿层延伸。73 采矿者估计坑道可长达 60 米，但他们没有准确量度过。37 岁的矿
                                                                                                                                                       

63 奥卡皮电台，《5 人死于卡苏鲁的火灾中》，2015 年 9 月 5 日， 

www.radiookapi.net/2015/09/05/actualite/societe/lualaba-5-morts-dans-un-incendie-kasulo（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64 奥卡皮电台，《7 人在卡苏姆巴莱萨的塌方中死亡》，2015 年 9 月 4 日，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4/actualite/societe/haut-katanga-7-personnes-meurent-dans-des-eboulements-de-

terre（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65 奥卡皮电台，《15 名手工采矿者在科卢韦齐的地下坑道被烧死》，2014 年 12 月 27 日， 

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12/27/katanga-15-creuseurs-artisanaux-morts-brules-dans-une-galerie-souterraine-

kolwezi/（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66 奥卡皮电台，《16 名手工采矿者死于卡瓦马的矿井中》，2014 年 9 月 26 日， 

http://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09/26/katanga-16-creuseurs-artisanaux-sont-morts-dans-des-mines-kawama/（检

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67 奥卡皮电台，《9 人在科卢韦齐的塌方中死亡》，2014 年 12 月 11 日，

http://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11/12/katanga-9-morts-dans-eboulement-de-terre-kolwezi/（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6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69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1 日。 

70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对修女纳塔莉·坎加吉的采访，2015 年 5 月 9 日。 

71 奥卡皮电台，《5 人死于卡苏鲁的火灾中》，2015 年 9 月 5 日， 

www.radiookapi.net/2015/09/05/actualite/societe/lualaba-5-morts-dans-un-incendie-kasulo（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72 刚果（金）《采矿法》（2012）第 1 条第 21 款。  

73 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在坎博韦，2015 年 5 月 16 日在利卡西。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5/actualite/societe/lualaba-5-morts-dans-un-incendie-kasulo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4/actualite/societe/haut-katanga-7-personnes-meurent-dans-des-eboulements-de-terre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4/actualite/societe/haut-katanga-7-personnes-meurent-dans-des-eboulements-de-terre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12/27/katanga-15-creuseurs-artisanaux-morts-brules-dans-une-galerie-souterraine-kolwezi/
http://www.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12/27/katanga-15-creuseurs-artisanaux-morts-brules-dans-une-galerie-souterraine-kolwezi/
http://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09/26/katanga-16-creuseurs-artisanaux-sont-morts-dans-des-mines-kawama/
http://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11/12/katanga-9-morts-dans-eboulement-de-terre-kolwezi/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5/actualite/societe/lualaba-5-morts-dans-un-incendie-kas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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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弗朗索瓦则利用他到达井底的时间来判断坑道深度：15 分钟。74  采矿者说相信自己的直觉

和技术，以确保这些坑道不坍塌，但如果他们犯错或雨水落入矿井中，就会发生事故。75 在科

卢韦齐市卡苏鲁，采矿者投诉与竞争的采矿队之间没有协调，所以他们的坑道有时会交汇，破

坏了坑道的墙壁。76 

迈克尔是坎博韦一名 22 岁的矿工，从 15 岁开始就工作。他说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是有些采
矿者忽视了不要在已经出事的矿井进行挖掘的警告： 

“事故经常发生。他们在发生过事故的矿井标上一个红十字来显示危险，但有些人仍然在
那些已被宣布为危险的矿井里采矿。上星期六，一个矿井坍塌，有人死了，他们到星期二
才找回他的尸体，事故中还有 3 个人受伤。之后在星期二又发生了一起坍塌，另一个矿工
死了。”77  

有些矿井很深，需要往里面灌氧气，而如果发电机失灵的话，在矿井里工作的人就有窒息的危

险。78 在坎博韦工作的 37 岁采矿者理查德指出，当发电机用尽燃油时，他们就会无法呼吸，

需要尽快爬出矿井。79   

研究人员看到采矿者赤脚爬下卡苏鲁一个矿井，并将手脚放进矿井侧壁挖出的洞中。他们用一

根系着井口横梁的绳索作为支撑，有时候，其中一人会说：“绳子断了，人掉了下去。”80 

案例研究：卡帕塔（KAPATA） 

卡帕塔原本是一个为矿工修建的城镇，位于科卢韦齐郊外，被特许工业化矿区包围。那里有

一个湖，名为马洛湖（Lake Malo），因为一个工业化矿场尾矿产生的堤坝而形成。  

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在 2015 年 5 月走访了卡帕塔，看到约有 100

人在湖边和湖里工作，当中包括许多儿童。那些人在清洗和清理含有钴和铜的矿石，这些矿

石是他们从特许工业化矿区的尾矿中找到的。其中一些妇女还带着婴幼儿。  

弗朗索瓦和他 13 岁的儿子查尔斯一起清理矿石，研究人员与他交谈。81 他说，查尔斯清理

和清洗矿物，然后帮忙把矿物运到附近一家收购矿石的商行。弗朗索瓦说，查尔斯每天上午

上学，下午工作：  

“我们无法负担学费，无法买得起吃的。我们干活，因为不得不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
给我们工作，我们就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82  

37 岁的莫德（Maude）已经从事清洗矿物的工作 7 年, 她告诉研究人员： 

                                                                                                                                                       

74 国际特赦组织在坎博韦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 

75 奥卡皮电台，《上加丹加 13 名矿工在寻找钴矿时死亡》，2015 年 9 月 8 日， 

www.radiookapi.net/2015/09/08/actualite/societe/rdc-13-morts-lors-dun-eboulement-de-terre-dans-un-nouvelle-mine-

de（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76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市卡苏鲁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77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 

78 奥卡皮电台，《加丹加：16 名手工采矿者死于卡瓦马的矿井中》，

http://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09/26/katanga-16-creuseurs-artisanaux-sont-morts-dans-des-mines-kawama/（检

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1 日）。 

79 国际特赦组织在坎博韦对 FM 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 

80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81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帕塔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82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帕塔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8/actualite/societe/rdc-13-morts-lors-dun-eboulement-de-terre-dans-un-nouvelle-mine-de
http://www.radiookapi.net/2015/09/08/actualite/societe/rdc-13-morts-lors-dun-eboulement-de-terre-dans-un-nouvelle-mine-de
http://radiookapi.net/actualite/2014/09/26/katanga-16-creuseurs-artisanaux-sont-morts-dans-des-mines-kaw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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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洗石头的工作来支付房租，并养活丈夫和 5 个孩子。我有 3 个孩子上学，但没钱送
其中两个到学校去。”83 

莫德说，她每天清洗 8 到 12 袋共重 50 公斤的矿石，这样挣到 1,500 刚果法郎（约 1.50 美

元）。她说，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6 点在太阳下没有遮挡地长时间工作非常不易。84 另外 4 名

妇女则表示，她们每天要向政府机构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一名官员交 500

刚果法郎（0.50 美元）的税。研究人员也曾与该官员会面。85  

在清洗和清理矿石后，在那里工作的人会将矿石运到附近的一家收购商行。其中一家由中国

人拥有的商行距湖边约 50 米，名为“好戏”（Good Show）。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之

后会将矿石卖给提炼和出口矿石的大公司。86 

 

II. 儿童参与钴矿手工开采 
“我在矿场工作，因为父母没钱给我买吃的和穿的。我的爸爸没有工作，妈妈则卖木
炭。”13 岁的亚瑟说，他从 9 至 11 岁在一个矿井工作。 87 

在科卢韦齐和坎博韦，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采访了 17 名从事开采、

搜集或处理钴矿工作的男女童，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是在矿井工作时只有 7 岁的男童。除了一人

外，其余所有人都在地面工作，他们不是从正在或已停止营运的特许工业化矿区内的尾矿堆中

搜集矿物，就是在特许矿区附近的河流湖泊中清洗和清理矿石。其中一名男童说，他也会到地

下采矿。88 

2015 年 4 月和 5 月，研究人员还看到儿童在 4 个不受监管的矿区工作，其中两个矿区在科卢

韦齐（卡苏鲁和马洛湖），其余两个则在坎博韦（采石采矿总公司已经停止营运的矿区和拉弗

利）。儿童在刚果（金）开采钴矿并非秘密。至少从 2009 年开始，美国劳工部就将钴列为童

工生产的商品。89 几个非政府组织也针对加丹加矿场的童工现象公布了研究报告。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在 2014 年估计，在所有位于前加丹加省各地的矿场中，约有 4 万名男女童在工作，其

中许多参与钴矿开采。90 2013 年，世界宣明会公布了一份关于儿童在坎博韦的手工矿场工作

的详细研究报告。91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刚果（金）是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的缔约

国。该《公约》规定各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83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帕塔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84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帕塔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85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帕塔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86 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87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8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89 美国劳工部，《童工或强迫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名单》，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检索日

期：2015 年 10 月 9 日）。 

9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简报：矿场中的儿童》，2014 年 12 月。 

91 世界宣明会，《儿童矿工发言：刚果（金）坎博韦的儿童和手工采矿情况的关键研究结果》，2013 年 3 月，, 

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press-reports/$file/201303_Child-Miners-Speak_REPORT.pdf。 

http://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
http://www.worldvision.org/resources.nsf/main/press-reports/$file/201303_Child-Miners-Speak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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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92 儿童被界定为所有未满 18 岁的人，93 而“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则包括“其

性质或是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可能损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94  

国际劳工组织第 190 号建议书就如何确定可能损害儿童健康、安全和道德的工作类型，

向各缔约国提供了指引，建议他们考虑以下问题：  

(a) 令儿童面临身心侵害或性侵害的工作； 

(b) 涉及地下、水下、危险的高度或密闭空间的工作； 

(c) 操作危险机械、设备和工具，或涉及手工处理或运输重物的工作； 

(d) 在有害健康的环境中的工作，例如这些环境可能令儿童接触危险物质、制剂或流程，
或有损其健康的温度、噪音或震动； 

(e) 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的工作，例如长时间或夜间的工作，或儿童被不合理地限制于雇
主场地的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对儿童来说，采矿和采石无论以任何方式进行都是危险的作业形

式。”95 “采矿和采石对身体构成危险，因为笨重的负载，艰苦的工作，不稳固的地下

结构，重型工具和设备，有毒粉尘和化学品，以及工作暴露于极端炎热和寒冷”。96 国

际劳工组织特别指出：“来自多项调查和研究的证据显示，采矿因为造成致命伤亡事故

所以对儿童来说是最危险的行业。”97 该组织阐述了多项健康和其他基线研究，这些研

究调查与采矿和接触化学物相关的健康问题。该组织称：“一项在一个手工矿场内进行

的横断面研究量度了 47 名 14 岁以下儿童体内 17 种不同的金属和非金属物质的含量水

平，上述儿童都是在矿场工作或生活。研究结果显示，童工大量接触不同的金属。尿样

分析大体上显示，虽然儿童采矿者比成年人较少接触有毒金属，但这些金属在他们体内

的含量却远远高于成年人。”98 国际劳工组织还特别提到：“钴有可能损害心脏、甲状

腺和肺，并可能加剧职业性哮喘，而 87%生活在矿区附近的儿童被发现体内有钴。其血

含量的水平不仅超出职业接触极限值，而且是迄今报道的一般人口中最高的。”99 

 

危险的工作 

在矿场里，儿童所从事的所有工作都需要他们搬运装满矿石的袋子，重量有时甚至超过他们的

体重。这些儿童说他们搬运的袋子重 20 至 40 公斤，100 而搬运和抬起重物可能立即使他们受

伤，或导致长期的损害，例如关节和骨骼畸形、背部受伤、肌肉损伤和肌肉骨骼系统损伤。101 

                                                                                                                                                       

92 国际劳工组织（ILO），《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 条，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82。 

93 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第 2 条。  

94 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第 3 条(d)款。 

95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2011 年，第 32 页，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55428.pdf（检

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8 日）。 

96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2011 年，第 33 页。 

97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2011 年，第 34 页。 

98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2011 年，第 34-35 页。 

99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2011 年，第 34 页。 

100 当他们向贸易商出售矿石时，价格是根据估计的重量，儿童说他们就这样得知他们所搬运袋子的大致重量。国际特

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1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需要知道的》，2011 年，第 34 页。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82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554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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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矿场工作的儿童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肌肉疼痛，而且背部、髋部或整

个身体都疼痛。102 劳依克（Loic）在 9 到 11 岁期间工作，他说以前由于弯腰搜集石头和搬运

重重的袋子而致背部疼痛。103 

接受研究人员采访的儿童讲述他们的工作对体力要求高，并表示在矿场工作一天高达 12 个小

时，搬运重物，每天可挣到 1 到 2 美元。即使儿童需要上学，也会在周末和假期每天工作 10

到 12 个小时，而且在上学前和放学后也工作；至于没有上学的儿童则全年在矿场工作。14 岁

的保罗从 12 岁开始就从事采矿，而且在地下坑道工作。他对研究人员说，他经常“在地下坑

道里待 24 小时，早上到，第二天早上离开。”104   

这些儿童说他们在高温或下雨时露天工作。和成年矿工一样，为本报告受访或在矿区被看到的

儿童在处理钴矿时都没有任何保护装备，例如手套或面罩，因此不断大量接触钴，使他们的健

康容易遭受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  

为本报告受访的儿童抱怨经常生病。15岁的丹尼说：“那里有很多灰尘，很容易让人感冒，我

们全身都疼。”105 奥利维尔在 10 到 13 岁期间工作，他说：“我咳嗽，肌肉疼，还留鼻涕。下

雨时变得特别难熬，我会生病。”106   

在矿场工作时，儿童经常整天不进食。梅茜（Mathy）在 9 岁时因为父亲遭遇事故并失业而被

迫工作，她说经常整天不进食，并称：“我在有足够的钱时才能吃东西。”107    

 

儿童面临的身体侵害  

除了日常工作一贯艰辛外，手工采矿还在其他方面对儿童造成危险和损害。一名在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人员告诉研究人员，在这些地区生活或工作令他们面临身体侵害、

毒品滥用、性剥削和暴力。108 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采访了几名儿童，

他们说曾在科卢韦齐的矿场遭到保安殴打，或看到其他儿童被保安殴打。  

为了可伸手触及尾矿来搜集含有钴的宝贵矿石，儿童说他们需要进入有保安巡逻的特许矿区。

在科卢韦齐的儿童说，保安有时抓住儿童，并虐待他们的身体。他们说有些保安受雇于国有企

业采石采矿总公司。 

女童梅茜讲述了 2012 年当她 12 岁时如何和一个朋友在特许矿区被保安逮着：  

“他们要钱，但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他们抓住我的朋友，把她推入一个装有柴油的油箱
里。我跑掉了并躲了起来，但我看到所发生的事。我哭了，我害怕，我跑掉并躲了起来，
所以看到发生了什么事。”109 

劳依克表示保安经常追赶他和他的朋友，他说：“有几次他们逮着我们并打我们。”13岁的罗

杰称，私人保安“过去常鞭打我们，有时还把我们泡到脏水里去。”110   

                                                                                                                                                       

102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3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4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5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6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7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08 国际特赦组织在卢本巴西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人员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109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10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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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特（Juste）在采矿时年仅 11 岁，他说成年的采矿者也会吓跑儿童，有时还偷他们装有矿

物的袋子。14岁的奥利维尔说，他与另外 4名男童一组工作。如果他们被保安逮着，就要给保

安付 1,500 刚果法郎（1.5 美元)，否则就会被拿走袋子。 

这些儿童说没有向警察举报这些事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非法进入了采矿公司控制的土地，所

