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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社会认证： 劳工权利监管的政策工具创新

———以苹果公司供应链企业审核为例
黄　 岩

【摘要】社会认证是西方国家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在买家
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下，区别于传统的国家立法和工会团结两种保护工具，
社会认证模式基于消费者的良心选择，以点名和羞辱为斗争策略对跨国品牌商
进行监督。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社会认证监管模式的批评在于它是品牌公司
的公关行为，是基于消费者和市场压力下品牌公司的道德重构运动。论文基于
苹果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文本，分析认证体系对劳工权益保护的促进作用，并
回应海内外学者对认证监管模式的质疑。论文认为，社会认证作为一种全新的
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嵌入性的过程，认证监管填补了传统国家和政
府监管的空白，它与中国的立法进步、政府行政力量的加强以及工会的倒逼转
型和ＮＧＯ的成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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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会认证是指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创建一套认证标准要求品牌商及其
供应链企业遵守，通过公众的道德消费和媒体的点名羞辱等方式向血汗工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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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力，从而促进劳工权益保护。传统的劳动管制将政府视为监管中心和主体，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主体
应该包括在一个庞杂的政策网络之中。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强制、命令、权
威、等级与市场、信息、交换、志愿、谈判等一起成为关键词。伴随着全球化
的到来，工人议题重新成为全球学术和政策辩论的焦点议题，资本快速流动和
代工产业全球蔓延催生了全球生产体系下的血汗工厂现象。传统的劳动管制的
政策工具如政府立法和行政监管以及国际组织合作受到严峻挑战，威权体制下
工人的自主运动受到严格限制。

按照政策工具类型学划分，社会认证属于自愿性政策工具。社会论证从跨
国公司制订生产守则开始，如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等公司都曾经制定过自
己的生产守则来约束代工客户。后来，覆盖全行业的生产守则如电子行业行为
准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ＩＣＣ）和跨行业的通用生产守则如
ＳＡ８０００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８０００，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兴起，守则监管结束
了混乱局面。１９９０年代末期，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呼声越来越大，美国公平劳动
协会（Ｆａｉｒ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ＬＡ）代表了第三方独立监管力量，这些监管工
具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立法保护和工会自主团结，通常被称为社会认证、认证监
管、自愿监管、软法律监管、私有化监管等。受社会认证监管制度的约束，品
牌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对代工企业的查厂审核，发布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
回应消费者、公众和股东的压力，因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成为认证监管体系
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文以苹果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对象，分析苹果公司社会责
任报告对富士康等代工企业的约束力。文章包括前言在内共分五部分：第二部
分总结社会论证监管模式兴起的背景以及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这种监管模式
的评价；第三部分具体分析苹果公司的历年社会责任报告，通过解剖其社会报
告来观察社会论证的价值；第四部分总结社会认证监管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受到
的挑战；最后是结论和讨论。文章试图结合社会论证在中国的发展从三个方面
来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点：社会认证仅仅是品牌公司的公关行为吗？社会认证
是否挑战和损害了法律监管和政府责任？社会认证是否弱化了工人的自主团结？

二、文献回顾

二战以来，劳工保护的主导力量是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
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国家必须保护工人权利。由于跨国公司的扩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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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问题创造出了一个“全球性社区”议题，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希望在跨国
公司、人权组织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组织之间建立起一套标准来规范资本的快速
流动所带来的劳工权益向下竞争的恶劣现象。１９７７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
“关于跨国公司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首次提及到公司、劳工和政府三
方利益。国际劳工组织要求各会员国必须坚持四个核心劳工标准：集体谈判和
结社自由的权利；免于被强迫或强制劳动的自由；免于被剥削童工的现象和就
业机会平等。１９９４年，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的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中发表了
一篇名为“全球新政”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虽然资本的扩张导致建立全球福
利国家成为一场艰苦的战斗，但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和其他组织在谈判时看到
了将社会标准嵌入到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可能性（Ｔｅｒｒ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前，劳工活动家希望把“社会条款”补

充到关贸总协定中，并且由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来执行。但是关贸总协定谈判者在１９９４年的乌拉圭会议中拒绝了这项倡
议，甚至否认了国际贸易和劳工标准之间的合法联系。１９９７年初，劳工组织的
这一提案再次在新加坡召开的世贸组织会议中遭到否决。１９９７年国际劳工组织
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社会标签方案，设想认证某个国家而不是某个公司，但是发
展中国家认为这将导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劳工组织也将沦为贸易组织。
在２００１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拒绝讨论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
的关系。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反对将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挂钩，因为贸易制裁可
能会降低效率和经济增长，而且还可能恶化工资和工作环境（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１）。
在政府间的舞台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议程是主导力量，而社会和环境标
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自由贸易的障碍。１９９９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
坛上宣布建立一个全球契约，鼓励企业遵守社会责任，２００多家跨国公司响应联
合国的全球契约，但是全球契约没有强制性。国际劳工组织宗旨是在劳工、雇
主和政府三者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但是它的执行力非常脆弱。在过去的５０
多年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制定了大约１８２条管制工作条件的公约，包括８条核心
公约，这些公约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１９９６年７月，美国劳工部举办时尚产业论坛，品牌商、制造商与零售商一

