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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雨林联盟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网络，其成员受到鼓舞，并致力于共同努力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确保可持续生计的使命。成员的权利和福祉是作为认证基础的雨林联盟可持续农业标准的关键

。在经雨林联盟认证的农场上，必须尊重人权，使认证农场成为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和工作场

所。要求农场主为工人提供安全和体面的住房与生活条件，并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

医疗保健。 

 

本指南提供了术语解释，用于帮助证书持有者（CH）理解这些核心要求的目标。对于这些要

求的某些条款或方面，本指南给出了帮助（证书持有者）准确实施和评估（自身）符合情况的

具体基准。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说法，“住房权不应狭隘地解释为，譬如：把它视为仅

是头上有一遮瓦的住房，而应把它视为安全、和平和有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 

  

国际金融公司的指导方针指出，“一般而言，如果所需工人的数量或类型不能从当地社区获得

或无法在当地社区内安置，由其雇主为工人提供住宿。因此，提供工人住宿往往与向一个地区

输入外来劳动力有关。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劳动力供应或技能基础不足：由

于工作场所的位置偏远或某项工作需要特殊技能，而无法雇用到工人，或者由于工作的性质或

工作条件，只能雇用外来务工人员以满足劳动力需求。 " 

  

在工作场所居住在雇主拥有或控制的房产上的工人往往不太能融入当地社区，而更多地依赖雇

主。 

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企业远离正常的人口中心时，或者就业性质要求工人在接到通知后

立即可以上班时，雇主为自己的工人提供住房可能对双方都有利。在雇主不直接向工人提供住

房的情况下，鼓励雇主帮助工人获得住房，例如通过私营机构、公共住房或合作社或其他计划

。 

  

向农业工人提供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住房，从临时营地到临时住房。该标准包括了不同设置的不

同类型的要求： 

• 大型农场（或个体认证） 

• 小型农场 

• 非产权式住房中的临时工人 

• 容纳工人及其家人或宿舍的住房，或 

多名工人住在同一栋楼/房间的宿舍 

  

在考虑工人住房时，必须首先了解国际、国家和地方的监管框架。总体而言，若干国际文书承

认每个人或特定类别的人口有权享有适足的住房标准，这是尊重人权的体现之一。[1]对工人而

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种植园和农业安全与健康的公约和建议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人住房

的第 115 号建议（1961 年）特别承认了这一权利。虽然后者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建议，为国

家和负责住房的国家当局提供政策、立法和做法方面的指导，但它对向雇员提供住房的雇主的

期望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并规定了一些住房标准。这一建议以及其他文件是 2020 可持续农业

标准的制定基础。 
  

https://word-edit.officeapps.live.com/we/wordeditorframe.aspx?ui=en%2DUS&rs=en%2DUS&wopisrc=https%3A%2F%2Fraorg-my.sharepoint.com%2Fpersonal%2Fddeman_ra_org%2F_vti_bin%2Fwopi.ashx%2Ffiles%2Ffd1198591b2d4f8eaab09bc77afa57f3&wdpid=3cf79b09&wdenableroaming=1&mscc=1&wdodb=1&hid=EE28739F-708C-B000-5AF1-B798ADEA7D74&wdorigin=Other&jsapi=1&jsapiver=v1&newsession=1&corrid=6b6829b7-c771-4dee-a160-62f3d4626f09&usid=6b6829b7-c771-4dee-a160-62f3d4626f09&sftc=1&instantedit=1&wopicomplete=1&wdredirectionreason=Unified_SingleFlush&rct=Medium&ctp=LeastProtected#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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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该标准并未强制要求农场管理层为工人提供住房。 不应要求工人住在雇主提

供的住处，而是按照工人自身意愿，可以自由选择住处。  

 

这些要求的范围仅包括： 

 

1. 由管理层提供住房和/或部分住房；不包括工人未经授权的延期住宿。 

 

2. 提供给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如果非工人或其家属在现场居住，这一要求不适用于他

们的住房。例如，根据国家法规，有权继续居住在农场的退休工人不包括在该标准的

范围内。 

 