以不想惹麻烦。他们也担心警察不会重视其投诉。 

 

对童工的经济剥削 

矿场内的儿童大多独立工作，他们搜集矿物然后卖给贸易商，贸易商则再把矿物卖给采购商行。  

大多数儿童都说每天挣 1 千到 2 千刚果法郎（1 到 2 美元）。贸易商会按每袋矿物的单价，付

钱给搜集、清理、清洗、压碎和运输矿物的儿童。这些儿童由于无法独立核实袋子的重量或矿

石的等级，所以只好接受贸易商的出价，令他们容易受到剥削。13岁的劳依克告诉研究人员，

他每天挣 2 千刚果法郎（2 美元），但不觉得自己为此得到了公平的报酬：  

“我卖给有秤的贸易商，但其他一些贸易商则没有秤，只是估计重量，而且不公允。他们
剥削儿童，付给我们的钱要比成年人的少。” 111 

尽管如此，这些儿童不能把挣到的钱都带回家。他们告诉研究人员，他们往往得给国家或私人

的保安人员钱，而且还要支付开销。9 岁的吉卡亚（Kikaya）解释，他们有时得向成年采矿者

支付 500刚果法郎（0.50美元），而且成年人有时还会偷他们的东西。112 13岁的罗杰每天挣

1,500 法郎（1.5 美元)，但得从这笔钱中给保安付 500 法郎（0.5 美元），另外会用 200 法郎

（0.2 美元）买食物。他告诉研究人员，一天结束时他几乎没有多少剩下的钱。113  

有时，如果儿童从某些贸易商那里借钱，就会被迫向这些贸易商出售矿物。14岁的梅茜和另一

人一起从早上 6 点工作到下午 5 点： 

“有时如果我们什么也找不到，就去一个贸易商那里借钱，然后第二天就得为他工作。贸
易商第二天会说，不对，不是 10 公斤，是 8 公斤。这都是估计。”114 

 

没有免费小学教育和其他造成童工现象的原因 

“学费太贵了。没工作的家长不能送两个、三个、四个孩子去上学”—— 学校经理帕斯卡
尔·布坎吉·卡内盖希（Pascal Bukengere Kanegeshe）在科卢韦齐说 115 

为本报告受访的儿童说，由于父母没有正规工作，而且难以为家庭负担食物、衣服和教育，所

以他们只好工作。儿童和成人采矿者都说，家庭贫困是他们到矿场工作的主要原因，而致力于

让儿童脱离矿场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也持相同的说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几乎有三

分之二的刚果（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16 研究人员与一些曾在矿场工作的儿童交谈，他

们说在矿场工作是为了帮补家计。13岁的弗莱德告诉研究人员，由于父母都没有工作，所以只

好在矿场干搜集矿物的工作，帮补家计。他在学校开课时上学，周六到矿场工作，而在假期时

则会从早到晚在矿场。117   

                                                                                                                                                       

111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12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13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14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15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对善牧修女会儿童保护项目经理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16 世界银行关于刚果（金）的网页，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ongo-dem-rep（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6

日） 

117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ongo-dem-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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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卢韦齐市卡苏鲁工作的成年矿工皮埃尔告诉研究人员：  

“家长送他们的孩子去那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如果孩子没有
吃的，就去矿场工作，或者卖小吃/饮料。”118    

15 岁的丹尼告诉研究人员：“我在矿场挣的钱都花在食物上，因为在家里我们没吃。”119 

为本报告受访的儿童说，他们不得不工作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父母付不起学费。刚果（金）

的《儿童保护法》（2009）规定，所有儿童都应接受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120 然而，由于国

家拨款不足，大多数学校每月仍向家长收取一定金额的费用以弥补开支，包括教师工资、校服

和学习材料。121 在科卢韦齐，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研究人员，这笔费用每个月在 1万到

3 万刚果法郎之间（10-30 美元），令许多人无力支付。122 虽然前加丹加省拥有丰富的矿藏，

但上述问题在那里非常普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该省在 2013 年有 170 万名 5 到 17 岁的

儿童失学，123 这一数字是刚果（金）所有省份中最高的。 

研究人员在科卢韦齐市外卡帕塔的马洛湖边遇到弗朗索瓦。他告诉研究人员他的 5 个孩子中有

3 个上学，但当他们无法支付学费时就被逐出学校。其中一个孩子查尔斯现在与他一起在矿场

工作，在有钱时就上午去上学。124   

有些儿童说他们从来没有上学，其他则说在上学前和放学后以及周末和假期工作，以支付学费。

15 岁的丹尼说，他每天放学后在傍晚工作，但在没有挣到足够的钱时就被迫旷课。125 14 岁的

艾迪则说，他在早上 6点开始工作，在 9点前能到达学校。126 他说父母送他去工作“以帮补家

计、缴付学费、买校服和书。”  

由于儿童所从事的工作需要高体力要求，而且在无法向学校缴交学费或其他费用时要中断学业，

因此其学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127 

  

                                                                                                                                                       

11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119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20 刚果（金）《儿童保护法》第 38 条，http://www.leganet.cd/Legislation/JO/2009/L.09.001.10.01.09.htm（检索

日期：2015 年 7 月 16 日）。 

12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上学而不是去矿场：投入资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小学教育》，2013 年 3 月 18 日，

www.unicef.org/education/drcongo_68298.html。 

122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对修女纳塔莉·坎加吉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2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上学而不是去矿场：投入资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小学教育》，2013 年 3 月 18 日，

www.unicef.org/education/drcongo_68298.html。 

124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125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26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27 Dorte Thorsen 教授，《在矿场和采石场工作的儿童：西非和中非的实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2 年。 

http://www.leganet.cd/Legislation/JO/2009/L.09.001.10.01.09.htm
http://www.unicef.org/education/drcongo_68298.html
http://www.unicef.org/education/drcongo_68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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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小学教育 

在科卢韦齐，至少有一家慈善组织目前正推行项目以解决该问题。在卡尼纳地区

（Kanina）一所由天主教会组织善牧修女会办的学校里，研究人员采访了 15 名儿童。学

校同时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宣明会资助。该校教导约一千名在手工矿场工作而

家人又无力供其上学的男女童。学校工作人员走访矿场，劝说儿童去上学。自学校在

2013 年成立以来，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与刚果（金）其他私立或公立学校不同，该校

完全免费，而且每天向所有学生提供一餐膳食。128 经理说这对儿童的家人来说是足够诱

因，让他们不再送孩子去工作，而送他们去上学。  

 

III. 刚果（金）政府未能保护人民

免遭人权侵犯  
 

监管手工采矿方面的漏洞和不足 

正如第1章（背景）所述，《采矿法》（2002）及其规则订明，手工采矿活动只能在无法进行

工业化或半工业化采矿并已获批准的手工矿区内进行。129 《采矿法》也制定了应如何进行手

工采矿活动的最低标准。如果采矿者不遵守这些规则，就有可能会失去执照（采矿卡）。130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是负责监管手工采矿并确保该活动安全进行的政府机构。
131 手工矿区内有该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本应包括提供培训和视察坑道，但如下文所

述，政府针对手工采矿的做法和监管存在重大漏洞和不足。 

 

手工采矿者获批准活动的地区不足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职权仅限于监管在手工矿区内作业的手工采矿者。一名

矿业部的官员解释，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未获准在非正规的手工矿区工作，

因为法律列明在这些地区采矿是非法的。”132 普华永道（PWC）在 2013 年为政府审计该机构

时也称：“根据其职权，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不能在那些未确立为手工矿区的

地区内作出干预，因为那里的采矿活动是非法的。” 133 

尽管如此，刚果（金）南部的采矿带仍缺乏手工矿区，而且大多数采矿活动是在未获批准的地

区内进行。134 根据金沙萨矿业部的一份清单显示，在刚果（金）南部的整个铜矿和钴矿区仅有

                                                                                                                                                       

12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对学校经理帕斯卡尔·布坎吉·卡内盖希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129 刚果（金）《采矿法》：《2002 年 7 月 11 日第 007/2002 号采矿法》，第 109 条，英文版：http://mines-

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130 《采矿法》第 299 条规定，任何参与非法采矿活动的人可被处以相当于 1 万至 25 万美元（以当地货币缴付）的罚

款。第 302 条规定，任何违法购买或出售矿物的人可被处以相当于 1 万至 3 万美元（以当地货币缴付）的罚款。 

131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历史》，http://www.saesscam.cd/SAESSCAM/pages/historique.php（检索

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132 国际特赦组织在刚果（金）的采访，2016 年 1 月 5 日。 

133 《采矿业组织和机构框架审计》，矿业部–PROMINES 项目执行小组，第 35 页，2013 年，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134 国际特赦组织在刚果（金）对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贸易商和采矿合作社代表的采访，2015 年 5 月。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www.saesscam.cd/SAESSCAM/pages/historique.php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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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处手工矿区，其中 26 处在 2014 和 2015 年设立，但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已开始运营。135 负

责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在前加丹加省工作的人士承认，在那里没有足够的手工

矿区容纳手工采矿者作业，但他请研究人员放心，表示政府承诺设立更多的手工矿区。不过，

他警告这会是一个漫长和花费巨大的过程，而且他的机构也缺少资源处理该工作。136   

为本报告受访的采矿者、贸易商、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一些政府官员都认为，手工矿区的数

量不足以支撑大量依靠手工采矿为生的人。现存的手工矿区往往已不再投产，或者难以进入。

例如在科卢韦齐，采矿者目前仅获准在姆托希（Mutoshi）这一处采矿。137 然而，当研究人员

在 2015 年 5 月走访该市时，发现市内和周围地区至少有 10 处正进行未经批准的采矿活动。

政府官员称，在坎博韦没有正常运营的手工矿区，在利卡西则有两处。138  

官员非法向手工采矿者勒索金钱 

虽然大多数手工采矿活动发生在手工矿区以外，但这并不表示政府不知情。采矿者和矿

工合作社的代表都说，国家官员不仅知悉在未授批准地区内发生的采矿活动，而且还从

中获益。他们称，各个不同政府和保安机构的官员限制任何人进出这些矿区，并向采矿

者索取金钱。在其走访之 3 个属于非手工矿区的矿场，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

织的研究人员看到国家工作人员。在卡苏鲁，他们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并被两名没有

穿着制服和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接触，他们自称是负责确保矿区安全的矿警。这些男子

要求研究人员离开该地区，指出外国人不准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走访矿区，而且还

要求研究人员缴付罚款。在卡苏鲁工作的采矿者告诉研究人员，警察检查所有离开该区

的车辆，而他们则必须为每袋矿石给警察钱。139 研究人员观察到，从卡苏鲁到科卢韦齐

市中心的道路上有一所警察局和检查站，运载矿石的车辆会在那里被截停。 

在卡帕塔，包括幼童在内的家庭在一个湖中清洗和清理矿石，研究人员在那里遇到一名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人员, 认为他距离人群很近，所以根本不可能没看

见儿童在工作。在那里清洗矿石的人说每天得向他支付 500 刚果法郎（约 0.50 美元），

以便在那里工作。140 研究人员在坎博韦的一处地区看到妇女和儿童在清洗矿石，那里有

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在场。采矿者和贸易商在多次采访中都说，总统卫队（Garde 

Republicaine）人员也出现在坎博韦的矿区和收购商行。141 这些采矿者和贸易商还说，

国家情报局（ANR）也在矿区派驻人员。一名在不同矿场工作了 20 年的手工采矿者说： 

“总是有矿警、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和国家情报局的人,还有矿业部的
人。当你想把矿物运出矿场时，就得向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付钱，但他们不开付款的收
据。”142 

一名前加丹加省的矿业部官员向研究人员确认，这些包括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

动机构在内的机关都无权从手工采矿者那里收取款项（在矿区被称为“税”）。143 

                                                                                                                                                       

135 参见 http://portals.flexicadastre.com/drc/en/（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8 日）。 

136 国际特赦组织在加丹加省卢本巴西对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负责人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8 日。 

137 刚果（金）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2015 年 5 月。 

138 国际特赦组织对一些政府官员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至 16 日。 

139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苏鲁对采矿者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0 日。 

140 国际特赦组织在卡帕塔对清洗矿石的妇女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141 国际特赦组织在坎博韦对采矿者和贸易商（隐藏姓名）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 

142 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5 日。 

143 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6 年 1 月 5 日。 

http://portals.flexicadastre.com/dr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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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查结果得到其他组织研究的证实。普华永道针对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

机构的审计报告称，非法收税损害了该机构在采矿者之间的名声。144 报告引用了欧盟于

2011 年在科卢韦齐资助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

构非法征收多种税项，包括对运输矿物征税以及对解决矿工冲突收费。145 

南非洲开放社会倡议组织近期一项关于刚果（金）东部手工开采金矿情况的报告得出结

论，称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 

“的设立目的是支援采矿者，但该机构之工作人员的工资偏低甚至往往没有薪水，使他
们勒索“税款”、“征费”和其他“费用”，却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作为回报。政府必须
彻底重整或关闭该机构。”146   

Pact Inc 组织 2010 年一项研究科卢韦齐手工采矿情况的调查发现，只有少数（不足

3%）采矿者正确缴纳合法的税款，但所有人仍经常被非法要求支付“税款”，包括： 

“进出矿场的税项；在矿井中工作的费用；登记矿物的费用；警察费用；采石采矿总公
司的保安费用；以及传统酋长的费用。”147 

证据显示，国家官员非法向手工采矿者勒索金钱，却又对采矿者的不安全作业条件置之

不理，这些作业条件违反了刚果（金）的法律，包括在矿场禁止雇用童工的规定。  

 

缺乏适当的安全和劳动标准 

刚果（金）的《劳工法》（2002）列载了工人所享有的权利，148 包括有关工作时间、工资、

健康与安全方面。该法不容许雇用16岁以下的人员，并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如上所述，刚果（金）的《采矿法》包括一套规则，其中《手工采矿行为守则》就手工采矿者

施加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义务。149 然而，该《守则》在保护其劳工权利方面几近没有任何规

定，仅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简单提供了几点指引，例如禁止使用爆炸物，以及将坑道的深度限制

为30米。150 矿业部官员应当执行这些规则，特别是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人

员。151 正如下文第3章和第4章所述，《采矿法》也设立了关于如何交易矿物的规则。领有执

照的收购商行必须向持有执照的手工采矿者购买矿石，但法律未要求他们询问任何问题，例如

矿物开采的确切地点和开采条件，包括是否有儿童参与。152 

                                                                                                                                                       

144 《采矿业组织和机构框架审计》，矿业部–PROMINES 项目执行小组，2013 年，第 3 页，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145 《采矿业组织和机构框架审计》，矿业部–PROMINES 项目执行小组，2013 年，第 32-33 页，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146 南非洲开放社会倡议组织，《从冲突黄金到非法黄金：刚果手工开采金矿活动的新面貌》，2012 年， 

http://www.osisa.org/other/economic-justice/drc/conflict-gold-criminal-gold-new-face-artisanal-gold-mining-congo。 

147 Pact Inc 组织（2012），第 86-87 页。 

148 刚果（金）《劳工法》，2002 年，www.droit-afrique.com/images/textes/RDC/RDC%20-

%20Code%20du%20travail%202002.pdf（检索日期：2016 年 1 月 7 日）。  

149 刚果（金）《采矿规则》（2003），《手工采矿行为守则》，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检

索日期：2016 年 1 月 7 日）。 

150 刚果（金）《采矿规则》（2003）第 2 条。 

151 刚果（金）《采矿法》（2002）第 14 条：“矿业局负责就安全、健康、作业程序、生产、运输、销售和社会事务

方面，视察和监督采矿活动及采石工作。” 