起讨论如何约束血汗工厂和血汗品牌问题，品牌商的自我监管、第三方外部监
管以及开发更多的无血汗标签计划都被广泛地讨论。社会认证监管模式正是在
此背景下出现的，当政府和国际合作的政策选项在为解决劳工问题受阻或失败
时，国家转而寻求社会认证的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在１９９０年代末直接资助了公
平劳动协会和社会责任国际（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Ｉ）两个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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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Ｂａｒｔｌｅｙ，２００３）。传统上的国家法规是保障企业在生产车间内部遵循劳工
法规，社会认证的目标主要是制造商和零售商（更准确地说是品牌标签）监督
代工厂遵循劳工标准。奥罗克（Ｄａｒａ ＯＲｏｕｒｋｅ）（ＯＲｏｕｒｋｅ，２００３）认为这是一
个“关键的转变”，即从以工厂为中心到“供应链”和“品牌”为中心的转变，
品牌公司、ＮＧＯ这些力量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一个新的方向。

社会认证监管模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品牌公司为了回应消
费者呼声，改善公司形象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是一种积极性的行为（Ｓｐａｒ，
１９９８）。企业在不断回应外部压力的过程中，逐渐将一些仪式性的行为（例如通
过某些认证或者加入某些外部组织）内化为组织内部真正的管理实践，从而发
挥实际作用（张宏宇等，２０１４）。跨国公司通过这种监督体系来规避市场的风险
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不得不面对更多消费者的
质疑批评和更高的市场竞争风险，认证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客户的重要考量，
因为认证审核本身就是一种信誉保障机制，它可以成为一种识别机制，加入认
证和守则体系可以帮助跨国品牌公司选择代工企业。认证体系还可以帮助品牌
公司在维护自己的声誉时排除搭便车行为，认证创立的“大家好”机制来进一
步细分企业声誉，“把好苹果和坏苹果区分开来”（Ｇａｒｃｉａ －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１），例
如，广东东莞裕元鞋厂发生工人停工事件后，耐克公司可以迅速以订单相威胁
从而逃避道德责任，零售霸主沃尔玛公司要求生产商或承包商提供书面证明保
证他们的产品符合劳工标准，以此来回应媒体、消费者和政府劳工监管部门的
压力。认证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催生出一个庞大的认证产业，认证也逐渐成
为一种制度化的政策工具，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认可了这种认证规则。

但是认证制度面对的批评声音也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批评者认为，认证监
管仅仅是品牌公司主导的“狐狸看鸡窝”的游戏，监察员的工资通常由品牌公
司或代工企业来支付，监察员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为任意一个品牌提
供“与血汗工厂无关”的认证很可能沦为一种商业行为，品牌公司与代工企业
存在利益关联，他们经常低估和故意忽略代工企业的问题（ＯＲｏｕｒｋｅ，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梅耶（Ｊｏｈｎ Ｗ Ｍｅｙｅｒ）和罗万（Ｂｒｉａｎ Ｒｏｗａｎ）（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９７）
等学者认为类似的这些措施不过是企业面对外部压力做出的一种象征性反应，
以便公司在保证外部合法性的同时兼顾内部灵活性。布特勒（Ｆｒｅｄ Ｈ Ｂｕｔｔｅｌ）
（Ｂｕｔｔｅｌ，２００１）认为公司有时会采取一些仪式性行动，在做出某种姿态后却不
认真执行，造成政策和实践间的“皮肉分离”状态。面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压
力，品牌公司在自己的产品上贴上“与血汗工厂无关”标签就可以化解来自外
界对血汗工厂的批评，因此认证监管最终只是一种企业的公关策略。在认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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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执行环节中，跨国品牌的虚伪性被暴露无遗，庞大的认证和审核成本由代
工企业承担，频繁的查厂严重影响企业生产。品牌公司并没有建立一个激励机
制提高订单价格来奖励代工客户，代工价格不断下降，品牌公司在不断地寻找
更便宜的生产地。在生产旺季，品牌公司往往漠视工人权益，对强制性加班、
超长时间加班甚至童工等现象都视而不见，因为赶订单是服从于品牌公司的。
由于代工类型非常复杂，工人流动性非常高，有些工厂的工人根本就不知道生
产守则的内容，或者生产守则并没有认真地执行。有些企业为了应付检查，甚
至向认证人员提供虚假的工作时间记录和工资单，并且要求员工统一口径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也有学者批评ＳＡ８０００认证主要受发达国家的影响，
ＳＡ８０００认证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非保护发
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邵来安，２００５）。奥罗克（ＯＲｏｕｒｋｅ，２００３）认为，认证监
管削弱政府的监管能力，削弱了工会的作用。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私有化的倡议
活动将取代或排挤公共监管和法律责任，或者说对公共监管产生一定的破坏作
用（Ｓｔｒａｎｇｅ，１９９６）。余晓敏（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认为守则监察主体的“查厂”行
为并没有明显改善劳工条件，各种应付客户查厂的造假行为最终造成守则实施
流于形式，而且还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将利润最大化的“合法化”工具。潘毅
（２００５）认为跨国资本的道德表面背后的利益本质使其在中国工厂进行的“道
德理念重构”过程充满了虚伪和荒谬。