本标准还包括要求 1.2.1，其中规定 

“管理层遵守雨林联盟可持续农业标准范围内的适用法律和集体谈判协议（CBA）。如
果适用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比本标准中的规定更严格，则以该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为
准，除非该法律已被废除。如果适用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不如本标准中的规定严格，
则以本标准中的规定为准，除非该规定明确允许适用此类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 '’  

本要求适用于有关住房与生活条件的法律。 
 

3. 评估住房需求和登记 

 

首先，证书持有者应核实是否需要为工人提供住房。如果需要，重要的是要了解，一年中的高

峰时期可能需要多少居住区域，并确定与农场上现有可居住区域的数量是否有任何差距。为了

确定这一点，可采取以下步骤。 

  

证书持有者可以采取以下步骤估计是否需要现场住房： 

  

1. 遵守初步原则（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工人住房建议 115）： 

• 雇主通常不希望直接为工人提供住房，雇主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替代方案。

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应特别关注租赁协议、工人权利和住房标准。此外，还应

审查工人居住者以公平价格获得雇主提供的住房所有权的可能性。 

• 租赁协议应公平。适足和体面的住房成本不应超过工人收入的合理比例，也不

应包括投机利润。 

2. 确定住房领域的适用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CBA）。具体确定工人需要雇主提供住房

的数量、提供情况和提供条件。 

3. 根据标准要求 1.2.9，确定农场内当前所有可居住区域。可居住区域是指用于生活、睡

眠、烹饪或进食的建筑物或结构内的空间。浴室、洗衣房、卫生间、壁橱、大厅、储

藏室或公用空间、附属建筑和类似区域均不视为可居住空间。 

4. 在风险评估问题（1.3.1）中确定一年内是否存在高劳动强度期。估计这一时期可能需

要多少工人。是否能在本地区雇用这些工人，或是否需要雇用其他地区的工人，或是

否还有其他可能需要安置在农场的工人？是否有足够的农场外住房可供来自更远地区

的工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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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对住房需求的评估，与现场实际工人人数和管理章节（1.2.5）中收集的关于住房地

址、家庭成员人数和家庭成员出生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评估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居

住区域。 

 

注：请查阅雨林联盟认证和审核规则，以了解关闭不符合项的约束力时限。 

 

下表可用于确定所提供的住房是否存在短缺： 

 

人口统计资料   

需要提供居住区域的（长期和临时）工人数量。   

需要提供居住区域的工人的家庭成员数量。   

住房   

所需房屋数量。   

符合标准的房屋数量。   

审核前需要更新的不符合标准的房屋数量。   

住房总短缺量。   

卫生设施   

所需卫生设施数量。   

符合标准的卫生设施数量。   

不符合标准的卫生设施数量。   

卫生设施总短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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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于大型农场和个体认证的要求 

核心要求 5.7.1 

 

考虑到当地条件，在现场居住或寄宿的工人及其家人有安全、干净和体面的生活区。这至少包

括： 

  

位置和建筑： 

• 安全建筑：建立在无危害的位置，一个可以抵御极端天气条件的（建筑）结构，至少

包括干燥地板、永久性墙壁及维护状态良好 

• 告知工人/家属紧急疏散计划 

• 采取措施减少洪灾等极端气候条件的影响 

• 消防安全：集体住房标有消防出口、消防设备和使用说明 

• 避免在易受空气污染和废水地表径流影响的场所修建住房 

  