152 刚果（金）《采矿法》（2002）第 116-117 条。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http://www.osisa.org/other/economic-justice/drc/conflict-gold-criminal-gold-new-face-artisanal-gold-mining-congo
http://www.droit-afrique.com/images/textes/RDC/RDC%20-%20Code%20du%20travail%202002.pdf
http://www.droit-afrique.com/images/textes/RDC/RDC%20-%20Code%20du%20travail%202002.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nnexe_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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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政府表示，目前正着手修订 2002 年通过的《采矿法》，并邀请公民社会和业内团

体提供意见。153 修订草案包含一项关于人权的条款：  

“如果主管当局所写的书面报告涉及某矿区发生违反保护人权、儿童权利或妇女权利之法
律的情况，那么在该矿区开采或出售来自那里的矿物就是非法的行为。”154 

这正好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良机，厘清那些管理手工采矿活动的法律，以确保提供更好的保障。

然而，当局需要在劳动和安全标准方面进一步提供指引，而所有手工采矿者都应遵守这些标准。

不过，如下文所述，各方需要进一步厘清哪一家政府机构将监督相关人士遵守此类标准的情况，

并向手工采矿者提供支援和培训，仅仅一项关于人权的条款实不足以弥补法规方面的严重漏洞。

该国官员对许多手工采矿者所处的危险作业条件置若罔闻，却又同时非法向他们勒索金钱，政

府需要正视并处理该问题。 

 

政府机构缺乏适当监督和执行标准的能力  

劳工部负责确保刚果（金）《劳工法》的有效执行，包括针对童工问题视察工作场所，并确保

这些场所符合健康和安全规则。155  

在前加丹加省，不论是在获批准还是未经批准的采矿区，研究人员从没看到任何劳动监察员监

督手工矿区的例子，原因之一是缺乏能力。2014 年，劳工部仅雇用了 20 名监察员处理前加丹

加省的整个采矿区域。156 刚果（金）南部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解释说：  

“劳动监察员着眼于公司[而不是手工矿区]。每座城市都有一名劳动监察员，但他们所负
责的每个地区都面积广阔，而且无法负担出差的费用。”157 

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美国劳工部所作的评估也指出，劳动监察局缺乏资源，对童工问题的报告也

缺乏监察，跟进不足。158 美国劳工部指出： 

“劳动监察员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人手、设施、通讯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进行监察……
在 2014 年期间，劳动监察员没有接受关于最恶劣形式童工问题的培训…… 劳工部没有系
统追查关于童工问题的申诉，也没有在报告期内保存关于童工调查的记录……公众无法就
童工问题得知有关申诉、监察、传唤和起诉数字的信息。”159 

如上文所述，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是最明确获得授权在手工矿场执行政府规则

的机关。其任务包括：160 

 为采矿者提供培训以及技术与经济协助； 

                                                                                                                                                       

153 Franz Wild，《刚果在面对业内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提交采矿法草案》，2015 年 2 月 11 日，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2-11/congo-submits-draft-mining-code-in-face-of-industry-opposi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154 《采矿法草案》，http://congomines.org/reports/765-projet-de-loi-2015-sur-la-revision-du-code-minier。 

155 刚果（金）《采矿法》（2002）第 187 条。  

156 美国劳工部，《2014 年关于最恶劣形式童工问题的调查结果》，第 4 页， 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

labor/congo_democratic_republic.htm。 

157 电子邮件通信，2015 年 12 月 25 日。 

158 例如参阅 Pact Inc 组织，《打破链条：终止供应由儿童开采的矿物》, 第 12 页，2013 年， 

http://www.pactworld.org/blog/breaking-chain-child-mining-democratic-republic-congo。 

159 美国劳工部，《2014 年关于最恶劣形式童工问题的调查结果》，第 4 页，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

labor/congo_democratic_republic.htm。 

160 《2003 年 3 月 28 日第 047-C/2003 号法令：关于名为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小规模采矿和产矿

公共协助和管理机构的成立和地位》，刚果（金）政府，2003 年， 

http://www.saesscam.cd/SAESSCAM/pages/creation.php。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2-11/congo-submits-draft-mining-code-in-face-of-industry-opposition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2-11/congo-submits-draft-mining-code-in-face-of-industry-opposition
http://congomines.org/reports/765-projet-de-loi-2015-sur-la-revision-du-code-minier
http://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congo_democratic_republic.htm
http://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congo_democratic_republic.htm
http://www.pactworld.org/blog/breaking-chain-child-mining-democratic-republic-congo
http://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congo_democratic_republic.htm
http://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congo_democratic_republic.htm
http://www.saesscam.cd/SAESSCAM/pages/cre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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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矿场至销售点之间的物料流动； 

 确保收取售后税； 

 鼓励设立矿工合作社； 

 提供有关手工矿场保安方面的指引，并确保相关人士遵循指引。               

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在科卢韦齐、利卡西和卢本巴西的官员向研究人员讲述了

该机构为增进工人安全而举办的活动，161 包括训练采矿者如何修建安全的矿场，视察矿场以

确保安全，建立和训练巡逻矿区的警察队伍，并在采矿群体之间发生纠纷时进行调解。协助和

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支持成立矿工合作社，以管理矿区，寻找投资者并协商矿物的销

售。但如上文所述，普华永道在 2013 年为政府审计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时，

猛烈批评了该机构的表现。普华永道表示，该机构没有任何“战略计划”，也缺乏人力资源和

后勤支援，而且其工作人员将从手工采矿者那里收税列为最优先处理的工作。162 目前仍然不

清楚自进行审计后，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来改进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表现。  

 

未能保护儿童免于从事危险工作或保障其接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本章前文所述，刚果（金）国内未经批准的手工钴矿场中普遍存在童工现象。儿童所从事

的工作可能涉及地下作业，运输重物，接触危险物质，以及在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包括长时间

工作，并面临身体虐待的危险。此类工作“……可能损害儿童健康、安全”，构成最恶劣的童

工形式之一。163  

在刚果（金），于矿场中雇用童工是非法的行为。《采矿法》（2002）禁止任何 18 岁以下的

人从事手工采矿活动，164 而《劳工法》（2002）则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165 但如

上所述，刚果（金）政府没有在手工矿场适当地执行这些法律。 

根据刚果（金）的宪法和近期新颁布的一项法律，小学教育理应是义务和免费的。166 然而，

由于国家没有向学校提供足够的经费，加上费用问题和其他经济障碍，令儿童无法接受小学教

育。多家联合国人权监督机构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机构反复呼吁政府，改进教育系统的运

作并确保儿童能接受小学教育。167 例如在 2009 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政府“确保所有儿童

都可平等地免费接受小学教育，包括免交任何额外（非学费）费用”，而且“缔约国应优先改

善小学入学和防止失学问题，以期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168 

                                                                                                                                                       

161 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1 和 15 日。 

162 《采矿业组织和机构框架审计》，矿业部–PROMINES 项目执行小组，2013 年，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163 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3 条(d)款。 

164 刚果（金）《采矿法》第 23 条。 

165 刚果（金）《劳工法》第 3 条，2002 年，www.droit-afrique.com/images/textes/RDC/RDC%20-

%20Code%20du%20travail%202002.pdf。 

166 《刚果民主共和国宪法》第 43 条，另刚果（金）《儿童保护法》第 38 条，2009 年（《2009 年 1 月 10 日关于

儿童保护的第 09/001 号法律》）。  

167 例如参阅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针对直接请求而提出的意见》，1999 年《禁止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刚果民主共和国，2014 年通过，国际劳工大会第 104 届会议公布，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3100:0::NO:13100:P13100_COMMENT_ID:3185795（检索日期：

2015 年 1 月 7 日）；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文件编号：

E/C.12/COD/CO/4，2009 年 11 月 20 日，第 35 段。 

168 儿童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文件编号：CRC/C/COD/CO/2，2009 年 2 月 10 日，

第 66(a)和 81 段。 

http://www.prominesrdc.cd/fr/Rapport/Rapport_Orga_saess.pdf
http://www.droit-afrique.com/images/textes/RDC/RDC%20-%20Code%20du%20travail%202002.pdf
http://www.droit-afrique.com/images/textes/RDC/RDC%20-%20Code%20du%20travail%202002.pdf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3100:0::NO:13100:P13100_COMMENT_ID:318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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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刚果（金）近期在儿童入学比例方面有所改善，但仍是儿童失学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该国失学人数“远高于 200 万”。169 

2011 年，刚果（金）制订了国家行动计划，希望在 2020 年前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170 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强化劳工部，使其能调动更多的监察员，并确保所有 16 岁以下的儿童都

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16岁是该国规定的最低工作年龄。然而，该计划尚未获得政府正式通

过和执行，171 尽管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构建议政府通过和资助该计划作为当务之急。172 

 

刚果（金）违背的国际义务 

刚果（金）是多项国际和区域条约的缔约国，当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

工劳动公约》、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这些条约要

求该国保护人民的工作权和工作条件权、健康权、教育权、适足生活水准权，以及儿童免于从

事危害其健康和安全之工作的权利。  

刚果（金）政府必须确保所有人有权工作、享有公正以及安全与健康的工作条件。173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公约》第6条规定的工作必须是体面的工作。这种工作尊重

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工人在工作安全和报酬条件方面的权利。它所提供的收入能够使工人按照

《公约》第7条强调的那样，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些基本权利还包括尊重工人在从事就业时的

身体和心理健康。”174 委员会重申，各国必须减少经济中非正规行业的工作人员数目，因为

这些人员在该情况下没有受到保护。175 

健康权176 等权利要求政府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并预防、治疗和控制职

业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澄清了各国在职业事故和职业病方面要采取预防措施的义

务。该委员会称，这包括“防止和减少人民接触有害物质的危险，如放射性物质和有害化学物

质，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健康的有害环境条件。此外，工业卫生指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

尽量减少在工作环境中危害健康的原因。”177 委员会阐明，如果政府未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障其司法管辖权下人民的健康权免受第三方侵犯，就违背了保护的义务。“这一类情况包括

                                                                                                                                                       

169 《直接请求》（公约和建议书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2013 年通过，国际劳工大会第 103 届会议（2014）公

布，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 刚果民主共和国（2001 年批准）。 

170 《刚果民主共和国打击最恶劣形式童工现象的国家行动计划》，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MONOGRAPH/94977/111643/F-2051372699/COD-94977.pdf。  

171 国际特赦组织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保护人员的采访。 

172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意见》，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刚果民主

共和国，2014 年通过，国际劳工大会第 104 届会议（2015）公布，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3100:0::NO:13100:P13100_COMMENT_ID:3185704（检索日期：

2015 年 1 月 7 日）。  

17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和第 7 条；《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15 条；《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第 11 条。 

17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工作权利》，联合国文件编号：E/C.12/GC/18，2006 年

2 月 6 日，第 7 段。 

175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工作权利》，联合国文件编号：E/C.12/GC/18，2006 年

2 月 6 日，第 10 段 

176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16 条。 

177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第 12 条）》，联合

国文件编号：E/C.12/2000/4，2000 年 8 月 11 日，第 15 段。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MONOGRAPH/94977/111643/F-2051372699/COD-94977.pdf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3100:0::NO:13100:P13100_COMMENT_ID:318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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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对个人、群体或公司的活动作出规定，使之不得侵犯他人的健康权；[以及]未能保护……

工人的健康受到……行为的伤害”。178 

儿童有权得到保护，从而免于遭受经济剥削或“从事任何可能妨碍或影响儿童教育或有害儿童

健康或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的工作。”179 如前文所述，刚果（金）也是《禁

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之缔约国。该《公约》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禁止

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180 儿童被界定为所有18岁以下的人，181 而“最恶劣形式的童

工劳动”则包括“其性质或是在其中从事工作的环境可能损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
182 所有人都享有受教育权，政府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免费获得义务小学教育。183 

由于刚果（金）政府没有为在未获批准地区作业的手工采矿者设立和执行适当的保障措施，因

此没有履行其保护人民之工作权、工作条件权和健康权免遭侵犯的义务。政府一贯鼓励手工采

矿者从事手工采矿，但却没有适当地承认和保护所有手工采矿者的劳工权利。政府没有设立足

够的手工矿区让手工采矿者在内作业，致使他们只得在未获批准的地区工作。这些作业条件往

往不安全，令他们大量接触化学物，可能危害健康。国家工作人员完全知悉这些未经许可的采

矿活动在进行，而且往往在场。本报告包含的证据显示国家工作人员向手工采矿者勒索金钱，

却同时对矿工不安全的作业条件置若罔闻。政府应尽可能设立更多的手工矿区，并将未获批准

的矿区正规化。若基于安全或其他考虑而不可行的话，政府应支援手工采矿者寻找其他已获批

准的矿区，并协助创造其他就业选择。政府应为所有手工采矿者扩大和执行劳动与安全方面的

保障，并为落实这些保障提供支持。 

政府没有设立适当的系统，监督和执行现有劳工标准，包括针对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

义务教育年龄和最低就业年龄之间持续存在严重差异，增加了儿童最终从事最恶劣形式童工劳

动工作的风险。政府仍未消除妨碍儿童接受小学教育的经济障碍和其他障碍，也未确保所有儿

童都能免费获得义务小学教育。基于以上种种，政府有必要通过和落实国家行动计划，以消除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刚果（金）已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 81 号公约》。该《公约》要求各国备有资源充足的劳动

监察系统，以确保工人得到保障。184  

                                                                                                                                                       

178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第 12 条）》，联合

国文件编号 E/C.12/2000/4，2000 年 8 月 11 日，第 51 段。 

179 《儿童权利公约》第 32 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0 条。刚果（金）也是国际劳工组织《最低

年龄公约》（第 138 号）的缔约国。该《公约》要求政府确保任何 18 岁以下的人不得从事任何其性质或是在其中工

作的环境可能损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 

180 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第 1 条，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82。 

181 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第 2 条。 

182 国际劳工组织，《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第 3 条(d)款。 

18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3 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28 条，《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17

条，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0 条。 

184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监察公约》（第 81 号），1947 年。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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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责：有关公司的
国际人权标准 

无论公司在世界何处运营，都负有尊重人权的责任。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称

“联合国《指导原则》”）185 阐述了该责任。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独立于国家履行其人权义

务的能力和意愿之外，186 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的业务所在国，例如刚果（金），缺乏必要

的监管框架或无法或不愿执行适用的法律来保护人权免遭侵犯，该公司仍须采取积极步骤，确

保其业务尊重人权。  

联合国《指导原则》要求公司“不造成任何伤害”，换句话说即采取积极步骤，确保他们在其

全球业务中不造成或助长侵犯人权行为，并在发生任何侵犯人权行为时作出回应。为“了解并

显示”他们履行尊重人权的责任，公司必须在人权方面恪守职责。这是一项“确定、防止和缓

解人权影响，并对如何处理人权影响负责”的程序。187 该责任延伸到公司的全球矿物供应链

之中。因此，按照目前的国际标准，所有购买钴和含钴元件的公司都必须履行供应链管理的责

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称“经合组织”）提供了一份关于公司应如何尽责的实用指南，188 

其《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石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下称“经合组织《指

南》”）为所有涉及矿物供应链的公司制订了一项包含5个步骤的程序。2010年，34个经合组

织成员国通过了该《指南》，189 而成员国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区域性机构大湖区问题国际

                                                                                                                                                       

185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是由前秘书长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别代表约翰·鲁格（John 

Ruggie）制定，在 2011 年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核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商业与人权：实施

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2011 年），联合国文件编号：HR/PUB/11/04，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186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对第 11 条原则的评论》。  