苹果公司是全球著名的电子产品品牌商，该公司的品牌风靡全球，它的主
要产品有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和Ｍａｃｂｏｏｋ等。作为苹果品牌最大的代工企业，位于中国
深圳的富士康公司曾经在２０１０年发生工人连环自杀事件，引起全球对中国代工
企业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的样本是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３年苹果公司发布的《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①，苹果公司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每年都对供应商企业生产守则的执行
情况进行审查，每次的现场审核均由一位苹果公司审核员主导，同时聘请其他
专家担任第三方审核员。这个团队对每家接受审核的工厂进行实地检查，采访
工人及管理人员，审核员对照苹果公司供应商行为守则中的各个子项目，以超
过１００个数据点为基础进行审查和评级。苹果公司也加入了公平劳动协会，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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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历年报告内容非常多，所占篇幅过大，本文不作全文介绍，详见：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ｍ ／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访问）。对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企业
进行调查的报告还包括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ＣＯＭ）和中国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等。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曾经发
布过《富士康代工王国与当代农民工》和《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２０１２年度“两岸
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两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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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ＰＥ）和其他
环保团体与公司的审查团队共同完成环保专项审核，苹果公司还加入了电子产
业公民联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ＥＩＣＣ）和全球电子可持续
发展倡议组织（Ｇｌｏｂａｌ 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ＥＳＩ）。根据上述审核，苹果
公司每年２月份都会对外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其内容主要是上一年度的
供应链企业生产守则的遵守情况，本文试图通过苹果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来观
察认证审核和守则监管对劳工权益保护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以苹果公司的历年社会责任报告为分析样本，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分析，
通过采集历年报告的数据来说明苹果公司在不断地改进审核方式和增加审核内
容，从而推动代工企业的劳权监管。社会认证和审核的主体和形式非常丰富，
既有企业内部生产守则监管如耐克公司生产守则，也有跨行业生产守则监管如
电子行业生产守则，还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如公平劳动协会。苹果公司接受认
证监管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它既有自己的审核系统，每年都派出审核小组
（包括聘请第三方专家一起）对供应链企业进行审核，同时，它又参加了多家第
三方审核系统，接受第三方审核。作为一个文本分析，本文不涉及到其审核报
告内容本身的真实性讨论，同时，本文的研究是分析苹果公司的认证监管效果，
从方法上来说，它是一个“个案的外推”研究，不涉及到对整个认证审核系统
进行评论（王宁，２００２）。

三、苹果公司内部审核：供应链的约束

（一）历年社会责任报告对比分析

苹果公司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对其供应链①进行审核，每年都对外发布供应链企
业的审核报告。每位参与审核的专家都需要事先接受苹果公司组织的培训，从
２０１１年开始，苹果公司除了常规的定期检查外还进行突击检查②。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３年的报告可以反映出苹果公司的监管力度在逐步加强。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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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是由广泛的供应商网络所组成的，具体包括总装工厂（负责组装
Ｍａｃ、ｉＰａｄ和ｉＰｈｏｎｅ）、组件供应商（制造Ａｐｐｌｅ产品组件如ＬＣＤ、硬盘和印刷电路板等）和
非生产性供应商（负责提供Ａｐｐｌｅ制造流程之外的产品和服务）。

突击检查是指苹果公司会在不予通知的情况下访问一个供应商并坚持在抵达一个小
时之内检查工厂。在定期考核中，还会临时要求供应商带领审核人员参观审核计划之外的工
厂部分，具体参见２０１２年报告，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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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苹果公司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２年审核供应商的数量及方式
单位：家

　 　 　 审核年
工厂数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初次审核数 超过５００
人受采访 ３４ ７３ ８３ ９７ １００ １２３

再次审核数 数据缺失 ５ １０ １９ ３０ １８８ １７５

流程安全评估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 ２７ ４０

专项环境审核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 １４ ５５

突击检查 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缺失 ２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苹果公司历年报告整理。

苹果公司对供应商生产守则执行情况的监督具有以下积极的特点：
１ ． 接受首次审核和再次审核的供应商数量逐年递增。首次审核的供应商数

量从２００７年的３４家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２３家；再次审核的供应商数量从２００７
年的５家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７５家，尤其是近两年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２ ． 审核内容不断增加与完善。从２０１０年起，苹果公司除了对供应商的工

作环境、工资工时等进行审核以外，还对其管理系统（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进
行审核。苹果公司认为，供应商潜在的管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到违规现象的发生，
从２０１１年起，“流程安全评估”和“专项环境审核”也列入审核范围。
３ ． 苹果公司完善检查方式以增强审查力度。在审查前，苹果公司给供应商

发放调查问卷，通过问卷结果评估供应商内部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再选择急需
整改的供应商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也加入了随机抽取受访对象的环节。
４ ． 将违规现象进行细分。从２００７年的审核起，苹果公司把违规现象分为

一般违规现象和重大违规现象。重大违规现象包括身体虐待、雇佣童工、抵债
劳动或强迫劳动、伪造信息或妨碍审核、教唆工人造假应付审核和严重的环境
污染等情况。
５ ． 引入外部监管力量。２０１１年，苹果公司加入了电子产业公民联盟和全球

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２０１２年苹果公司加入公平劳动协会，并邀请公平劳
动协会到其总装供应商富士康公司进行专项审查。同时，苹果公司还邀请了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展环境专项审核。
６ ． 重视对问题的整改。从２００８年的审核开始，苹果公司要求接受审核的