健康和卫生： 

• 提供足够的安全饮用水：每位成人每天至少 20 升，距离饮水点往返行程 1 公里/30 分

钟之内 

• 充足的卫生和清洁设施：坐便器或坑式厕所、小便池、洗手设施和淋浴/浴室设施的数

量：最多 15 人共用 1 套设施。洗手设施必须包括水龙头和水池。 

• 确保弱势群体的安全和隐私：至少提供充足照明和可上锁的设施。卫生设施位于同一

建筑物内，或与建筑物保持安全距离（与房间/宿舍的距离不超过 60 米），并依照男

女分开设置。 

• 有足够的封闭污水处理或坑式厕所、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 

• 具有排烟功能的烹饪区域； 

• 充足的照明（日光和人工照明） 

• 干燥地板：高于地面的，水泥、石头、瓷砖、木材或粘土材质（后者仅限经过密封和

平整处理的情况） 

• 虫害控制：无大鼠、小鼠、昆虫和害虫，杜绝有利于其滋生的条件，因这类动物可能

引起疾病或携带作为疾病媒介的寄生虫。 

 

舒适和体面： 

• 有孩子的长期工的家庭有单独的房间，与非家庭成员的工人分开 

• 工人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不与他们分离 

• 在现场居住的工人子女应安排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在工作时间有一名成年人监管 

• 对于单身工人的集体宿舍，男女各有单独的房间，以及单独的卫生设施，且可以上锁

。为每个工人提供单独的床。床位之间的最小间距为 1 米。使用双层床时，双层床之

间必须有足够的净空间，至少 0.7 米 

• 为每个工人提供一个单独的橱柜或至少 1 米的货架单元，用于存放工人的个人物品。 

• 为该区域供电（内部或附近） 

  

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工人住房建议，1961 年（第 115 号） 

国际劳工组织农业安全与健康实施规程，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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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5.7.1 的解读指南 

位置和建筑 

  
安全建筑：定义为建立在无危险的位置的住房单元，其结构足以保护居住者免受极端气候条件

的影响，如降雨、高温、寒冷和潮湿。必须至少包括高于地面的干燥地板，其材质可包括水泥

、石头、瓷砖或木地板或粘土；粘土地板只有在经过密封和平整处理的情况下才合格。墙壁必

须是采用砖和水泥、预制面板、木材、粘土、泥浆、土壤、石头或金属建造的永久性结构，接

地良好，其状况不会对工人构成危险。屋顶不可漏水。 

  

无危险的位置：系指一个避免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如雪崩、山体滑坡、火山爆发等）的地点

。住房和作物喷药区域的距离，必须遵守雨林联盟规定的农药禁喷区的要求。同样，住宅或生

活区也不应暴露于化学物质、燃料或其他对人体健康有害物质的蒸汽中。 

  

床位安排和储存设施：如果政府或农场主为工人提供家具，无论这些家具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

性的，则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适当床位，以向工人提供体面、安全和卫生的休息和睡眠条件，并

避免过度拥挤。特别注意隐私。应该考虑当地的习俗，所以床可以酌情用吊床或睡垫代替。   

 

基准 

1. 为每个工人提供单独的床。应避免“共用床”的做法。注：“共用床”是指多名工人轮班共

用一张床（一个房间）的做法。通常，当居住者数量超出房间或房屋的预期容纳量时

才会涉及“共用床”。 

2. 使用上下床位时，床铺位之间必须有足够的净空间：可接受的最小距离为 0.7 米。 

3. 床不可与土壤直接接触，除非这是农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习俗，并且工人同意接受这

种类型的住宿条件。 

  

排水：积水的存在是加剧蚊子、苍蝇等潜在疾病传播媒介繁殖扩散的因素，必须避免积水。为

避免与积水相关的风险，排水管渠必须每年至少清洁和维护一次。 

  

基准 

1. 建筑用地充分排水，避免积水。 

  

卫生和厕所设施：必须使工人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标准，也必须防止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污染

和疾病传播。卫生和厕所设施需始终包括以下内容：坑式厕所、坐便器、小便池、洗手池和淋

浴。卫生和厕所设施应保持清洁且完全处于可使用状态。设施应当采用易于清洁的材料，并确

保隐私。 

 

基准 

1. 卫生和厕所设施由易于清洁的材料建造。 

2. 卫生和厕所设施的设计需要足够为工人提供隐私，包括从屋顶延及地面的隔板和可上

锁的门。 

3. 除家庭住房外，男女不共用卫生和厕所设施。 

 

厕所设施：卫生间的布置和清洁对于避免任何污染和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至关重要。 