187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第 15 条（b) 款和第 17 条。经合组织《跨国公司准则》修订版人权章节也反

映了这些原则。自 2011 年起，该《准则》包含了一个人权章节，详细阐述了公司必须尽责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他们

在其全球业务中尊重人权。经合组织《跨国公司准则》（2011 年），http://mneguidelines.oecd.org/text/。 

188 目前，在锡、钽、钨和黄金方面具有详细的补充指南。参阅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石负

责任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第 2 版》，2013 年，www.oecd.org/corporate/mne/GuidanceEdition2.pdf；经合组织，

《委员会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石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的建议》，2012

年，

webnet.oecd.org/OECDACTS/Instruments/ShowInstrumentView.aspx?InstrumentID=268&InstrumentPID=302&Lang=e

n&Book=False。 

189 参见 http://www.oecd.org/corporate/mne/mining.htm。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text/
http://www.oecd.org/corporate/mne/GuidanceEdition2.pdf
http://webnet.oecd.org/OECDACTS/Instruments/ShowInstrumentView.aspx?InstrumentID=268&InstrumentPID=302&Lang=en&Book=False
http://webnet.oecd.org/OECDACTS/Instruments/ShowInstrumentView.aspx?InstrumentID=268&InstrumentPID=302&Lang=en&Book=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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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后来也核可了《指南》。190 9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家亦遵守《经合组织《指南》。191 

最近，中国也承认该《指南》是一项有关尽责地履行矿物供应链管理责任的国际标准。192  

经合组织《指南》受到广泛采用，在在表明了全球日益认可公司在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

采购矿物时应实施负责任的供应链做法。该标准明确适用于那些设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为上

述《指南》准可国和遵守国的公司，和/或在这些国家经营业务的公司。对于那些设在其他国家

和/或在这些国家经营业务的公司，经合组织《指南》可被用来彰显采购矿物的公司可以如何落

实联合国《指导原则》，因为该《指南》阐述的尽责框架与联合国《指导原则》一致。尽管其

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却为公司提供更详尽的指示，说明他们在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开采

或采购时需要采取的步骤，以便在人权方面克尽责任。所有国家，无论他们是否为经合组织成

员国，都应遵循该《指南》行事。如上所述，许多国家已对该《指南》表示支持。  

经合组织《指南》的目的是要确保公司不会从其进行采购的矿场或供应链中任何环节发生的严

重侵犯人权行为牟利，也不助长这些行为。该《指南》亦旨在确保公司在确认和处理人权问题

的行动方面保持透明态度。因此，公司必须能证明他们负责地采购矿物。经合组织《指南》说

明了何谓负责行动，而这根据供应商处于上游（矿场到冶炼厂）或下游（冶炼厂之下的任何供

应商）而有所不同。《指南》的附录载有《供应链示范政策》，列举了公司应注意并准备加以

处理的严重侵犯行为。193 这旨在为公司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194 因此并非是一个详尽

的列表，未必列举了公司可能面对的所有人权风险。 

 

尽责和矿物贸易 

经合组织《指南》适用于涉及矿物供应链中的所有矿物和所有公司，并阐述了公司应采取的 5

个步骤，以确保他们在从受冲突影响或高风险地区采购矿物时，尊重人权并避免为冲突提供资

金。195 经合组织《指南》将尽责界定为“通过持续的主动预见和及时应对的程序确保企业尊重

人权，且不会造成冲突”。  

经合组织《指南》据指适用于所有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指南》将高风险地区界定为 

“……有可能存在政局不稳或政治压迫、制度缺陷、不安全因素、民用基础设施崩溃、以及
广泛暴力活动的地区。通常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存在广泛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国内法律的现
象。”196 

                                                                                                                                                       

190 《卢萨卡宣言》，颁布于2010年12月15日；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

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 http://www.oecd.org/daf/inv/mne/47143500.pdf。 

191 这些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拉脱维亚、立陶宛、摩洛哥、秘鲁和罗马尼亚。参见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mining.htm（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18 日）。此外，经合组织正鼓励那些在印度经

营业务的矿业公司落实经合组织《指南》。 

192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2015 年 12 月 2 日，第 6-7 页，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chinese-due-diligence-guidelines-for-responsible-mineral-supply-chains.htm。 

193 经合组织《指南》，《附录 2：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石全球负责任供应链示范政策》，第 20 页，第 1 条表

示“我们[公司]既不会容忍也不不会以任何方式获利于、帮助、协助或便利……iii）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194 经合组织《指南》，《附录 2：供应链示范政策》，第 20 页，脚注 1。 

195 经合组织《尽职调查指南》，第 3 页。经合组织，《委员会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

石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的建议》，2012 年 7 月 17 日。  

196 参阅经合组织《尽职调查指南》，第 13 页。 

http://www.oecd.org/daf/inv/mne/47143500.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mining.htm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chinese-due-diligence-guidelines-for-responsible-mineral-supply-chai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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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本报告重点提到的刚果（金）南部地区（以前被称为加丹加）属于

“高风险地区”，因为那里存在政局不稳、制度缺陷、不安全因素、在发生侵犯人权时缺乏

保护，以及暴力时有出现等因素。197 

经合组织《指南》阐述了一项包含 5 个步骤、有关供应链责任的实用框架，包括设立坚实的公

司管理系统；确认和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设计和落实应对上述风险的策略；在供应链中确认

的环节针对供应链尽责事宜实施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并公开报告关于供应链尽责政策和做法。
198 

经合组织承认，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公司负有不同的责任。这些公司可分为两类：“上游”

公司和“下游”公司。上游公司包括矿产国的贸易商和冶炼方（即在刚果（金）境内外购买和

加工钴的采购商行和国际贸易商）；下游公司包括所有那些在钴被加工后进行采购，或制造或

出售含钴元件或产品的公司，这包括最终向顾客出售产品的品牌公司。 

经合组织《指南》还包含专门针对锡、钽、钨和黄金（通常被称为“3T 和 G”）行业的详细尽

责指南，特别为上游和下游公司而设。针对锡、钽、钨的补充指南与钴供应链相关，因为这些

矿物都需经过冶炼程序，但黄金则不然。 

 

上游公司的责任 

根据经合组织《指南》，上游公司（如上文所界定）应追踪矿物的来源到开采地，并了解其开

采、交易、处理和出口情况。他们应建立“实地评估团队……在可确定的情况下形成有关受冲

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矿石开采、贸易、处理、出口的可核实的最新可靠信息并进行共享。”199 

上游公司应向其下游客户提供搜集到的信息。 

此外，这些上游公司应采取步骤，确认、评估和处理其供应链中出现的侵犯人权行为。例如，

他们应“支持矿产所在国政府逐步推进手工采矿向职业化、正规化方向发展，最大限度降低手

工采矿者遭受侵权行为影响的风险”。200 

 

下游公司的责任 

下游公司（如上文所界定）应能够追踪到其产品中的钴由哪间公司提炼，但与上游公司不同，

经合组织《指南》不需他们追踪其产品中的钴来自刚果（金）哪个矿场。反之，下游公司应

“对其供应链上冶炼/精炼企业的尽职调查程序进行……分析，并对他们是否遵守 《指南》 提

出的尽职调查措施进行评估”。201 他们之后应采取步骤来缓减任何确认的风险，例如通过与

冶炼方或精炼方合作来改进他们在尽责方面的工作和做法。这些活动可以与业内其他供应商一

起推行，或整个行业采取主动推行，但每家公司仍负责履行其自身的尽责管理措施。 

在应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方面，经合组织《指南》要求下游公司对“最能有效、直接地降低

负面影响风险”的上游供应商施加影响力。202  

 

  

                                                                                                                                                       

197 有关刚果（金）人权状况的评估，参阅联合国大会，《7 位联合国专家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第 3 次联合报

告》，2011 年 3 月 9 日，http://daccess-dds-

ny.un.org/doc/UNDOC/GEN/G11/116/56/PDF/G1111656.pdf?OpenElement。 

198 经合组织《指南》，第 17-19 页。    

199 经合组织《指南》，第 32 页。    

200 经合组织《指南》，第 27 页.     

201 经合组织《指南》，第 33 页。   

202 经合组织《指南》，第 45 页。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1/116/56/PDF/G1111656.pdf?OpenElemen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1/116/56/PDF/G111165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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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所有公司采取纠正行动的责任   

此外，联合国《指导原则》表明，如果公司在经营业务的任何时候没有尊重人权，就有责任为

受害人缓减影响并采取纠正措施。公司一旦在供应链中确认存在人权风险，不仅需要与供应商

终止贸易关系，或禁止买卖来自刚果（金）的钴矿；而是在这一旦发生时，公司本身必须采取

步骤，并取决于情况与其他相关参与者合作，例如其供应商、其他下游公司、国家当局、非政

府组织、国际机构和母国政府，采取行动以确保工人所受的伤害和侵犯行为所影响到的人获得

补救。例如，这意味着与国家当局协调制定行动计划，并在相关时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

协助下，杜绝儿童从事危险工作，确保儿童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为儿童及其家人（如适用）提

供支援。即使公司与供应商暂停或中止业务，仍需继续履行补救的责任。203    

 

将供应链人权尽责纳入法律范畴 

虽然有少数法规要求公司披露来自刚果（金）和邻国的其他矿产情况，但现时世界上没有任何

法律体系要求钴供应链中的公司恪守责任或披露其工作。  

2012年，刚果（金）就锡、钽、钨和黄金将经合组织《指南》纳入国家法律中，从而要求该

国这些矿产供应链中的公司克尽责任。204 选择这些矿产（往往被称为“冲突矿产”）是因为

根据记录，它们和武装团体及加剧刚果（金）东部的冲突有关。205 此外，经合组织也制订了

详细的补充指南，让那些在刚果（金）买卖这些矿产的公司遵循。刚果（金）的法律规定，在

区域性机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做出决定后，名单上可以添加新的矿物，强制要求公司恪守责

任。206  

在钴被添加到该名单之前，刚果（金）境内的钴贸易目前受《采矿法》（2002）监管，这规

定刚果（金）境内所有买卖钴的贸易商都须领有省级政府颁发的有效执照。207 贸易商必须保

存每项交易的记录，记下日期、原产地（城镇名，但不需矿场名称）、卖方的名称，以及购销

矿物的数量、质量和价格。208 他们必须从持有执照的手工采矿者那里采购钴，209 但却不必询

问任何有关矿产开采具体地点或开采条件（例如是否涉及儿童）的问题。然而，法律明显存在

漏洞，因为其没有要求报告或披露此类信息，而这对于确认、防止和缓减与钴开采和贸易相关

的人权风险来说至关重要。  

国际人权法并非仅要求刚果（金）防止其境内发生公司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 

如上所述，经合组织《指南》获所有 34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通过，也得到 9 个非经合组织成员

国和 11 个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核可。中国近期也承认其为供应链责任管理方面的国际

                                                                                                                                                       

203 经合组织《指南》，《附录 2：供应链示范政策》，第 20 页，第 2 条，风险减低必须连同公司在其供应链中纠正

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被一并解读。 

22 《2012 年 2 月 29 日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区域认证机制的第 0057 号部长法令》，

2012 年，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2012 年 2 月 29 日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

施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区域认证机制的第 0057 号部长法令》，2012 年，http://mines-

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 

205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和其他形式财富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2001 年，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

CF6E4FF96FF9%7D/DRC%20S%202001%20357.pdf。 

206 《2012 年 2 月 29 日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区域认证机制的第 0057 号部长法令》，第 2

条，2012 年，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 

207 刚果（金）《采矿法》（2002）第 116-7 条，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208 《2003 年 3 月 26 日第 038/2003 号矿业监管法令》第 250 条，http://mines-

rdc.cd/fr/documents/Reglement_minier.pdf。 

209 刚果（金）《采矿法》（2002）第 116 条，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DRC%20S%202001%20357.pdf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DRC%20S%202001%20357.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Arrete_0057_2012.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Reglement_minier.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Reglement_minier.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deminier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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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尽管该《指南》目前是矿产供应链尽责事宜方面最具指导性的国际标准，但其本身并不

具法律约束力。  

虽然如此，各国仍可以采取步骤，在法律上要求各方遵守经合组织《指南》。关于下游公司如

何处理其矿物供应链，2013 年 1 月出现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10 美国一项被称为《多

德-弗兰克法案》第 1502 条款的法律当时生效，责成某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调查他们的供应链，

以核实其产品中的锡、钽、钨和黄金是否资助刚果（金）及其邻国的武装团体，或加剧那里的

侵犯人权行为。211 这些公司还须为此公开报告。如同刚果（金）的法律一样，此项美国法律

没有涵盖钴等其他矿物，但该法的适用范围可延伸到“国务卿认定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或邻国冲

突提供资金的任何其他矿物或其衍生品。”212 

近期，在2014年10月，经合组织与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便在

中国推广经合组织《尽职调查指南》。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此后公布了自己的自愿性尽责

守则，213 该守则补充了中国其他可用于钴贸易的规管措施。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下

称“《管理办法》”）第 5 条，中国商务部及各省商务部门负责管控中国公司的境外投资，214 

其职能为管理和监督已获准参与境外投资的中国公司之业务活动，包括评估一家公司有否根据

《管理办法》第 20 条的规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215 欧盟目前正考虑立法，要求欧洲的

公司依据经合组织《指南》针对其锡、钽、钨和黄金供应链推行尽责制度。216 

各国除了关于矿产供应链的具体措施外，在域外商业活动方面也负有保护人权的责任。联合国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指明，如果国家能够运用法律或政治手段影响公司等第三方，就

有责任防止这些第三方在国外侵犯人权。217 这些国家一般但并非全部是跨国公司所在或总部

所在的国家（一般被称为“母国”）。该责任的范围近年来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和国际法专家

的工作被进一步界定。218 从本质上说，国家的域外义务要求他们采取措施，防止成立于或总

部设于其司法管辖区内的公司在其他国家造成或助长侵犯人权行为。 

                                                                                                                                                       

210 虽然《多德-弗兰克法案》在 2010 年 1 月获得通过，但公司仅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最终实施规则后，

才需要遵守第 1502 条款，该实施规则在 2013 年 1 月生效。  

211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第 1502 条款，2010 年， 

http://www.cftc.gov/ucm/groups/public/@swaps/documents/file/hr4173_enrolledbill.pdf。 

212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第 1502 条款。 

213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2015 年 12 月 2 日，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chinese-due-diligence-guidelines-for-responsible-mineral-supply-chains.htm。 

214 “商务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

责对境外投资实施管理和监督。”（《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 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15 “企业应当要求其投资的境外企业遵守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劳工

保护、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促进与当地的融合。”（《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 20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角色参阅第 26 和 27 条。 

216 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为尽责的锡、钽和钨及其矿石与黄金（产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进口

商设立供应链尽责自我认证之欧盟系统的条例的建议》，2014 年，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4/march/tradoc_152227.pdf。 

217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5号一般性意见：水权》，2002年，联合国文件编号：E/C.12/2002/11，第

33段。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9号一般性意见：社会保障的权利》，联合国文件编号：

E/C.12/GC/19，第54段。  

218 参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和《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

于商业部门对儿童权利的影响方面国家义务的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第 43 和 44 段；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36 段；另参阅《关于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域外义务的马斯特里赫特原则》，