供应商在查出问题（包括发现潜在问题）后，最迟９０天内按要求对问题进行整
改；整改完成后，必须由苹果公司审核人员进行再次检查。对于屡次出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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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或整改后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苹果公司要求供应商立刻中断生产，甚至
会中止与其合作的关系并在适当的时候向有关当局报告该行为。从２００９年起，
供应商在整改过程中还需要聘请第三方顾问协助制定或者修改解决问题的方案。

（二）内部监督改善工人劳动权益

苹果公司的守则监管制度日益规范，审核程序越来越严谨，这有效地促进
了代工生产企业的工人权利进步，下面从工人工作时间和童工雇佣两个方面来
分析内部监管的作用。
１ ． 工作时间过长问题。中国《劳动法》第４１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超过１小
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每天加
班不得超过３小时，每月不得超过３６小时。”苹果公司供应商生产守则对“工
作时间”的规定是：除非是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每星期包括加班时间应当控
制在６０小时以内，每７天应当允许员工至少休息１天，所有加班都必须自愿。
在任何情况下，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超过相应法律规定的上限。苹果公司２００７
年至２０１３年的报告均有相当篇幅介绍供应商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及其整改
方式。
２００７到２０１１年的报告均提及，在所有的受审核工厂中，均有超过５０％以

上的工作值班纪录显示工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六天，报告均要求工厂进行整改。
苹果公司认为超时加班是全球电子行业的普遍做法，因此没有对供应链企业进
行实质性的惩罚。
２０１２年苹果公司把工作时间过长问题列入监督的重点项目，并承认解决这

一个审核中存留的历史问题面临很大的挑战。他们认为致使员工工作时间过长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不科学的轮班制度、对出现的问题反应不及时、
缺乏负责任的管理态度和缺乏足够的监管。在对９３个受审核的供应商１２周的
审核中发现，超过５０％的员工工作时长中至少有一周超过守则规定的周最高工
作时长上限（６０小时）；超过５０％的记录显示员工工作时间每月至少有一次一
周超过６天。２０１２年的报告提出新的整改方案，苹果公司派专人对经常出现工
作超时的几家供应商的每周工作时间进行跟踪监督，聘请专家为供应商提供额
外的培训，学习如何制定工厂计划。
２０１２年的审核沿用了２０１１年所采用的追踪方法，并且把它扩展到对１００多

万名员工的每周工作时间进行追踪，并按月公布数据。这一年的报告显示供应
商所有工作周的平均合规比例达到９２％，员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低于５０小时。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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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认为目前使用的方法是更有效的，他们会继续按照这一标准对工厂的
合规状况进行审核，即以前一年的数据作为测量样本，如果在审核中找到差距，
就会要求工厂按照守则进行管理，并对工作时间过长的原因进行分析，也将尽
可能地把更多工厂列入工作时间过长问题改善计划中。通过对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３
年报告针对“工作时间过长”这一问题的审核情况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公
司通过内部监督方式发现问题并做出了整改，工人的工作时间合规率基本呈上
升之势。
２ ． 雇佣童工问题。苹果守则规定供应商严禁使用童工，最低雇佣或工作年

龄应当达到１５岁、或所在国规定的雇佣最低工作年龄、或完成所在国家义务教
育的年龄。中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
年人。

由于２００６年审查的工厂数量有限，２００７年的报告苹果公司没有查出受审供
应商雇佣童工的问题。２００８年的审核报告中苹果公司把童工这一问题列为核心
违规问题。审查人员发现６家工厂雇佣过１５岁的工人，其中３家在审查期间已
经没有使用童工。审查人员在其中一家工厂发现了一名１５岁的工人，所以要求
确认工厂中为苹果公司代工的所有工人的真实年龄。通过对将近１６ ０００名工人
的检查，审查人员发现了另外３名１５岁的工人。苹果公司要求工厂把４名童工
送回家并做出适当的补偿。
２００９年的报告发现７家工厂雇佣２５名１５岁的工人，其中１９名童工在审查

期间已经不在工厂工作。对于另外６名１５岁的工人，苹果公司要求供应商把他
们送回家，并在他们年满法定工作年龄前按照他们签订的劳动合约付给工资，
苹果公司也密切关注这些工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对待。在２０１０年的报告中审查人
员在三家供应商的记录中发现他们曾经雇佣童工，虽然在审查阶段他们已经进
行了整改，但是苹果公司仍要求检查他们之前的所有记录，并要求供应商完善
管理系统。

在２０１１年报告中，童工的问题成为年度审核重点。审计人员发现近年来中
国工厂不断通过中介公司和职业学校招收工人，但中介公司和职业学校篡改工
人的身份信息，从而加大了工厂的管理难度。审计人员增加受访员工人数并加
大力度检查招聘方式、使用记录、工人身份证，重点检查中介公司和职业学校
介绍的工人。有１０家中国工厂雇佣未满１６周岁的工人。其中有９家在受审查
之前雇佣过４９名童工，１家仍然在使用４２名童工。苹果公司请专家对上述９家
工厂做了完整的雇佣系统分析，要求工厂对雇佣制度和程序进行修正，并要求
经理们参加一对一的培训，这些要求都得到工厂的配合。对于另一家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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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厂，由于其管理部门不配合苹果公司解决问题，苹果公司最终停止了与其
的合作关系。对于那些篡改工人年龄的职业院校，苹果公司把它们的情况上报
给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正在被雇佣或曾被雇佣的童工，苹果公司把他们送
回家庭或学校，同时要求供应商按照行业领先标准要求，通过童工纠正项目为
他们支付学费、生活费等补偿。苹果公司还在守则中对“童工的预防”这一项
做出更具体的规范标准，公司要求供应商要对工人的年龄确认、个人记录等问
题严格把关，新增标准也强调供应商必须对所有招聘的第三方中介和职业学校
向工厂提供工人一事负责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苹果公司对２５个代工厂的人力资
源经理进行了培训。