 

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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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生间设施位置便利，进出方便，应提供充足照明，有良好的通风或可打开和关闭的

外窗，以便通风。 

 

淋浴/浴室和其他卫生设施：洗手池和淋浴应与房间/宿舍一起提供。这些设施必须保持良好的

工作状态，并应由农场管理人员每天至少清洁一次。淋浴设施的地面应采用硬质可清洗材料，

防潮，并适当排水。必须为悬挂、烘干和晾晒衣物提供足够的私人或公共空间。应提供适当的

光照和通风。建筑物外的洗手、淋浴和其他卫生设施，必须与其他设施和居住设施保持最远不

超过 60 米的距离。 

 

基准 

1. 淋浴/浴室地板由防滑硬质可清洗材料制成。 

2. 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1 套设施最多 15 人共用。洗手设施应包括

水龙头和水池。 

3. 淋浴/浴室设施配有长期的流动水供应。 

 

水：在提供卧室或宿舍的同一栋建筑中，必须有足够的饮用水供应。饮用水必须符合当地或世

卫组织的饮用水标准，并且必须定期监测水质。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可以由专门的集水和水处

理设施提供用水，在现有市政公共供水设施容量和质量符合要求的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市政公

共供水设施接入。 

 

基准 

1. 工人随时可以获得免费饮用水。 

2. 饮用水符合国家/地方或世卫组织饮用水标准。 

3. 所有用于储存饮用水的水箱均已建造并加盖，以防止污染或侵染，并应至少每年清洗

两次。  

4. 在每次雨林联盟认证审核之前，以及在水污染风险已经发生或确定的任何时候，都要

对饮用水质量进行监测。 

 

废水和固体废物：废水处理和废水排放以及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必须符合当地法律，并充分设

计，以防止污染任何水体，确保卫生，并避免感染和疾病的传播，以及蚊子、苍蝇、啮齿动物

和其他害虫媒介的繁殖扩散。根据当地情况，废水废物可以经由专门的或现有的市政设施进行

处理和处置。 

 

基准 

1. 废水、污水、食品残渣和任何其他废料均按照当地标准排放处置，不可对邻近居民、

自然环境或周围社区造成任何重大影响。 

2. 受污染的水或废物的排放点与供应农场或社区成员饮用水水源之间，必须至少间隔 50

米。 

3. 废物至少应分类为可分解/有机和不可分解/无机废物。最好将废物分成不同的类型，例

如玻璃、橡胶、金属等。  

4. 产生生物、化学、物理或其他风险的危险废弃物，必须按当地法律进行隔离和处置。 

5. 提供专门的垃圾收集容器，并定期清空。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垃圾容器。最佳做法是

提供防漏、非吸收性、防锈和耐腐蚀的容器，防止昆虫和啮齿动物进入。此类容器必

须定期清空（根据温度和产生垃圾量确定），以避免有机材料腐烂产生难闻气味。 

6. 根据农场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M）计划或当地要求，在整个生活设施中进行虫害消

灭、病媒控制和消毒。必要时，应根据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计划的要求定期进行害虫和

病媒生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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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求 5.7.2 

 

5.7.2 现场居住的儿童，以及学龄儿童上学。（学龄）儿童可： 

• 在安全的步行距离内步行上学。 

• 乘坐安全交通工具去通勤距离合理的学校上学。 

• 在获得认可的同等教育水平的现场学校上学。 

 

要求 5.7.2 的解读指南 

 

安全的步行距离、通勤距离合理：根据每个地区的条件、气候和交通线路，儿童从家中到学校

通勤的时间和距离必须合理，并且必须符合相关的当地法律。 

 

基准 

1. 按照儿童（必要时在陪伴下）可以安全行走的最短路线测量确定步行距离。 

2. 合适的学校是指根据当地/国家法律/指南，能够提供适合儿童年龄、能力和才能的教育

、距离最近的合格学校。   

3. 在可能的情况下，16 岁以下的儿童独自上下学的路线不应经过会危及他们安全的地区

，例如茂密的森林、没有桥梁的河流、沙漠地区、废物处理区等。 

4. 儿童的住址是指他/她通常长期居住的地方。 

 