见 http://www.etoconsortium.org/nc/en/main-navigation/library/maastricht-

principles/?tx_drblob_pi1%5BdownloadUid%5D=23。 

http://www.cftc.gov/ucm/groups/public/@swaps/documents/file/hr4173_enrolledbill.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chinese-due-diligence-guidelines-for-responsible-mineral-supply-chains.ht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4/march/tradoc_152227.pdf
http://www.etoconsortium.org/nc/en/main-navigation/library/maastricht-principles/?tx_drblob_pi1%5BdownloadUid%5D=23
http://www.etoconsortium.org/nc/en/main-navigation/library/maastricht-principles/?tx_drblob_pi1%5BdownloadUid%5D=23


36  “不惜卖命的真相”：全球钴矿贸易的“策动力”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人权侵犯   
 

 
 
国际特赦组织 2016年 1月，索引号 AFR 62/3183/2016 

此类规则应包含下述要求：公司应适当地恪守责任，披露其政策和做法（包括任何确认的风险

以及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并据此采取行动，以上种种明确意在防止公司在任何国家的业务活

动造成或助长侵犯人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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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钴供应链：从矿场
到流入市场的过程
皆没有尽责查证 

“拥有低成本且稳定的钴矿原料供应是钴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 浙江华友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 219 

国际特赦组织就科卢韦齐（包括卡苏鲁和卡帕塔）开采出的钴的全球贸易进行了调查，本章概

述了调查结果，并追查了该矿物从刚果（金）的手工矿场到最终用户之间的可能路线，这些最

终用户包括世界上多个最著名的品牌。本章也研究了该供应链中的公司有否按照国际标准在人

权方面履行责任（参阅第 3 章了解涉及的内容）。本章第 1 节探讨供应链中“上游”公司（即

从矿场到冶炼厂）的情况，第 2 节则研究“下游”公司（即从冶炼厂到最终用户）。  

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人员通过实地研究和佐证，查清了钴供应链的上下游组成部分。研究人员

从专门开采矿石的地点着手，通过访问政府官员、贸易商和采矿者，确认到供应链中的上游公

司。研究人员追踪一袋装在科卢韦齐手工矿场开采到的钴矿石，找到矿物交易市场。由此，冶

炼过的矿物从刚果（金）途径南非一个港口出口到中国。研究人员利用投资者文件、年度报告

和网站资料等公司材料，确认随后发生的事，并查明潜在的下游公司。研究人员致函每家在本

报告中被点名的公司，并在报告中收录了他们的回复（信件摘录收录于附录部分）。 

据国际特赦组织所知，这是首次有机构以这样的方式追踪钴供应链（从矿场到最终用户）流向。

为撰写本报告而进行的研究显示，目前只有极少的资料能将供应链中所有不同的参与者和公司

串联起来。 

 
钴供应链各环节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在前加丹加省所进行的研究，钴从刚果（金）的手工矿场到最终用户公司至

少经过 8 个环节。  

供应链的第 1 环是开采点，涉及到手工采矿者本身。如报告前文所述，成年采矿者之后直接向

持有执照的收购商行出售矿物。为本报告受访的儿童也告诉研究人员，他们将矿物出售给成年

采矿者或小贸易商，那些人之后将产品卖给相同的、持有执照的收购商行。在科卢韦齐，这些

                                                                                                                                                       

219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2014 年 5 月，第 70

页，http://pg.jrj.com.cn/acc/CN_DISC/BOND_NT/2014/05/28/Is00000000000009h43j.pdf。 

http://pg.jrj.com.cn/acc/CN_DISC/BOND_NT/2014/05/28/Is00000000000009h43j.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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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商行多数集中在该市郊外姆松坡的市场。这些持有执照的收购商行随后将矿物售予一些大

型公司。那些公司经营冶炼厂，并出口加工过的矿石。220 

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发现，这些在科卢韦齐的公司中最大的一家是刚果东方国际矿业公司（下

称“刚果东方矿业”）。该公司是总部设在中国之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友钴

业”）的全资子公司，而华友钴业则是世界最大的钴产品制造商之一。221 刚果东方矿业是冶

炼者，因此在加工矿石后才出口给中国华友钴业，华友钴业则在随后再进一步进行加工。222  

根据华友钴业列有其主要客户的公司文件，其出售的钴产品中有大量被用于制造锂离子充电电

池，这种电池为手机、手提电脑和相机等电子装置以及电动汽车提供电力。223 根据其公司文

件，华友钴业向中国和韩国的电池元件制造商出售产品；而这些公司则向电池制造商进行销售，

电池制造商之后再向知名的消费品牌公司出售产品。  

 

I. 上游  
从矿场到贸易商 

研究人员观察到，大多数从科卢韦齐手工矿场开采到的钴是在距该市 15 公里的姆松坡市场交

易。刚果（金）政府在 2013 年设立了该市场，将收购铜和钴的商行从市内建筑林立的地区迁

出，以缓解拥挤问题和减低污染水平。224 这些收购商行获准买卖钴。一名政府官员指出，此

类商行在那里有 200 多家，大多数由中国人拥有。225 除了那些在姆松坡市场的商行外，在个

别矿区附近也有此类贸易商行。226 

摩托车、小巴、汽车、卡车等川流不息，将一袋装的矿石从手工矿场运送到姆松坡市场。国际

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跟着车辆从卡苏鲁的矿区来到市场。研究人员目睹领

有执照的收购商行直接从手工采矿者那里收购矿物。  

在进行调查时，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观察了 4 家收购商行的活动，其

中 3 家在姆松坡，另外一家则在卡帕塔。在姆松坡，研究人员在得到 3 家收购商行的中国所有

者许可后采访了工作人员。227 在每家收购商行内，采矿者排队出售一袋装的含钴矿石。工作

人员给袋子称重，并检测矿石等级，以厘定价格。228 在其中两家收购商行，工作人员记录出

                                                                                                                                                       

220 冶炼钴的公司在供应链中处于关键位置（往往被称为“瓶颈”），这是矿物被融入元件和产品前接受加工的阶段，

一般被认为是公司就矿物以及开采和贸易条件从采矿地追踪到当地供应商（即发生和矿物开采与转移有关的侵犯人权

行为）的最佳着眼点。正如第 3 章所述，冶炼厂本身应能通过采取步骤来确认和处理这部分供应链中发生的侵犯人权

行为，藉以显示他们已负责任地采购矿物。供应链中的下游公司应该可以索阅该信息。  

221 华友钴业，《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9 页，http://www.huayou.com/downloadRepository/eda46c8c-448c-40df-

8efa-a24bcfb76446.pdf。 

222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6 页。 

223 华友钴业，《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另《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7 页。 

224 Le Potentiel，《科卢韦齐：矿石仓库搬出居民区》，2013 年 8 月 6 日， 

http://www.lepotentiel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10:kolwezi-les-entrepots-de-

minerais-deplaces-loin-des-habitations&catid=91:regions（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0 日）。 

225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对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1 日。 

226 研究人员在卡帕塔和坎博韦观察这些商行。 

227 国际特赦组织在姆松坡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28 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采访的所有采矿者和小贸易商都抱怨，说姆松坡和其他地区的收购商

行经常用欺骗手段对他们的产品给予不合理的价格。他们诉说，收购商行在（利用一种名为 Metorex 的机械器具）给

矿石称重和测试等级后自行决定其价值。采矿者和贸易商都抱怨，指出由于自己无法测试矿石的等级或价值，因此无

法质疑收购商行的决定。国际特赦组织无法核实这些申诉的真实性。姆松坡一家收购商行的中国所有者否认欺骗采矿

http://www.huayou.com/downloadRepository/eda46c8c-448c-40df-8efa-a24bcfb76446.pdf
http://www.huayou.com/downloadRepository/eda46c8c-448c-40df-8efa-a24bcfb76446.pdf
http://www.lepotentiel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10:kolwezi-les-entrepots-de-minerais-deplaces-loin-des-habitations&catid=91:regions
http://www.lepotentiel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10:kolwezi-les-entrepots-de-minerais-deplaces-loin-des-habitations&catid=91: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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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者的名字、他们所说的矿物产地，以及矿石的重量和价值。如第 3 章所述，收购商行需要从

持有执照的手工采矿者那里收购矿石，但法律却没有规定他们询问其他问题，例如矿物的确切

开采地点及开采条件，包括是否涉及儿童。229 在其中一家收购商行，工头说他们甚至没有记

录钴矿的开采地点。230   

研究人员在姆松坡走访之 3 家收购商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收购来自科卢韦齐市内和周围所有

不同矿区的矿物。231 在当中一家收购商行，排队出售产品的采矿者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来自卡

苏鲁和姆索诺伊（Musonoie），232 而研究人员正是在这两个地区记录到童工和危险作业条件

的问题。233 卡帕塔的收购商行虽位于姆松坡市场外但在矿区附近，那里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不

知道他们所收购的矿物是由儿童处理，因为这些儿童就在收购商行前面的湖中从事与手工采矿

有关的活动。 

卡苏鲁的采矿者告诉研究人员，他们向姆松坡市场内不同的收购商行出售矿物，这视乎哪一家

给他们“好价钱”。234 在姆索诺伊和其他特许工业化矿区搜集岩石的儿童说，他们不会直接

出售矿石予姆松坡市场和其他地区持有执照的收购商行，而是工作矿区的小贸易商。在儿童出

售钴矿石时，这些小贸易商没有为矿石进行测试或称重，而只是根据他们对质量和重量的估计

而定价。235   

 

刚果东方国际矿业公司 

不同的消息来源确认，刚果东方矿业是科卢韦齐市及其周边手工矿场出产之钴的最大单一买家。

一名在科卢韦齐的矿业部官员说：“刚果东方矿业是巨人。”236 另外一名管理姆松坡一家收

购商行的中国商人则说，刚果东方矿业大得“像美国”。237 刚果东方矿业在姆松坡市场附近

一家仓库的雇员说，该公司每天有 3 到 4 辆卡车将钴和铜矿石从科卢韦齐运到卢本巴西。该公

司的总部设在卢本巴西，还在那里有冶炼业务。238 矿业部的官员还说，在那条路上平均每天

有多达 15 辆卡车，为众多不同公司运载高达 25 吨的钴或铜。239 根据这些来自刚果东方矿业

和矿业部的数字，即至少五分之一运载矿石（来自姆松坡）的卡车是由刚果东方矿业拥有。 

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走访的所有 4 家收购商行的工作人员都说，刚果东方矿业是

他们的客户之一。刚果东方矿业拥有一些颜色独特的橙色卡车，研究人员在姆松坡的市场看到

一袋袋的矿石被装上这些卡车。2015 年 5 月 14 日，研究人员跟着刚果东方矿业其中一辆卡

车，从姆松坡市场回到其距市场仅 5 公里的仓库。刚果东方矿业仓库的一名保安告诉研究人员

                                                                                                                                                       

者，并解释说自从卡苏鲁在 2014 年夏开始开采以来，来自那里的矿石质量明显下降。国际特赦组织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29 刚果（金）《采矿法》（2002）第 116-117 条。 

230 国际特赦组织在姆松坡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31 国际特赦组织在姆松坡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32 国际特赦组织在姆松坡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33 如本报告前文所述，卡苏鲁是科卢韦齐的居民区，自 2014 年起就有人通过非法手挖的坑道来开采钴矿，研究人员

在那里看到儿童劳动。姆索诺依是一个特许工业化矿区，包括儿童在内的手工采矿者非法进入那里，搜集含铜和钴的

岩石。 

234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1-13 日。 

235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236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237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3 日。 

238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239 国际特赦组织在科卢韦齐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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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子里装有钴，并确认卡车是来自姆松坡市场。240 当研究人员要求与仓库经理谈话时，办公

室秘书说他不在，因为他当时正在姆松坡采购矿物。241 

刚果东方矿业的仓库位于往来科卢韦齐和姆松坡市场之间的道路上，仓库外有一个标志牌，宣

传会“以好价钱收购铜和钴产品”。标识牌上写的是法语，显示广告针对的是讲法语的刚果采

矿者或小贸易商，而不是领有执照之收购商行的中国所有者。国际特赦组织为撰写本报告而采

访了一些中国商人，知道这些人都不会讲法语。然而，在发给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封信中，刚果

东方矿业的母公司（华友钴业）否认该标志牌的存在。242 

根据华友钴业公布的投资者文件，刚果东方矿业“在刚果（金）当地矿山企业、中间商或通过

自有采购网点采购原材料”。243 该文件表示刚果东方矿业用现金收购钴，244 然后用卡车将钴

运到卢本巴西。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卢本巴西，还在那里有冶炼业务。 

 

从刚果到中国 —— 华友钴业 

在卢本巴西，刚果东方矿业将低品位钴加工成粗制氢氧化钴，然后再经南非德班中转后海运到

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245 刚果东方矿业之母公司华友钴业的总部设在该省，是华友钴业直

接拥有的全资子公司。此外，华友钴业还在刚果（金）经营几个工业化矿场。公司文件显示，

截至 2014 年为止的过去 3 年，刚果东方矿业为华友钴业提供了钴产品 40%的原料供应。246   

经过加工的钴在抵达中国后会被华友钴业进一步加工成一系列不同的化工产品。247 该公司称

自己是中国最大的钴产品制造商，在世界则位居第三。248  

华友钴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13 年，该公司销售了价值近 15 亿元（2 亿 3,500 万美

元）的钴产品，249 创造了近 2 亿元（3,200 万美元）的利润。250 

华友钴业和中国政府与刚果（金）政府的关联 

华友钴业是一家上市公司，但与中国政府有若干关联： 

虽然华友钴业主要仍由私人拥有，但该公司约 24%的股份是由国有法人持有。251 华友钴

业的第三大股东是中非发展基金，持有 10%的股份。252 这是一家政府基金，支持对非投

资的中国公司。253  

                                                                                                                                                       

240 国际特赦组织在姆松坡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41 国际特赦组织在姆松坡的采访，2015 年 5 月 14 日。 

242 2015 年 8 月 21 日的信件（参阅附录）。 

243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6 页。 

244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9 页。 

245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71 页。. 