在２０１２年的审核报告中，苹果公司的总装供应商工厂中没有发现雇佣童工
的问题。但是其他工厂还存在违规现象。审查人员发现有５家工厂雇佣１９名童
工，其中１３名是在曾雇佣过的工人名单里，另外６名为在岗工人。出现该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工厂没有认真核对文件和检查证件，并非有意雇佣童工。苹果公
司要求供应商把童工送回学校并加强工厂的管理，同时还对２００家供应商的人
力资源经理进行了培训。

在２０１３年的报告中，审核中发现有１１家工厂雇佣童工，总计１０６件现行案
例和７０件历史案例，其中一家有意雇佣童工，一家工厂有７４个违规案例，因
此苹果公司终止了与这两家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苹果公司要求所有工厂参加
“防止雇佣童工培训”并遵守童工纠正计划。同时要求供应商把童工送回学校并
为其支付由家人自行选择的学校所收取的教育费用。苹果公司采取“后续跟踪”
的做法，确保这些孩子继续留在学校，并要求供应商履行资助责任。因此，可
以说明苹果公司历年来非常重视对“雇佣童工”这一问题的审核和整改，其代
工企业的童工问题已经有明显的改善。

表２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报告中披露的供应商工厂合规率
守则分类 具体内容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总分类 劳工与人权 数据缺失 ７２％ ７２％ ７４％ ７７％
子分类 反对歧视 ７０％ ６３％ ６９％ ７８％ ７９％

平等对待 ９８％ ８７％ ９１％ ９３％ ９６％
非自愿劳工的预防 ８３％ ８０％ ７６％ ７８％ ８５％
未适龄劳工的预防 ９５％ ９７％ ９６％ ９７％ ９５％
青少年保护 数据缺失 ７４％ ７３％ ８７％ ６２％
工作时间 ４１％ ４６％ ３２％ ３８％ ９２％
工资和福利 ５９％ ６５％ ７０％ ６９％ ７２％
自由结社 ９８％ ９６％ ９９％ ９５％ ９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苹果公司历年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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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说明，苹果公司的供应商涉及到的劳工权益各项指标都在向积极的方向
发展，合规率稳步上升。数据也显示，“工作时间”合规率的迅速上升，除了追
踪审核方法的调整运用外，苹果公司的高度重视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苹果公
司掌握了代工企业的订单命脉。当然，劳工ＮＧＯ对９２％的合规率持怀疑态度，
而且“自由结社”近１００％的合规率本身也不正常，即便以工会的组建率来简
单衡量，这一数据也值得怀疑。

（三）内部培训提升工人能力

苹果公司除了按照守则要求对供应商进行监管并且提出整改措施以外，也
注重加强代工企业工人及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培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
是组织全体员工学习生产守则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类是通过供应商员工教
育与发展计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ＥＤ）来提高员
工的教育水平和培养员工的技能。

苹果公司供应商生产守则中有一项“培训和沟通”，规定对员工、供应商及
客户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沟通程序。２００７年以一个供应商作为培训试点，与非
营利组织维泰（Ｖｅｒｉｔé）合作培训了１７６６名工人和４８１名管理人员。以苹果公
司的供应商生产守则和电子产业公民联盟生产守则为主要内容，涉及健康与安
全、企业社会责任、预防工伤等领域。此后，苹果公司每年都扩展参加培训的
供应商数量（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２年报告显示苹果公司对供应链企业进行培训
的人数已经突破１００万。公司的培训项目结合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２０１２年
集中培训的主题是杜绝童工，每年对代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员工进行培训的时
间长达五天，并由公平劳动协会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图１　 苹果公司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对生产守则培训的人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苹果公司历年报告整理。

供应商员工教育与发展计划是苹果公司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启动的一项为工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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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免费教育的项目。该项目由苹果公司设计，旨在为工人提供生活技能、社会
与环境责任、语言技能和工程制造方面的学习课程。该项目从中国一家总装供
应商开始试点，通过对该厂工人的需求评估调研发现，约８ ０００名工人有强烈的
愿望参加英语培训、电脑知识学习，他们还想获得不同专业的学历。２００８年夏
天苹果公司在试点工厂开设６间课室为工人放假时提供学习机会，还组装了５００
台电脑为工人上课提供便利。每周的出勤人数都多于３ ５００人，参加每个级别的
测试平均成绩也超过８５分，有一些工人通过课程学习还取得了电脑辅助设计和
Ｆｌａｓｈ动画的证书。苹果公司与中国内地的三所高校合作，让工人通过学习获得
更高学历。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该培训项目逐步扩大，参与培训的工人数量也逐年增
加，５年间一共培训了工人约２０１ ０００人次。

图２　 苹果公司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对供应商工人培训（ＳＥＥＤ）的人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苹果公司历年报告整理。

相比于苹果公司供应链工厂的工人总数，参加员工教育与发展计划培训的
２０万人次还很低，但显然苹果公司通过该项目为供应链工人提供教育机会，有
助于工人获得更好的职业与个人发展的机会。