在没有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必须遵守以下参数： 

 

区域 年龄 每次上下学的最大步行距离 每次上下学的最长步行时间 

农村 5-10 岁 0-3 km 30 分钟 

10-15 岁 0-5 km 1 小时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工作文件第 308 号 

  

安全交通：如果雇主向工人提供交通服务，则必须符合交通安全标准，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 为每位乘客提供一个单独的座位或长凳，为每位乘客提供足够的空间。 

• 与车辆牢固连接的座椅。 

• 车辆必须有符合当地法律要求的安全带。 

• 如果交通工具有窗户，则窗户不可损坏或破裂。 

• 所有车门均可正常使用。 

• 有适当通风。 

• 车辆内部无孔洞或生锈区域。 

• 车辆正常工作，并符合当地关于维修和驾驶授权的法规。  

 

如果雇主向雇员提供到工作场所的交通，所使用的车辆必须有适当的保险，并由有执照的司机

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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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适用于小型农场和团体管理的要求 

核心要求 5.7.3 

5.7.3 考虑到当地条件和每个生产者可能提供的条件，在现场居住或寄宿的工人及其家人应有

安全、干净和体面的生活区，包括： 

• 安全宿舍；建立在无危险的位置，一个可以抵御极端天气条件的结构，至少包括干燥

地板、永久性的墙壁及维修状态良好 

• 为集体宿舍标记疏散路线。 

• 防止空气污染和地表径流。有足够的污水处理、卫生设施和废物处理设施。 

• 提供安全饮用水。 

• 充足的卫生和清洗设施。至少提供充足的照明和可上锁的设施，确保弱势群体的安全

和隐私。 

  

国际劳工组织 R115，1961 年工人住房建议（第 115 号） 
 

要求 5.7.3 的解读指南 

安全宿舍：定义为建立在无危险的位置的住房单元，其结构足以保护居住者免受极端气候条件

的影响，如降雨、高温、寒冷和潮湿。必须至少包括架空干燥地板，其材质可包括水泥、石头

、瓷砖或木地板或粘土；粘土地板只有在经过密封和平整处理的情况下才合格。墙壁必须是采

用砖和水泥、预制面板、木材、粘土、泥浆、土壤、石头或金属建造的永久性结构，接地良好

，其状况不会对工人构成危险。屋顶不可漏水。 

无危险的位置：系指一个避免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如雪崩、山体滑坡、火山爆发等）的地点

。住房和处理过的作物必须遵守雨林联盟规定的杀虫剂禁喷区原则。同样，住宅或生活区也不

应暴露于化学物质、燃料或其他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蒸汽中。 

标记疏散路线：当发生火灾或需要工人撤离建筑物时，可能会发生混乱和骚乱。因此，必须对

疏散路线进行明确标记以便所有工人能够看清。标记应清晰可见，并能被所有工人理解。所有

出口路线必须有明显的标志。这些标记最好在断电时也可见。 

防止地表径流、污水或其他废物： 

• 废水和固体废物：废水处理和废水排放以及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的设计必须防止污染

任何水体，确保卫生并避免感染和疾病的传播，以及蚊子、苍蝇、啮齿动物和其他害

虫媒介的繁殖扩散。 

• 提供专门的垃圾收集容器，并定期清空。此类容器必须定期清空（根据温度和产生垃

圾量确定），以避免有机材料腐烂产生难闻气味。 

• 受污染的水或废物的排放点与供应农场或社区成员饮用的淡水源之间必须至少间隔 50

米。 

安全饮用水：对于小型农场，如果无法获得安全的公共生活饮用水，则管理人员实施培训计划

并记录，指导团体成员通过煮沸、过滤或氯化处理饮用水，并预防水污染。成员农场必须证明

他们实施了这些方法中的一种，以确保提供给工人的水是安全的。 

充足的卫生和清洗设施：必须使工人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标准，也必须防止卫生设施不足造成