246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70 页。 

247 参阅华友钴业，《产品中心》，http://en.huayou.com/products_list.html。 

248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70 页。 

249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14 页。 

250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57 页。 

251 华友钴业，《2014 年年度报告》，第 43 页。 

252 华友钴业，《2014 年年度报告》，第 43 页。 

253 中非发展基金网站主页，http://www.cadfund.com/en/NewsInfo.aspx?NId=48（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6

日）。 

http://en.huayou.com/products_list.html
http://www.cadfund.com/en/NewsInfo.aspx?N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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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向华友钴业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补贴，而国有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则为其

提供保险。254  

华友钴业是华刚矿业公司（Sicomines）的少数股东。华刚矿业公司具有战略重要性，是

刚果国有企业采石采矿总公司和一组中国公司建立的合资企业，主要股东为中国中铁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这两家国有企业。华友钴业在 2008年收购了该合资

企业 5%的股份。255 除此以外，华友钴业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刚果东方矿业与刚果（金）

政府也有关联。通过其“公益活动”，刚果东方矿业向刚果（金）政府支付了几笔款

项，这些款项详列于华友钴业发给国际特赦组织的信件中。256 除了资助加丹加各种基础

设施和慈善项目，刚果东方矿业还在 2011年向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的

竞选活动捐款两万美元。 

 
刚果东方矿业/华友钴业没有尽责 

考虑到在本报告所研究的钴供应链中，刚果东方矿业和华友钴业皆为冶炼方，而且刚果东方矿

业是由华友钴业 100%拥有和管理，因此为了作以下分析的目的，这两家公司被视作一个实体

（华友钴业）看待。   

华友钴业有责任按照国际标准在人权方面克尽职责，明确了解其采购的钴是如何被开采、处理、

运输和交易的（参阅第 3 章）。该公司应能确认开采的地点、人员和条件（包括有否发生侵犯

人权行为或任何形式的非法行为）。公司应设有一套系统，能够确认产销监管链，或追踪供应

链到矿区。这包括查明矿物的动向，例如运输路线。公司也应查看和评估收购商行和其他上游

参与者是否各自尽责。作为冶炼方，华友钴业也应就其尽责管理工作请第三方进行审计，并公

布审计结果。该公司更应采取步骤，处理其在供应链任何阶段（例如在开采阶段）确认发生的

侵犯人权行为。  

华友钴业自 2006 年起在刚果（金）南部收购钴矿，在该国经营规模庞大的业务，人员配备充

足，并至少在 3 座城市（卢本巴西、利卡西和科卢韦齐）设有办事处。手工矿区的作业条件十

分危险，事故频发，且有数万名童工在这些矿区工作，另外刚果（金）政府对手工采矿活动监

管不力，以上种种在近年来都被国际和刚果媒体、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详细记录下来，

正如本报告第 2 章所详述的内容。华友钴业本身曾受到一篇文章的批评。2008 年，彭博新闻

社发表了一篇报道，指称华友钴业购买由儿童开采的钴矿。257   

考虑到这些问题引起极大关注，华友钴业定必知道手工钴矿的恶劣作业条件以及儿童在矿区工

作的问题，也肯定知道钴是需要谨慎处理的物质，因为研究人员注意到刚果东方矿业向自己在

刚果（金）工作的人员发放了面罩、靴子、手套和头盔等保护装备。258  

2015 年 8 月，国际特赦组织致函华友钴业，查询下列问题：  

1. 华友钴业就供应链方面订立了什么尽责政策和程序，以确保刚果东方矿业在刚果（金）
的钴矿采购不涉及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2. 如果华友钴业知悉其供应方和侵犯人权行为有关，采取了什么措施处理 ？ 

                                                                                                                                                       

254 补贴价值在 2011 年为 1,447.01 万元（约 230 万美元），在 2012 年为 1,245.84 万元（190 万美元），在

2013 年为 668.91 万元（100 万美元）。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16 页。 

255 《华刚矿业公司合资协议》，2008 年 4 月 22 日，http://mines-

rdc.cd/fr/documents/convention_jv_gcm_cec_avenants.pdf。 

256 2015 年 8 月 21 日的信件（参阅附录）。 

257 Simon Clark、Michael Smith 和 Franz Wild，《中国让儿童采掘者因挖掘铜矿而死于刚果》，彭博社，2008 年 7

月 22 日，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W8xVLQ4Xhr8（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16 日）。 

258 国际特赦组织存档的照片。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nvention_jv_gcm_cec_avenants.pdf
http://mines-rdc.cd/fr/documents/convention_jv_gcm_cec_avenants.pdf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W8xVLQ4Xh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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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彭博社 2008年报道中有关刚果东方矿业收购儿童在刚果（金）手工矿场中开采之
矿物的说法，华友钴业采取了什么步骤来调查？调查结果如何？刚果东方矿业和华友
钴业的政策和程序是否有任何改变？ 

4. 华友钴业就与其业务相关的侵犯劳工权利和侵犯人权行为风险，以及其采取的预防或
其他应对措施，公开报告了何种信息？ 

5. 刚果东方矿业每年从刚果（金）的手工采矿者采购的钴矿数量和价值是多少？ 

华友钴业在回复中表示，在彭博新闻社发表报道后，他们决定停止直接从采矿者那里收购矿石，
而是仅从领有执照的贸易商处购买（参阅附录中的答复全文）。259 该公司称其对供应商进行
“严格的筛选”，并“合理推断供应商的行为符合刚果（金）政府的相关规定，承担了相应的
社会责任”。该公司更称已为这些供应商制定了行为守则，条款之一包括规定他们确保“在向
本公司供应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雇佣童工。260 

华友钴业还在信中指其“不定期”地走访供应商，考查雇佣条件，而且其工作人员在 2014 年

走访两个矿区时没有发现任何童工。该公司最后称，一些“刚果（金）当地居民”冒用其名义

收购矿物，损害了其声誉。 

不过，该公司没有解释其如何挑选供应商，也没有说明其有否追踪供应链中所有的参与者到矿

区。该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说明其有否争取确保上游供应商进行真正的核查，以确认他们

所购买矿物的确切来源（即矿物产地和参与开采的人员）或开采条件。根据有关供应链尽责调

查的国际标准，华友钴业应进行核查，并采取步骤处理他们确认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然而，

该公司仅制定行为守则，然后称其“合理推断”供应商遵循当地法律和社会责任，这是不足够

的。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源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在 4 间收购商行的观察所得，华友钴业

没有进行此类核查，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处理矿场条件的问题，然而基于上文提到的原因，

该公司肯定知道问题存在。此外，华友钴业在信中没有表示他们有追踪供应链到矿区，也没有

提到视察或处理卡苏鲁等未经批准手工矿区的条件问题，即使其供应商在收购开采于那里的钴

矿。 

简而言之，华友钴业没有按照联合国《指导原则》的要求尊重国际人权；也不管中国五矿化工

进出口商会已承认经合组织《指南》是实行矿物供应链尽责管理的“公认国际框架”，而没有

执行该《指南》建议的 5步框架。261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华友钴业所收购（并在随后销售）的

钴很有可能来自那些儿童从事危险劳动（即最为恶劣的童工形式之一）而且成年工人在不安全

和危险的条件下作业的手工矿场。 

 

II. 下游 
本节研究供应链下游公司的情况，首先从华友钴业供应矿石（经过加工）的公司开始，最后是

产品含钴的知名消费品牌公司。正如前文第 3 章所述，这些下游公司各自负有责任，在管理其

钴供应链时克尽责任，包括通过追查所收购之钴（直接或在产品元件中）的来源到冶炼方，即

华友钴业。 

作为供应链责任的一部分，这些下游公司应各自查证华友钴业有否采取措施，确认产销监管链

和矿物交易及开采条件；下游公司也需应对任何其查明与冶炼方相关的人权风险。国际特赦组

织曾致函本节中点名的每家公司，下文总结了他们的回复，附录则提供了更详尽的内容。 

  

                                                                                                                                                       

259 2015 年 8 月 21 日的信件。 

260 华友钴业，《供应商行为守则》（参阅附录）。 

261 参阅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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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友钴业的电池元件制造商客户和其供应链 

华友钴业自称拥有“覆盖国内市场以及日韩、欧美等主要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262 还在其

《2014 年年度报告》和网站上称，其先进的钴产品正接受三星 SDI 和 LG 化学公司的评测与认

证，这两家均是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商。263  

在 2014 年的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及其《2014 年年度报告》中，华友钴业列出了 3 个最重要的

客户。264 这些都是中国和韩国的锂离子电池元件制造商，包括：265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这是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杉杉”）的
子公司，也是华友钴业钴产品的最大客户，在 2013 年占钴产品销售额的 13.54%，价
值 1 亿 9,743.29 万元（3,200 万美元）。266 宁波杉杉在其《2014 年年度报告》中
称，他们是中国最大的锂离子电池材料供应商。267  

 L&F 材料有限公司（下称“L&F”）：这是一家韩国公司，占华友钴业 2013 年钴产品
销售额的 13.16% ，价值 1 亿 9,200.15 万元（3,100 万美元）。268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巴莫”）：这是一家中国电池材料供应商，
占华友钴业 2013 年钴产品销售额的 13.13%，价值 1 亿 9,148.94 万元（3,100 万美
元）。269 

国际特赦组织分别致函上述每一家公司，请他们确认其是否自华友钴业购买钴产品。270 

- 宁波杉杉没有回复国际特赦组织的信件。  

- L&F 没有直接回复国际特赦组织的信件，但通知他们其中一家客户 LG 化学公司，表示
他们自华友钴业购买了氧化钴。271  

- 天津巴莫通过其两个客户作出回复，否认从华友钴业进行采购。该公司称他们与华友
钴业“无业务往来”，272 然而华友钴业却称天津巴莫在 2011年、2013年和 2014 年
是其钴产品最大的客户之一。273 天津巴莫没有解释为何两者说法有差异，也没有解释
华友钴业为何想在其投资者文件中包含虚假信息。  

                                                                                                                                                       

262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70 页。 

263 华友钴业，《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9 页，以及公司的技术及研发情况

http://www.huayou.com/science/&FrontComContent_list01-

1342677884477ContId=37&comContentId=37&comp_stats=comp-FrontComContent_list01-1342677884477.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 

264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7-68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265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7-68 页。 

266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7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267 宁波杉杉，《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8 页，http://www.ssgf.net/pdf/600884_2014_n.pdf（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268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8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269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8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270 这些信件并向每家公司查询以下问题：1. “贵公司设立有什么政策和做法，来识别和防止在你们的供应链中发生侵

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童工劳动方面（例如你们要求供应商提供的特定保证、检查等）？”2. “如果贵公司过去曾发

现钴供应链中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涉及童工劳动方面，你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处理？”3. “贵公司采取了什么步

骤来公开披露你们的人权尽责政策和做法（例如年度文件或在网站上宣告）？”。 

271 LG 化学公司的来函，2015 年 11 月 13 日（参阅附录）。 

272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1 月 4 日，另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1 月 6

日。 

273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8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http://www.huayou.com/science/&FrontComContent_list01-1342677884477ContId=37&comContentId=37&comp_stats=comp-FrontComContent_list01-1342677884477.html
http://www.huayou.com/science/&FrontComContent_list01-1342677884477ContId=37&comContentId=37&comp_stats=comp-FrontComContent_list01-1342677884477.html
http://www.ssgf.net/pdf/600884_2014_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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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并考虑了这些回复（一家公司没有回复，一家公司确认，一家公司的说法缺乏可信性）以

及上述公司都被列入华友钴业之公司文件的事实后，国际特赦组织得出的结论是这 3 家公司都

可能是华友钴业的客户，因此属于同一钴供应链。  

这 3 家公司（宁波杉杉、L&F 和天津巴莫）向电池制造商出售含钴的电池元件，并在其网站或

投资者文件上列出了电池制造商的名字。这些电池制造商是供应链的下一环，他们也在网站和

投资者文件（在有提供的情况下）中列出了其客户的名字。根据这些信息，国际特赦组织追查

了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潜在参与者，并分别致函这些公司，请他们确认其产品是否包含来自刚果

（金）的钴矿，也询问他们有否从华友钴业和/或被公开确认为其供应商的电池制造商那里进行

采购。国际特赦组织亦请他们在有推行和钴相关之供应链人权尽责程序的情况下，提供有关信

息。至于他们回复的详情，则收录于附录中。 

 

宁波杉杉的潜在客户网络 

在其《2014 年年度报告》中，宁波杉杉列出了下列客户的名字：274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资源，包括 SDI、SONY、BYD、ATL、LISHEN、
BAK 等全球知名企业，并已进入苹果、BENZ 等世界知名企业的供应链。” 

宁波杉杉还在其网站上称，他们“已与三星、LG、索尼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275 然而，该公司没有进一步解释这样说的含意。 

三星SDI是一家韩国电池制造商，隶属于三星集团。276 该公司有许多客户，包括苹果公司，苹

果公司也将三星 SDI 列入其 2015 年最大供应商的名单中。27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比

亚迪”）是中国一家主要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该公司在其网站上称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度和英国。278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新能源科技”）是

香港一家电池制造商。279 中国比克电池股份公司（下称“比克电池”）也是一家电池制造商，

该公司在其网站上称他们供货的公司包括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280 

另一家中国电池制造商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力神”）在其网站上称，其客

户包括苹果、三星、摩托罗拉（由联想集团拥有）、戴尔、惠普、微软、沃达丰、大众和“华

为等国内行业引领者”。281 天津力神也位列苹果公司的最大供应商之一。282 

 

  

                                                                                                                                                       

27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8 页。 

27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关于我们》，http://www.ssgf.net/aboutus.asp（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276 参见三星 SDI 网站主页，http://www.samsungsdi.com/gateway。 

277 苹果公司，《2015 年供应商名单》，https://www.apple.com/euro/supplier-

responsibility/b/generic/pdf/Apple_Supplier_List_2015.pdf（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3 日）。 

278 比亚迪网站主页，http://www.byd.cn/BYDEnglish/groupnews/index.jsp?pageNumber=1。 

279 新能源科技网站主页，http://www.atlbattery.com/about/en/about-1.htm。 

280 比克电池，《中国比克将向一汽-大众汽车供应高功率锂电池》，2012 年 8 月 23 日， 

http://www.bak.com.cn/news_detail.aspx?NewsCateID=21&CateID=21&NewsID=790（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0

日）。 

281 天津力神网站，《公司介绍》，http://en.lishen.com.cn/（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9 日） 

282 苹果公司，《2015 年供应商名单》，https://www.apple.com/euro/supplier-

responsibility/b/generic/pdf/Apple_Supplier_List_2015.pdf（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ssgf.net/aboutus.asp
http://www.samsungsdi.com/gateway
https://www.apple.com/euro/supplier-responsibility/b/generic/pdf/Apple_Supplier_List_2015.pdf
https://www.apple.com/euro/supplier-responsibility/b/generic/pdf/Apple_Supplier_List_2015.pdf
http://www.byd.cn/BYDEnglish/groupnews/index.jsp?pageNumber=1
http://www.atlbattery.com/about/en/about-1.htm
http://www.bak.com.cn/news_detail.aspx?NewsCateID=21&CateID=21&NewsID=790
http://en.lishen.com.cn/
https://www.apple.com/euro/supplier-responsibility/b/generic/pdf/Apple_Supplier_List_2015.pdf
https://www.apple.com/euro/supplier-responsibility/b/generic/pdf/Apple_Supplier_List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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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回复的分析 

如上所述，宁波杉杉将以下公司列为其电池元件的直接买家：三星 SDI、索尼、新能源科技、

比亚迪、梅赛德斯-奔驰（由戴姆勒拥有）、天津力神和比克电池。 

三星 SDI 称，他们与刚果东方矿业或华友钴业没有直接的业务联系，这两家公司也不在三星

SDI 的供应链内。该公司称其与宁波杉杉也没有业务关系。283 不过，三星 SDI 承认，研究人员

确认的另一家公司 L&F（见下文）向其供货。三星 SDI 进一步指出，他们有针对 4 种所谓的冲

突矿物（钽、锡、钨和黄金）推行供应链尽责程序，但没有针对钴的。284 该公司因此得出结

论，表示不知道其产品中钴的来源： 

“事实上，由于供应商不披露信息，而且供应链情况复杂，所以很难追查矿物的来源。因
此，我们不可能确定供应给三星 SDI 的钴是否来自于刚果（金）加丹加的矿场。” 

索尼简短地回函国际特赦组织，285 没有确认或否认其是否从宁波杉杉采购元件。索尼写道：  

“我们重视此问题，并在事实调查过程中。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结果，表明我们
的产品含有来自刚果（金）加丹加的钴。” 

索尼没有就该“事实调查过程”提供任何详情，例如他们有否按普遍国际标准的要求，追查其

产品中的钴来源到冶炼方。索尼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有向冶炼方查询他们是否负责任

地采购钴，即确认和处理人权风险，例如童工问题。在网站上，索尼阐述了其关于锡、钽、钨

和黄金的尽责政策，但没有说针对钴等其他矿物也有采取类似的政策。286 这在在显示该公司

实际上没有设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程序，追查其产品中的钴来源。 

戴姆勒称：“就这一特定情况，我们可以确认没有从刚果（金）或所提到的公司那里直接采

购。”287 戴姆勒指出，他们没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事任何可追踪到矿物或商品来源的采