四、谁来监管品牌：对苹果公司的质疑

出口导向产业的劳动关系治理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全球化因素，传统的国家、
资本和工人三方平衡机制被打破，苹果公司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品牌供应商负
责提供产品设计和营销，生产制造由第三世界的工人来完成，代工企业大多数
来自台湾、香港等地。第三世界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到这场国际分工体
系中来。对于第三世界工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苹果公司
通过认证监管体系来约束代工客户这种模式受到的质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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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家主导产业链的不公平

苹果公司的守则实施是嵌入在“买家主导型商品链”中品牌商与供应商之
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当中的，这是一种“惩罚导向性”的实施机制（余晓敏，
２００８），苹果公司将改善劳工状况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供应链企业，严重违规的
工厂最终也将失去为苹果公司代工的机会。苹果公司对供应商一般都会有一个
严格和长时间的考评过程，供应商没有达到生产守则的要求必须及时整改才能
保住订单。苹果供应链问题的实质在于苹果产品的价值分配。一部售价为５４９
美元的ｉＰｈｏｎｅ，苹果公司获得其中的５８ ５％也即３２１美元的利润，而中国工人
所得仅占１ ８％，为１０美元（Ｋｅｎｎｅ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惩罚导向性”的守则实
施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劳工问题，但是它无法阻止工厂寻找更便宜的
生产地。从台湾到中国沿海的深圳、东莞、昆山再到郑州、成都，继而是印尼、
越南、柬埔寨，资本总是不断地流动，但是工人不可能结成一个全球性的联盟
来集体抵制资本的流动。

（二）认证缺乏公正性

由于代工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品牌公司掌握主动权，苹果公司要求代工企
业改善工厂生产条件，提高工人待遇，但是代工企业的利润被严重压缩，苹果
公司又不愿意提高订单价格，相反还在全球不断地寻找最低单价的生产地，代
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一旦发生重大劳资冲突事件，品牌公司会迅速启
动公关渠道，谴责代工企业违反劳动法规，要求代工企业进行整改，威胁撤出
订单以回应消费者和公民社会的抗议。公平劳动协会是一家非盈利性机构，致
力于团结各界力量推动劳工权利进步，会员包括跨国公司、大学和其他非政府
组织，并制定了“工作场所行为准则”，开展独立的认证、监督和评估活动。企
业在加入公平劳动协会后要遵守协会的标准，制定规范供应商工厂的生产守则。
加入公平劳动协会的公司必须承诺允许协会及其他合作组织对其进行审查。
２０１２年１月苹果公司正式加入公平劳动协会，成为第一个加入该协会的电子企
业。苹果公司一直自我标榜为绿色企业，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生产车间，所有产
品都委托给其他工厂代工生产，公司也宣称关心全球供应链中的每一位员工。

在富士康公司发生工人连环自杀事件后，２０１２年２月，公平劳动协会在接
受苹果公司２５万美元资助后对富士康公司下属三家代工厂进行了调查和评估。
公平劳动协会的调查由当地两家独立运营的劳动审核机构开景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Ｏｐｅｎｖｉ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和亚洲社会合规服务有限公司（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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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ＣＳＡ）负责执行，评估涉及到工厂内三万多名工人的工作
和生活条件。３月底，公平劳动协会发布调查报告称富士康公司存在数十项严重
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在公平劳动协会发布独立调查报告后，苹果公司发表书
面声明接受协会提出的意见，并与富士康公司一起共同制订了一套包含３６０个
行动项目的整改计划，用以解决在评估中暴露的问题。２０１２年７月，开景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和亚洲社会合规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对三家富士康工厂三个月内整
改项目情况进行了后续审核。但由于公平劳动协会是受雇于苹果公司且接受了
苹果公司２５万美元项目资助，因此报告的独立性受到多方的质疑。２０１２年两岸
三地高校师生发布的《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报告提及的招工中存在滥用
政府行政资源、加薪泡沫和管理制度苛刻等问题在公平劳动协会报告中并没有
提及。２０１３年２月，来自香港的劳动监察机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
发布了一份报告，批评苹果公司未能有效监督其供应商的用工行为。该报告称，
他们采访了中国大陆三家苹果供应商的１３０名工人，结果发现这些供应商的用
工条件连基本的人道水平都达不到①。富士康公司希望苹果和ＦＬＡ评估标准能
够一视同仁地适用于苹果公司其他商业伙伴，因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和全球
其他地区还有供应商，富士康公司面临的难题就是成本控制，如果苹果公司不
监管其他代工竞争者或者是不提高订单价格，富士康公司将失去市场竞争力。