的污染和疾病传播。卫生和厕所设施需始终包括以下内容：坑式厕所、坐便器、小便池、洗手

池和淋浴。卫生和厕所设施应保持清洁且完全处于可使用状态。设施应当采用易于清洁的材料

，并确保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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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要求的术语和定义 

耐用建筑材料：能够承受磨损、压力或损坏的结构件；耐磨损，适合当地条件。 

 

烹饪设施： 

1. 烹饪区域必须在没有不良气味、灰尘或其他污染物的区域，不受洪水影响，并且有充

分排水系统。 

2. 烹饪区域应具有足够的烟雾通风措施，以避免烟雾在室内或区域内积聚。 

3. 建筑物、设施应当建造完好，并保持良好的维修，不得出现建筑材料中的任何物质散

落食物中的情况。 

4. 建筑物和设施必须提供适当的食物储存设备。储存区域必须防潮和防虫，并与化学品

和其他潜在危害的储存区域分开。 

5. 建筑物和设施的设计应便于进行充分清洁。 

6. 建筑物与设施的设计应当防止有害生物和动物进入和栖息。 

7. 厕所、动物饲养区域应与食物处理区域完全隔离。不应直接通向食品处理区域。 

 

密封地板：具有无孔涂层的地板，无裂缝或孔洞，以避免残留物、灰尘和微生物的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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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观察指南 

下表的目的是为实施者和审核员提供一种实用的方法来评估空间的宜居性和卫生的基本要求是

否得到满足。下表提供了评价 2020 可持续农业标准第 5 章规定的住房条件主要要求的方法。 
 

主题 观察要素 

位置和建筑 

 

• 在一个洪泛区，房屋架空离地建设。 

• 这些房屋遵守本标准中关于农药禁喷区的规定，不暴露于危

害房屋居住者健康的蒸汽、烟雾或灰尘污染中。 

• 房屋结构坚固，其材料和设计保护居住者免受外界气候条件

的影响。墙壁不存在对居住者构成风险的裂缝或倾斜。 

• 地板保持干燥，没有会出现污水或湿气积聚的区域。 

健康和卫生 

 

• 家庭环境干净整洁。 

• 储水箱中有足够的清洁水供所有人使用，并加盖保护。 

• 可以直接使用的处理过的净水储存在干净的容器中并加盖。 

• 室内有带盖容器存放垃圾。 

• 废水的处理方式应能够减少疾病的扩散。 

• 食物/炊具的准备和保管处理细心认真。 

• 该房屋具有防止昆虫和啮齿动物进入的保护措施。 

舒适和体面 

 

• 有家属同住的工人和单身工人各有单独的区域。 

• 父母和子女同住一套住房。 

• 每个工人都有一张床，卧室遵守要求 5.7.1 的住宿参数。 

• 房屋内有用于睡觉、做饭和社交生活的独立空间。 

• 每个工人都有一个安全存放个人物品的区域。 
 

摘自：迈向健康住房——泛美卫生组织促进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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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图片指导 

  

不良住房条件 

  
临时工人住房由非耐用材料建造，直接在地面搭设，没有通风或照明，没有电、自来水、卫

生或烹饪设施，没有足够的污水处理设施、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 

良好的住房条件 

  
耐用的工人住房，有足够的通风和照明，有路标，有通风设备，有电力供应和雨水排放系统

，有干燥和密封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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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状况差 

  
淋浴安装不稳固。没有墙和门来保证隐私。 厕所没有门，地板被水淹没，没有排污系统

，也没有能保证使用者隐私和安全的门。 

卫生设施状况良好 

  

卫生间/浴室采用耐用材料建造，易于清洁，具有通风、照明和可上锁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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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足够的排水系统  

  

照片所示分别为一片住房区域和一片公共区域，生活废水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在这两种

情况下，都会产生恶臭、寄生虫的传播和病媒的繁殖。 

充分排水 

  
干燥区域，并配有收集和处理雨水和生活用水的适当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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