购活动。”但该公司续称： 

“由于汽车供应链的高度复杂性，我们因而无法确切证实在我们供应链的任何环节中，我
们产品内的钴是否来自该地区或所提到的公司。” 

至于有关矿物供应链的政策，戴姆勒写到他们有定期审议供应商的情况，以“确认我们的供应

链在童工、环保、防止腐败、侵犯结社自由和侵犯人权方面可能存在的持续性风险”，288 但

戴姆勒没有提到有否按照经合组织确立的标准，在矿物供应链管理方面克尽责任。 

天津力神通过其下游客户之一的华为作出回复。289 天津力神称：“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

公司（宁波杉杉的子公司）供应给我司的正极材料未使用来自华友钴业的原材料。”然而，该

公司没有解释其如何能够确认此事。事实上，华友钴业公开把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列

为其 2013 年最大的钴产品客户。290 

被确认为宁波杉杉供应链更下游的公司： 

国际特赦组织向苹果公司查询有关其购买的元件或产品含有由华友钴业加工之钴的问题，但该

公司没有直接回复该问题，291 反而处理关于其尽责政策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该公司写道： 

                                                                                                                                                       

283 三星 SDI 的来函，2015 年 11 月 23 日（参阅附录）。 

284 参阅第 3 章。 

285 索尼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0 月 30 日（参阅附录）。 

286 索尼，《对原材料的责任采购》，http://www.sony.net/SonyInfo/csr_report/sourcing/materials/。 

287 戴姆勒的来函，2015 年 10 月 29 日（参阅附录）。 

288 戴姆勒，《2014 年可持续性报告》，第 65 页。 

289 天津力神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1 月 4 日（参阅附录）。 

290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7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291 苹果公司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2 月 5 日（参阅附录）。 

http://www.sony.net/SonyInfo/csr_report/sourcing/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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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评估数十种不同材料，包括钴，以确认劳工和环境方面的风险，以及苹果带来有
效、可扩展和可持续变革的机会。” 

苹果公司没有解释为何到目前为止没有针对钴设立尽责措施，尤其是与刚果（金）钴矿开采相

关的人权风险已被大量记录的情况下。例如，美国政府自 2009 年起已就刚果（金）钴矿开采

相关的童工问题发出警告。292   

惠普回复说，他们正对其钴供应商“进行调查”。293 该公司写道：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产品和刚果（金）矿场有任何关联。如果发现有关联的话，我
们会采取步骤处理你们所提出的风险。” 

惠普没有解释该调查的内容，又或他们有否按照经合组织《指南》的要求，追踪其元件或产品

中的钴来源到冶炼方。该公司谈及其《供应链社会环境责任政策》，表示该《政策》与联合国

《指导原则》一致，并指其《供应商行为准则》禁止雇用童工，而这已经通知供应商。然而，

该公司没有就儿童权利或其他侵犯人权的问题会如何获得补救（例如在开采阶段）提供任何具

体详情。  

微软确认天津力神是其供应商，但称该公司只是一家小供应商。294 

“我们目前与该供应商[天津力神]签约，要求他们为一款产品的开发项目提供数量极有限
的电池。据我们所知，微软目前出售的任何产品中没有用力神的电池。由于供应量少，天
津力神没有被列入《微软 100 家最大硬件供应商名单》…… 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要求
天津力神[在其网站上] 删除提到微软的字眼，因为那是滥用微软的名字，而且错误地暗
示我们之间有重要的合同关系。力神已遵照了微软的要求。” 

在追查其所购元件和产品中之矿物来源这一更广泛的政策上，微软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没有遵循

经合组织《指南》。微软写道：  

“由于情况复杂和所需动用的资源，我们没有追踪微软产品中所使用之钴到冶炼方一
环。”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微软以此为由没有就刚果（金）的钴供应链管理尽到所需的责任，这是不

能令人信服的，尤其考虑到该公司庞大的规模和资源，以及其对供应商的潜在影响力。    

此外，微软所称天津力神并非其 100 家最大供应商的说法根本无关紧要，因为现行关于供应链

尽责管理的国际标准不限于只要公司供应链中的主要供应商克尽责任。经合组织《指南》建议

那些难以确认上游供应商的下游公司与其他业内成员合作，以求做到这一点。295 另外，作为

一个年净收入超过 120 亿美元的全球品牌，微软很可能有极大的影响力，与力神一起合作改进

其供应链的做法，特别是寻求处理供应链中的严重侵犯人权问题。296 

摩托罗拉的母公司联想称，他们不是天津力神的直接买家，至于华友钴业和刚果东方矿业“也

没有被确认为联想或摩托罗拉供应链中的钴加工商”。297 不过，该公司称，天津力神向其两

家用摩托罗拉品牌名称销售的“第三方商标许可持有者”供应电池。 

联想称他们将： 

“与天津力神和我们的商标许可持有者合作，调查你们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证
实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联想会指示我们的商标许可持有者停止使用天津力神的产品，除非

                                                                                                                                                       

292 美国劳工部，《童工或强迫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名单》，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检索日

期：2015 年 10 月 9 日）。 

293 惠普的电子邮件，2015 年 12 月 17 日。 

294 微软的来函，2015 年 10 月 29 日（参阅附录）。  

295 经合组织《指南》，第 42 页。 

296 微软，《关于微软的资料》，http://news.microsoft.com/facts-about-microsoft/。 

297 联想的来函，2015 年 11 月 10 日（参阅附录）。 

file:///F:/www.dol.gov/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
http://news.microsoft.com/facts-about-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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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到天津力神能证明他们符合联想的要求。我们与商标许可持有者的协议要求他们遵守
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守则》，该《守则》禁止他们使用那些利用童工的供应商。”  

联想没有说明在国际特赦组织联系他们之前，是否知道天津力神的供应链中有任何关于童工的

具体风险。联想虽能在其供应链中追查到天津力神，但却没有阐述他们如何确保其商标许可持

有者遵守其《行为守则》。联想也没有说明其有否按照国际标准（参阅第 3 章），追查矿物来

源到冶炼方。联想称，他们参与业内针对来自刚果（金）的锡、钽、钨和黄金组织的尽责行动，

但未有针对其他矿物。  

沃达丰回复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他们核查了其供应链系统，发现天津力神不是其直接供应商，

而且他们没有使用中国的电池制造商。298  

但该公司也称：  

“在供应链中，冶炼方和出产钴等金属的矿场与沃达丰有几个环节之距，因此我们不知道
产品中的钴是否来自刚果（金）的加丹加，也不知道刚果东方矿业和华友钴业是否在我们
的供应链内加工钴。” 

沃达丰的回复显示，他们没有试图追踪其钴供应商到冶炼方，此举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该

公司将其针对锡、钽、钨和黄金的供应链尽责做法与针对钴的标准（如有此类标准的话）作了

分野。该公司表示，由于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1502 条款没有明确规定将钴的情况纳入

年度报告中，因此无需采用相同的标准。  

这似乎揭示了本报告提到的其他公司所表达的一种更普遍看法，即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就不需

要采取行动，不管经合组织《指南》适用于所有来自受冲突影响或高风险地区的矿物，也不顾

经合组织对此已作出了澄清。  

大众汽车确认其与比克电池没有“互动”的关系，但与天津力神则有关联。299 大众汽车写到

其联系了天津力神，但天津力神否认他们是以国际特赦组织所描述的方式获供货： 

“我们的供应商否认你们信中所描述的供应链情况。据我们所知，我们电池中的钴不是来
自刚果（金）。” 

在其回复中，大众汽车没有表示他们有采取其他步骤来核实天津力神的否定说法，也没有提到

按国际标准的要求作出其他行动追踪钴供应链到冶炼方以及天津力神以外。 

大众汽车补充说，其“可持续供应链内部管理系统”没有发现钴供应链中有侵犯人权行为。该

公司虽有提及尽责措施，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详情，说明采取了什么步骤来评估、确认和处理与

钴相关的人权风险，因此难以确定大众汽车如何得出这一结论。 

在信中，大众汽车也提到其冲突矿物政策，主要与锡、钽、钨和黄金的开采以及其为冲突提供

资金的风险有关，然而政策中并未明确提及钴。不过，该政策表示： 

“大众汽车连同其他公司与贸易协会欢迎加强原材料行业透明性的主张，这对于生产国的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这反映了商界承认钴供应链管理需要更高的透明性，不过，大众汽车虽在其矿物供应链中推行

尽责调查以确认实际人权风险，却没有披露任何具体详情。 

新能源科技、比克电池、比亚迪和戴尔均没有回复国际特赦组织。  

 

  

                                                                                                                                                       

298 沃达丰的来函，2015 年 10 月 29 日（参阅附录）。沃达丰在其随后发的后续电子邮件中，澄清“我们没有从中国

公司采购电池。沃达丰补充说他们没有察觉到沃达丰品牌的装置有采用这些电池。”沃达丰的电子邮件，2016 年 1

月 12 日。 

299 大众汽车的来函，2015 年 12 月 18 日（参阅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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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材料公司的潜在客户网络 

该公司的首席执政官李奉原（Lee Bong-won）在 2014 年 10 月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他们向

三星 SDI、LG 化学公司以及日本、北美与欧洲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提供电池材料。300   

 

对公司回复的分析 

LG 化学公司确认华友钴业是其“第二级”供应商，而且“向我们的正极材料供应商之一 L&F

供应氧化钴的华友钴业从刚果东方矿业那里购买精炼钴和粗制氢氧化钴。”301 

LG 化学公司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们要求 L&F 联系华友钴业，以确认国际特赦组织和非洲资

源观察组织的研究结果，并通知 LG 化学公司其为防止“进一步出现问题”而采取的步骤。LG 

化学公司补充说： 

“我们在讨论是否有需要与第三方调查员一起自行视察加丹加钴矿区。如果我们通过视察
确认侵犯人权的风险非常高和严重，将考虑采取广泛有效的行动来制止侵害行为，例如与
那些从此类矿场采购钴的供应商暂停或中止业务。” 

国际特赦组织欢迎 LG 化学公司回复将进行视察，但该公司有必要在终止任何合同关系前，积

极采取步骤来处理童工和其他侵犯人权的问题。  

与其他公司一样，LG阐述了其针对锡、钽、钨和黄金的所谓“冲突矿物”政策，但对于钴等其

他矿物则没有类似的尽责管理系统。   

三星 SDI回复说，L&F供应给他们的正极材料源于一家日本公司，而不是华友钴业。302 然而，

该公司没有解释如何得知该信息，也没有说明有否采取行动，以进一步追踪该供应链到冶炼方。

L&F 没有直接回复国际特赦组织的来信。如上所述，三星 SDI 称由于供应链的复杂性，“我们

不可能确定供应给三星 SDI 的钴是否来自刚果（金）加丹加的矿场。”  

三星 SDI 亦否认与华友钴业有任何业务关系。 

苹果公司将三星 SDI 和 LG 化学公司列为 2014 年的主要供应商，303 有关该公司致国际特赦组

织的回复可参见本节前文的内容（参阅关于宁波杉杉的客户部分）。 

  

天津巴莫的潜在客户网络 

根据一份 2010 年的投资者文件，天津巴莫最大的客户是比亚迪、天津力神和光宇集团（下称

“光宇”）。304 如上所述，比亚迪和天津巴莫也都是由宁波杉杉供货。305 光宇是一家中国电

池制造商，其网站称其主要客户是手机制造商，例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中

兴通讯、OKWAP 和国虹通讯。306 

 

  

                                                                                                                                                       

300 韩国《中央日报》，《L&F 材料公司在充电电池领域挺进》，2014 年 10 月 6 日， 

http://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x?aid=2995702。 

301 LG 化学公司的来函，2015 年 11 月 13 日（参阅附录）。 

302 三星 SDI 的来函，2015 年 11 月 23 日（参阅附录）。 

303 苹果公司，《2015 年供应商名单》。 

304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2010 年，第 105-106 页，

http://www.p5w.net/stock/ssgsyj/zqgg/201003/P020100312823643990756.pdf（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9

日）。 

30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9 页。 

306 光宇网站，《关于光宇》，http://www.cncoslight.com/English/company.asp（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1 日）。 

http://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x?aid=2995702
http://www.p5w.net/stock/ssgsyj/zqgg/201003/P020100312823643990756.pdf
http://www.cncoslight.com/English/compan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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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回复的分析  

中国通讯业的巨头华为确认，光宇和天津力神都是其供应商。307 在收到国际特赦组织的来信

后，华为回复说已联系这两家公司，询问关于采购钴的情况。光宇和天津力神都答复说他们的

供应商天津巴莫称其与华友钴业“无业务往来”。  

华为没有提供任何详情，说明其采取了什么步骤来核实该信息。同样地，光宇也没有说明采取

了任何独立步骤来确认和核实其冶炼方，包括其钴供应链是否包含华友钴业。天津巴莫的说法

与华友钴业的陈述互相矛盾, 包括华友钴业在最近的年度报告将天津巴莫确认为其 2014年钴产

品最大的买家之一，并详述了交易规模。308 国际特赦组织总结认为，天津巴莫在没有进一步

证实的情况下，否认与华友钴业有联系的说法缺乏可信性。  

华为没有说明设有符合国际标准的供应链尽责政策。该公司没有提到钴，并称：“从 2002 年

起，华为陆续向供应商发布了禁止采购钽、锡、钨、金等冲突矿物的规定。” 

OKWAP 的所有者英华达回复称，该公司没有从光宇进行采购。 

国虹通讯和中兴通讯则没有作出评论。 

 

总体结论：下游公司的钴供应链尽责管理做法 

根据普遍的国际标准，在产品中使用来自刚果（金）的钴的公司应负责任地采购该矿物，为此，

他们应知悉并处理与钴开采和贸易相关的风险。在刚果（金）的钴开采方面存在许多警号，而

同时间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钴却开采于那里的高风险地区。此外，儿童在这些手工矿区工作的

问题以及开采钴普遍涉及危险的作业条件等已被报道多年。309 

“下游”公司本应并持续针对其钴供应链管理恪守责任，包括追踪其供应商到冶炼方。他们在

应对已确认的风险时，也应处理冶炼方的尽责做法问题（在此情况下是指华友钴业）。这些下

游公司的应对方式取决于其在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那些对华友钴业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例

如有影响力的大公司或在供应链中较接近华友钴业的电池元件制造商——为此负有更大的责任

来施加影响力。310 他们也可以与业内其他公司一起或通过业内计划来采取行动，但公司仍各

自负责履行其自身的尽责管理措施。  

在发给国际特赦组织的信中，大多数公司提到其有关责任采购的内部政策。他们称重视人权问

题，其中许多还提到要求供应商尊重人权而且不雇用儿童。然而，他们却没有提供任何详情，

说明采取了什么具体调查和核查措施，以确认和处理其钴供应链中的童工问题。许多公司称，

他们参与了“电子行业公民联盟”（EICC）这行业计划，该联盟制订了一套行为守则。311 然

而，国际特赦组织所联系的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说他们在收到我们的信之前有联系过华友钴

业，也没有一家称他们在收到我们的信之前有寻求对其钴供应链实行尽责管理，或追查其产品

中钴的来源。  

这些公司中有许多称，他们对供应链中雇用童工的问题采取零容忍政策。其中有些公司提到，

他们在合同中要求直接的供应商确保他们遵守此类禁止规定，其他则提到在发现工厂雇用童工

的情况下，公司在协助儿童复学和/或提供经济支持方面制定了具体条款。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

详情，说明在刚果（金）的钴供应链方面有否执行这些政策，也不清楚如果发现儿童在矿区而

不是在工厂工作，那么公司会采取什么补救措施。312 这在在显示了这些政策在执行方面存有

                                                                                                                                                       