（三）脆弱的查厂

比较苹果公司历年的企业社会责任审核报告可以发现，虽然每年苹果公司
审核的供应商数量不断增加，每年的审核也积极纠正了一些问题，但是整体的
改进效果仍然有限，许多违规问题还是屡次出现，每年的报告都会披露出供应
商的工资计算方法误导工人，加班工资过低，变相削减员工的合法福利费，甚
至把扣除工资作为惩罚员工的一种方式。苹果公司一再要求供应商提高员工的
工资和福利，减少员工的加班时间，但是他们却从未提及如何降低供应商的成
本。由于没有合理分摊成本，供应链企业不是主动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改善劳
动状况，而是迫于订单压力，疲于应付客户查厂。苹果公司的报告也反映，一
些供应商为了应付审查，篡改生产记录，“培训”工人做假口供，这些做法都不
利于守则监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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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的报告主要批评苹果存在着过度加班、要求工人完
成极高的工作定量、增加实习生用工量和半军事化管理等问题。相关报道见（朱飞，２０１３）。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认证作为一种新的劳动管制政策工具，它是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产物，
是植根于跨国公司品牌扩张和代工生产兴盛以及全球信息、交通和网络技术进
步的产物。无论是联合国的全球契约、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条约还是世界贸易
组织的社会条款，抑或是完备的国家立法和严格执法，都难以解决因为资本的
跨国快速流动带来的劳工权利向下竞争的血汗工厂现象。社会认证模式基于第
三方监管以及对品牌公司的点名和羞辱这些市场力量，挑战了传统的国家／政府
的单极监管模式。社会认证不是跨国公司与生产商和消费者玩的狐狸看鸡窝的
游戏，也不是跨国公司基于品牌形象管理的一种虚伪的“道德理念重构”行为，
它对代工企业的工人权益保护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全球化背景下劳动管制体
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证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嵌入性的过程，
它弥补了传统政府监管和国际合作监管的不足，认证监管力量与中国的立法进
步、国家保护力量的加强和工会倒逼转型、ＮＧＯ成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基于前文的文献回顾，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回应西方学者对社会认证这一
政策工具的批评。

（一）社会认证对品牌和代工企业都有一定的约束力

从苹果公司的历年社会责任报告文本来看，社会认证作为一种工具对品牌
公司监管代工供应链企业还是有着一定的约束力，其约束力主要来自于消费者
和公众对品牌的压力和品牌信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认证对苹果
供应链企业审核的价值。
１ ． 从历年社会审核报告文本本身来看，苹果逐年加大对代工企业的审核力

度，无论是审核企业规模和数量还是审核内容和方式都在不断地改进，而且苹
果公司也不断地回应外界对它的批评修改审核规则。我们选择了工作时间、童
工和工人培训三个方面分析也可以发现，苹果公司对供应链企业的审核和监管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２ ． 从横向对比来看，三家机构先后发表了对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

康公司的认证监管报告，包括美国公平劳动协会、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
行动组织和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他们的调查都是在富士康公司发生了工人连
环自杀事件之后进行的。三家机构都对富士康公司的劳动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
特别是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还在２０１２年发布了一个跟踪报告。三个报告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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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委托进入富士康公司的公平劳动协会提出的整改意见最为全面，富士
康公司也非常积极地落实这些整改建议。后两个报告各有侧重地针对富士康公
司提出批评，如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主要关注工人加班问题和
半军事化管理的非人道行为，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重点关注工人工资增长和政
府介入富士康公司招工等领域。
３ ． 由于供应链审核是全球代工生产分工体系的产物，社会认证一方面反映

了品牌公司的市场压力和道德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认证进入
中国后为中国的劳动权益保护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苹果公司在报告中也承认，
代工企业还有许多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如工人工资整体偏低、工人自主赋权
还无法实现、查厂还存在着做假现象。但是，社会认证的真正冲击在于，它把
西方国家先进的劳权理念带进了中国，它促使我们反思国家监管力量的问题所
在，从而对国家或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还倒逼地方工会实现转型，工会如
何与非政府组织竞争工人“市场”，如何更主动地接近工人，开展接地气的活动
以吸引工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认证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密切
相关，社会认证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国社会现实镶嵌在一起。

（二）社会认证与法律监管相互补充

认证监管该如何与法律监管联系起来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首先，尽管
中国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公约并没有在中国得到承
认，特别是关于工人结社权的问题。而生产守则和ＳＡ８０００标准在中国的执行过
程中均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调适过程。其次，中国的劳动立法正在不断地完善
中，以劳动合同法为代表的立法过程博弈反映了劳动法规的进步。大部分生产
守则和认证标准是要低于中国劳动法的，也即是说，如果代工企业能够遵守中
国的劳动法规，它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品牌商的认证审核。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
的劳动法并没有得到企业的尊重，在地方政府的默许或支持下，各种变通执法
大行其道①。以工人购买社保言，东莞裕元公司可以无视社保法规，长期侵害工
人权益，不为工人购买社保、只为少数管理层员工购买社保、仅以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为工人购买社保、不按工人实际工资购买社保，地方政府不仅知悉这些
行为，而且采取各种手段来纵容和包庇工厂的违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守则监
督和认证监管才可能发挥作用，也可以说认证监管存在的空间是政府法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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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广怀和孙中伟（２０１１）的研究认为在劳动法规定的强制性劳动标准之外，劳动法
的执行过程产生了一个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的“次标准”，该标
准通常低于法定劳动标准并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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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或执法不严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欧美国家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开始致力于如何在品牌商（如苹果公司）、零售

商（如沃尔玛公司）与代工生产商（如富士康公司）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法律
联系。首先需要明确品牌商对他们设计或拥有的品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不
仅仅是道德责任。这样，品牌商就有法律责任去监督代工企业的劳工权益（也
包括环境权益等）。其次是通过社会条款和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的各种规制来限
制资本不负责任的流动，这些规制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在联合国、世界
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框架下来行动。