307 华为的来函，2015 年 11 月 16 日（参阅附录）。 

308 华友钴业，《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第 68 页，另《2014 年年度报告》，第 12 页。  

309 例如 Orla Guerin，《刚果（金）的儿童矿工憾事》，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6 年 6 月 12 日， 

http://news.bbc.co.uk/1/hi/5071172.stm（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9 日）。 

310 经合组织《指南》，第 44 页。 

311 电子行业公民联盟，《行为准则》，http://www.eiccoalition.org/standards/code-of-conduct/。 

312 参阅《公司回复表》。需注意的是，公司回复没有明确处理关于危险作业条件的问题。  

http://news.bbc.co.uk/1/hi/5071172.stm
http://www.eiccoalition.org/standards/code-of-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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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漏洞，尤其是考虑到公司可能已经采购了经由侵犯儿童和成年采矿者的人权而开采得来的

钴矿。  

只有苹果和微软称已主动采取了步骤来处理刚果（金）南部手工矿场的人权问题。在苹果的案

例中，这发生在早期阶段，该公司“目前在评估数十种不同材料，包括钴，以确认劳工和环境

方面的风险，以及苹果带来有效、可扩展和可持续变革的机会”。微软则称，他们已在资助一

个处理刚果（金）南部手工矿场童工等侵犯人权问题的组织。  

微软指出，在供应链追查矿物来源到冶炼方的方面，实际上“通过我们供应链的多个环节来追

查钴等金属的来源是极为复杂的”。微软写到，设立这样一项机制需要“很大程度的垂直和跨

行业合作”。然而，该公司没有进一步提供详情，说明他们实际上如何试图追踪供应链的流向。

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显示，相对于许多公司针对锡、钽、钨和黄金而着手制定的供应链尽责措

施，钴并非较困难。事实上，本报告所进行的研究显示，钴贸易更为集中，因为许多的钴也是

从刚果（金）采购得来的。   

在华友钴业的供应链中，大多数我们所确认、面向消费者的公司在全球都有业务往来。对他们

来说，针对所有矿物的供应链尽责管理要求（如经合组织《指南》所阐述）并非新鲜事物。此

外，其中有许多公司在美国上市，因此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1502 条款的约束，需要核

查其产品中的某些矿物（锡、钽、钨和黄金）有否助长刚果（金）或周边国家的冲突或侵犯人

权行为。313 故此，他们已经就锡、钽、钨和黄金的供应链设有专门的尽责政策。而尽管经合

组织《指南》适用于所有矿物供应链，这些公司目前很明显没有在锡、钽、钨和黄金以外落实

经合组织的 5 步尽责程序。  

例如，沃达丰在信中写道：  

“要注意的是钴不是冲突矿物报告（《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502条款规定某些公司要提
交的报告）中涵盖的矿物之一，因此不如上文提到的其他矿物般受到相同程度的尽责要求
所制约。” 

三星 SDI 在信中写道： 

“公司调查了钴的原产国，而钴并不在冲突矿物目前的名单上。尽管如此，事实上，由于
供应商不披露信息，而且供应链情况复杂，所以很难追查矿物的来源。” 

苹果称，在冲突矿物（其定义为锡、钽、钨）方面，该公司 

“……采取超出法律规定的行动，以求在刚果（金）和周边国家进一步推动变革。我们向
几个项目提供大量资金和战略指导，这些项目正增加那些在无冲突渠道中工作和通过这些
渠道出售矿产的登记矿工的数目；向采矿社区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支援；为小规模采矿者
制定最佳做法，以增加其生产力和改善健康与安全；并改进从矿场到冶炼方追查矿物来源
和交易矿物的手段。” 

然而，该公司却没有阐述任何有关钴的同等项目。 

虽然刚果（金）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钴来源国，而且其手工矿场的作业条件恶劣，儿童在这些

矿场工作的问题更是人所共知，但我们收到的回复却显示，在购买钴或含钴产品的下游公司中，

仅有极少在采取步骤，以求尽到最基本的责任。 

 

母国规定公司在钴供应链方面保持透明的角色从缺 

那些跨国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包括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应真正发挥作用，在钴供应链相

关的工作方面要求公司保持透明，然而本报告的研究揭露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明显的漏洞。

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法律上规定公司要公开报告其钴供应链的情况。结果，这些

公司可不受监察，在钴供应链发生童工等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下继续牟利。 

                                                                                                                                                       

313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包括苹果、戴尔、惠普和微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第 1502 条款，

2010 年，http://www.cftc.gov/ucm/groups/public/@swaps/documents/file/hr4173_enrolledbill.pdf。 

http://www.cftc.gov/ucm/groups/public/@swaps/documents/file/hr4173_enrolledbi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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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发现在钴供应链内追查参与者方面有信息相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公开数据显示世界上

的钴大多来自刚果（金），并用作锂离子电池材料；但另一方面，在国际特赦组织所联系并于

报告中被指认的公司中，大部分都否认从刚果（金）及/或华友钴业采购钴矿，而华友钴业不论

在该行业或刚果（金）国内也具有相当规模。尽管公开查阅到的信息确认这些公司为供应链的

一环，但他们仍然予以否认。然而，在缺乏任何法律条文规定这些公司须透露达成这些结论

（即与童工、刚果（金）钴矿或华友钴业没有任何关联）之依据的情况下，国际特赦组织无法

独立判断或质疑这些论断或说法。由于缺乏透明性，处于供应链最底层的人并未能改善困境或

实现获得补救的权利。他们的人权受到侵犯，但公司却仍然可以继续牟利。 

就钴而言，要在确认开采地点、开采和交易条件以及监管链（涉及的参与者）方面令公司做到

透明公开，就需要通过法律的制定，这将有助于将犯下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其供应链中持续

发生雇用童工等侵犯行为的公司）的负责者串联而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公司的回复显示，有需要以法律规范他们根据国际标准就其供应链的管理克尽责任并透露有关

做法。许多被联系的公司在美国上市，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1502 条款的约束，需要针

对锡、钽、钨和黄金推行与经合组织同等级的尽责程序。结果，公司就这 4 种矿物订立了专门

的供应链尽责政策，但对于钴却划下分界线。其中一家公司甚至说因为钴不是第 1502 条款涵

盖的矿物，因此不需要遵循与经合组织同等级的尽责程序，此举无视了经合组织本身已表明

《指南》适用于所有矿物供应链的事实。许多公司承认这点，削弱了法规让公司就其他采自受

冲突影响或高风险地区的矿物实行和透露这些做法的重要性。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有责任保护人民免遭商企等所有行为体的人权侵犯。其中，政府需要制

定并执行法律，规定公司尊重人权；建立推动公司尊重人权的监管环境；并向公司提供关于其

所应尽之责任的指引。314 要有效达到这些目标，公司所在国和母国应通过法律，规定公司在

从受冲突影响或高风险地区开采或采购钴和其他矿物时，必须恪守责任并披露有关信息。  

                                                                                                                                                       

314 联合国《指导原则》，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第 1、2 和 3 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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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刚果（金）政府由于没有为在未经批准地区作业的手工采矿者设立和执行适当的保障措施，因
此未能履行其义务，保护人民的工作权、工作条件权和健康权免遭侵犯。在考虑到安全和政策
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可能设立更多的手工矿区，并将未经批准的矿区正规化；若不可行的话，
政府应支援手工采矿者寻找其他已获批准的矿区，并协助创造其他就业选择。政府应向所有手
工采矿者扩大和执行劳动和安全方面的保障，并为落实这些保障提供支援。 

政府没有设立适当的系统，监督和执行现有劳工标准，包括针对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

义务教育年龄和最低就业年龄之间持续存在严重差异，增加了儿童最终从事最恶劣形式童工劳

动工作的风险。政府尚未消除阻碍儿童接受小学教育的经济障碍和其他障碍，未能确保所有儿

童都能免费接受义务小学教育。政府有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通过和执行国家行动计划作为当务

之急，藉以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在谈到于刚果（金）经营业务的公司以及/或其供应链包括由儿童和成人于作业条件危险的刚果

（金）手工矿场开采钴的公司时，本报告亦显示这些公司的总部所在国明显工作不力。作为华

友钴业的总部所在国，中国政府应立即就本报告提出的问题联系该公司，确保他们处理其钴供

应链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并弥补人们遭受的伤害。    

美国、韩国和许多其他本报告指认为公司总部所在的国家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他们至少应在

钴供应链的做法方面要求公司提高透明性。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法律上规定公司

就其钴供应链管理的工作公开报告。各国有需要颁布法规，在确认开采地点、交易条件和产销

监管链（涉及的行为体）方面建立透明性。透明性将有助于实现更大的目标，串联那些对侵犯

人权行为（包括供应链中发生或曾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负责的人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保护人民免遭所有行为体的人权侵犯，包括通过其全球业

务造成侵犯行为的商企。其中，所有政府都有需要颁布和执行法律，规定公司在涉及钴和其他

矿物方面的工作须恪守责任与公开披露信息。  

公司应克尽责任，并公开披露其如何尽责。如果公司在经营业务的任何阶段没有尊重人权，就

有责任为受害者缓减伤害，并采取纠正措施。此举需要公司一旦在供应链中发现人权风险后，

不仅仅是与供应商终止贸易关系，或仅抵制买卖刚果（金）的钴。如果在现有或过去的供应链

中任何环节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公司就必须与供应商和国家当局等其他相关的参与者合作，采

取行动弥补人权遭侵犯的人所受到的伤害。  

 

对刚果（金）政府的建议 

建议矿业部 

- 在可进入和可产矿的矿区新设获批准的手工矿区。通过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
动机构的支持，透过设立矿工合作社让采矿活动正规化； 

- 在考虑到安全和政策的情况下，尽可能将未经批准的矿区正规化。若不可行的话，则
协助手工采矿者转移到已获批准的手工矿区并/或寻找其他就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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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手工采矿者（包括在未经批准矿区作业的）提供安全装备，例如靴子、头部保
护装具和适当的面罩； 

- 优先考虑通过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为那些在未经批准矿区作业的手
工采矿者提供技术支援以及健康与安全培训； 

- 确保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矿活动机构有权和具足够的资源，为所有手工采矿者
（包括在未经批准矿区作业的）提供技术和其他支援。  

建议劳工部 

- 杜绝儿童从事手工采矿，并与性别、妇女和儿童部以及教育部合作颁布措施，满足儿
童在健康、教育、经济和身心方面的需要。确保儿童重返校园的活动与社区内的创收
机会一致； 

- 确保劳动监察员有足够的资源和培训，以便在手工矿区监督和执行劳工法，并处理最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问题； 

- 有系统地搜集和监察下列各项：有关童工问题的申诉；所进行之视察、下达的传唤、
进行的起诉和执行的处罚类别和次数，并公布信息； 

- 与卫生部合作，为手工采矿者设立健康监测和治疗服务，以评估和治疗职业病。 

建议教育部 

- 按照总统卡比拉2010年颁布的法令，消除儿童在接受小学教育方面的经济障碍和其他
障碍，并提供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 

- 让那些因从事手工采矿而中断学业的儿童重返校园。 

建议司法部 

- 调查关于官员非法向手工采矿者勒索金钱的报告。有关当局必须依据国际公正审判原
则，起诉那些涉嫌犯下侵犯行为的人，并须颁布预防措施来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建议国会和总理 

- 将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修改为 16 岁，使其与最低就业年龄一致； 

- 修订《采矿法》和《采矿规则》，以包含适当并适用于所有手工采矿者的劳动和安全
标准； 

- 修订《采矿法》，规定所有收购商行针对其从手工采矿者那里收购的钴和其他矿物实
行人权尽责，并在发现恶劣作业条件时，转介手工采矿者去协助和监督手工与小型采
矿活动机构寻求协助； 

- 全面落实《打击最恶劣形式童工现象的国家行动计划》，并为其配备足够资源；  

- 批准国际劳工组织 1981年第155号《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1995年第176号《矿
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 在有必要情况下寻求国际协助和合作，包括技术合作，以落实这些建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审议华友钴业的供应链尽责程序，以评估其在确认、防止和缓解人权风险的措施是否
充分； 

- 关于《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o 修改第 20 条，在公司义务的清单中加入“在所有业务活动中尊重人权”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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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参考第 24 条颁布政策，要求自受冲突影响或高风险地区开采、加工、交易、
运输或使用矿产的公司，披露其在业务活动中所采取的人权风险管理和缓解这
些风险的步骤。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5 条第 1 段，在关于中国公司的法定义务方面加入
“在所有业务活动中尊重人权”的内容。 

建议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 要求包括华友钴业在内的中国公司，遵照经合组织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指南所
阐述的 5 项步骤，设立程序推行供应链尽责管理，并要每家公司就其在业务活动中管
理和缓解人权风险方面，公开报告所采取的步骤； 

- 与公司、审计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针对钴和其他矿物资源（钽、锡、钨和黄金以
外）制订审计规程和标准。 

 

对其他交易或采购钴之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建议 

- 在法律上规定公司就其供应链管理推行人权尽责程序，并依据国际标准公开报告他们
在这方面的政策和做法； 

- 为刚果（金）政府提供国际合作和援助，以支持其向所有手工采矿者扩大保障并杜绝
儿童从事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工作。 

 

对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 

- 根据经合组织《指南》，在矿物名单上添加钴，要求包括刚果（金）在内的成员国强
制推行人权尽责程序； 

- 呼吁成员国根据国际标准，在法律上规定公司就其矿物供应链管理推行人权尽责程序，
并公开报告有关政策和做法。 

 

对经合组织的建议 

- 呼吁各国根据国际标准，在法律上要求公司就其矿物供应链管理推行人权尽责程序，
并公开报告有关政策和做法； 

- 要求各国报告其为确保落实经合组织《指南》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公开披露的要求以
及公司的遵守情况。 

 

对公司的建议 

对所有从事钴矿交易之公司的建议 

- 就钴和其他矿物的供应链管理推行尽责政策和做法，并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包括如何
在全球业务活动中确认、防止和处理人权风险；   

- 如果供应链关系中的任何环节发生侵犯人权情况，就与其他相关参与者合作，采取补
救行动。修改有关尽责管理和其他方面的政策，阐明在开采点、矿区本身和供应链的
任何其他环节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下，公司将会采取什么纠正措施（这些措施不
应仅限于针对供应商的工厂）。   

建议华友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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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当局、国际机构和公民社会合作采取行动，弥补向公司出售矿石的成年和儿童
手工采矿者所遭受的伤害，当中包括制定和执行计划，以杜绝儿童从事最恶劣形式的
童工劳动，支持他们重返校园，并满足他们在健康、教育、经济和身心方面的需要； 

- 通过其全部业务活动处理人权风险，特别着眼于在其全资子公司刚果东方矿业的钴供
应链中消除侵犯人权情况； 

- 遵照经合组织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指南所阐述的 5 项步骤，推行供应链尽责管

理，其中包括让公司有能力确认矿物的开采地点、产销监管链情况和交易条件； 

- 公开披露在业务活动中为管理和缓解人权风险与人权侵犯所采取的步骤。 

 

建议华友钴业的下游公司： 

- 根据国际标准，就钴供应链管理推行尽责程序并公开披露有关做法，包括如何确认冶
炼方及其尽责做法。 

- 与冶炼方和国家当局等其他相关参与者合作采取行动，对在现有和过去供应链关系任
何环节中人权遭受侵犯的人所受的伤害作出补救，其中包括确保制定和执行计划，以
杜绝儿童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支持他们重返校园，并满足他们在健康、教育、
经济和身心方面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