（三）社会认证推动工人自主赋权

迈克·布若威（２０１１）认为，第三波市场化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
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进程（体现为劳工的流动、金融资本和环境的恶化）第一
次真正超出国家的控制范围。认证监管的第三个阶段即走向独立监管或第三方
监管的意蕴非常重要，质疑早期认证模式的一个理由是生产守则限制了工人的
自主团结，因而，工人与消费者的结盟是认证的一个方向。社会责任国际发布
ＳＡ８０００标准要求代工企业中必须建立起工人结社机制，社会责任国际在中国沿
海地区一直试图绕开中国的法律在代工企业中建立员工委员会。作为工人与资
方的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平台，员工委员会并不是工会的一部分，它独立于工会，
只是在接受了ＳＡ８０００认证的企业中开展，但它开启了工人组织化与认证监管的
结合，尽管工人的这种组织化仍然是被品牌商和认证监管方主导。

由于代工企业大多数分布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不仅经济落后，
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法律制度不完善，工人结社权利受各种限制，因此，
反血汗工厂运动一直在呼吁工人赋权才是根本之道。公平劳动协会、大学师生
监督无良企业组织都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而且它们都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认证监管的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应该包涵着三个主体：一是如公平劳动协会和社
会责任国际（ＳＡ８０００）这种跨行业的认证体系；二是境外以劳工监察为主要目
标的劳工ＮＧＯ，如大学师生监督无良企业组织；三是中国大陆的草根劳工ＮＧＯ。
本土草根ＮＧＯ的发展也改变了西方学术界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定义，即反血汗
工厂运动是中产阶级主导的“生活政治”“身份政治”而非“阶级政治”，恰恰
相反，由草根农民工自发组织的抗议性活动和赋权行动体现了其鲜明的“阶级
政治”，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其抗争的政治意蕴在不断的扩散中。仅在
珠三角地区，草根农民工组织已经超过３０家，它们的活动由早期的文化娱乐、
法律培训、工伤探访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谈判。所以当劳工活动家还在呼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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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把自愿监管的认证体系与各国的法律体系结合起来，当品牌商还在费尽心思
地考虑如何通过认证守则来逃避生产地国家的法律监管时，劳工ＮＧＯ已经先行
一步，他们在不断地尝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寻找合法性。与地方政府、团
委、妇联、街道办等部门开展合作，与高校师生联合开展活动，与法律事务所
一起开展培训，承接工会的委托项目，甚至转型为专业社工机构等，他们使用
的策略可以归纳为“非正式政治”（张紧跟、庄文嘉，２００８）。

在发生工人连环自杀事件后，富士康公司加快调整步伐，除了空间调整
（向内地迁厂）和技术调整（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作业替代）外，公司内部建
立了工人心理热线和员工关爱中心，公司还在各个系统推进独立选举工会领导
人的试验。与此同时，苹果公司也加强了在富士康公司的守则监察力度，维泰、
香港大学师生监督无良企业组织以及两岸高校师生还在关注着富士康的变化。
在富士康厂区外，由大学生发起的清湖学堂以夜校学习的传统方式开展对工人
的赋权培训，苹果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调查对象还是富士康公司。
２００５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制定ＣＳＣ９０００Ｔ认证体系，作为对ＳＡ８０００和各种生
产守则的一种回应，ＣＳＣ９０００Ｔ认证体系的试点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
发改委、劳动部、商务部等九部委明确提出要加大对ＣＳＣ９０００Ｔ的推广（人民
网，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包括深圳市打工者中心、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务部、手牵
手工作室等在内多家农民工ＮＧＯ先后遭到所在地税务、安监、社保、房管、劳
动监察大队等多个基层部门上门“执法检查”，房东以各种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
同（杜啸天，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５月，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
香港工业总会、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六大商
会在《明报》刊登公开信，强烈反对《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
对工人集体协商权利的扩张（观察者网，２０１４），以上这些鲜活的故事反映了工
人劳动保护问题在中国执行的复杂性。

因此，认证监管的主体实际上已经开始延伸到工人的自主行动，认证体系
为工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措辞或行动工具。工人在发起抗议时一个有力
的斗争工具就是品牌形象，在品牌公司的办公楼外，在大型国际展览中心，工
人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私有化监管和社会认证
模式为改善全球化生产背景下的供应链劳工权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并不
意味着弱化了工人的团结和政府民主化的治理。持续的认证压力创造出一种如
玛格丽特·凯克（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 Ｋｅｃｋ）和凯瑟琳·辛金克（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
（２００５：２７）所说的“责任政治”，或者是“抗衡政治的标杆点” （Ｃｅｓａｒ，
２００５）。在中国的劳工认证监管领域，国内草根ＮＧＯ扮演认证的“制度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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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他们要与境外的认证体系、跨国公司和ＮＧＯ进行合作，深入工厂调查，
发起针对品牌商的曝光行动，谨慎处理与地方政府和工会的关系，强化自身的
能力建设，并接受外界的各种质疑。认证活动把各阵线的参与者（特别是
ＮＧＯ）引导成为认证制度的主体。认证系统的形成反映了复杂和多层次制度背
景下的论争过程，巴特利（Ｔｉｍ Ｂａｒｔｌｅｙ）（Ｂａｒｔｌｅｙ，２００７）认为这是一个嵌入式
的协商过程，中国转型时期劳动政策的变迁对于理解巴特利的嵌入性协商这一
概念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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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证：劳工权利监管的政策工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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