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项目贷款 太阳能采购
投标人声明-强制劳动
序言
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组件全球供应链存在重大强制劳动的风险. 为了减轻强制劳动风险， 世界
银行要求借款方在采购过程中纳入投标人有关强制劳动执行情况的声明，资质要求以及加强太阳
能电池板/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的有关规定从而强化太阳能采购的有关采购流程1。

范围
投资项目贷款：借款方必须在依据《世界银行环境与社会框架》有关规定，将太阳能电池板/组
件定义为“项目核心内容之一”纳入适用采购文件2 中: (i) “招标公告”， “投标人须知”和
资质要求的适用条款； (ii) 强制劳动执行情况声明；(iii) 有关强制劳动的声明；以及 (iv)
加强有关强制劳动的合同条款；
此类条款和声明表必须纳入国际及国内竞争招标的采购文件中，任何直接选择/直接采购方式也
适用上述范围。附件里的条款和声明所使用的术语如“投标书”和“投标人”是基于征询投标书
里的有关术语。资质要求和声明里的术语需要依据适用的采购流程进行适当调整，例如“建议书”
“建议人”和申请人。见附件 I， II， III 和 IV。

生效日期
2022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的所有新采购（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直接采购）: (i) 附件 I：在“招
标公告”， “投标人须知”和资质要求中纳入适用条款；(ii) 附件 II- 强制劳动执行情况声明；
(iii) 附件 III- 有关强制劳动的声明；及 (iv) 附件 IV- 加强有关强制劳动的合同条款；

前审
所有适用于声明要求的采购文件都须世行前审并获得世行不反对意见。世行的前审同样包括在采
购文件发布之前的审查； 在业主（借款方）批准之前对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制
造商的审查（附件 III），同样适用于授标后如果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制造商发
生了调整。

投资项目贷款， 2022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所有将太阳能电池板/组件作为“项目核心内容之一”的项目的所
有新采购（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直接采购）（见范围） 。
2
本文件中所述的采购文件为资格预审文件/初步选择文件 或招（投）标文件或征询建议书文件和/或合同格
式，视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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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 适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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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邀请（招标公告）
所有投标书必须包含强制劳动执行情况声明（附件 II） 和有关强制劳动的声明 （附件 III）。

投标人须知 (ITB)
在投标文件中须包括：采用本文第四节格式的有关强制劳动的申明，投标函（或即当未采用世行
标准采购文件时的有关章节）。

资质要求4
强制劳动执行情况声明 – 要求投标人（如果是投标联合体，则为联合体的每个成员），投标人
推荐的分包商， 供应商 和/或 制造商声明在过去 5 年当中由于违反了强制劳动有关义务，任何
暂停执行或终止执行的合同，及/或实施了其他合同救济措施包括业主扣除履约保证金。要求的文
件： 附件 II 表格: 强制劳动执行情况声明。

附件 I 采用了术语“投标书” 和“投标人”。此类词语应该依据适用的采购流程的有关术语而调整如“建
议书”“建议人” 和“申请人”。
4
取决于采购流程，资质要求应该被纳入到适当的采购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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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 强制劳动执行情况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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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须填写本表格：投标人 ，投标联合体的每个成员， 投标人推荐的每个太阳能电池板 和/或太阳能
组件分包商/ 供应商/ 制造商]

投标人名称： [插入全名]
日期： [插入年，月，日]
投标联合体各成员名称或分包商/ 供应商/ 制造商名称：[插入全名]
（招标文件编号）RFB No. 和 名称： [插入标号与名称]
页 [插入页码] [插入总页码数]
强制劳动记录申明
依据 第 III 节， 评标和资格标准
我们：
 (a) 在过去 5 年当中没有因违反强制劳动有关义务，暂停执行或终止执行合同，及/或实施其他合同补救措施
包括业主扣除履约保证金 [ 如果选 (a) ，下文(b)标注不适用]
 (b) 在过去 5 年当中由于违反强制劳动有关义务，暂停执行或终止执行合同，及/或实施其他合同补救措施包
括业主扣除履约保证金 。详情如下：
年

合同编号

-

-

 (c)

业主名称

暂停执行，或终止执行及/或实施的其他合同补救措施包括业主扣除履约保证金的原因
f
.
.. ………………………………………………………

-

-

[如果上文(b) 适用，请附上证据表明有足够能力和决心履行强制劳动有责任。]

我们申明本表格中所有信息和陈述都真实无误， 知道本表格中的任何虚假陈述可能会让业主剥夺我们
的资格及/或受到世界银行的制裁。
投标人/ 投标联合体成员/ 分包商/ 供应商/ 制造商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 标 人 / 投 标 联 合 体 成 员 / 分 包 商 / 供 应 商 / 制 造 商 授 权 签 字 人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投标人/ 投标联合体成员/ 分包商/ 供应商/ 制造商授权签字人职位： ________________
上文授权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____, 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授权代表会签（如果表格是由投标联合体成员/ 分包商/ 供应商/ 制造商递交）: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____, 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II 采用了如“征询投标书”和“投标人”这样的术语。此类词语应该依据适用的采购流程的有关术语
进行调整，如“征询建议书”“建议人” 和“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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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 有关强制劳动的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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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_______________

RFB 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编号：_______________

合同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启者：
我们，下文签署人，申明 如果授予合同，我们，包括我们的分包商，和 供应商 / 制造商会应要
求遵守合同中有关强制劳动的义务。在这一点上，我们：

(a)承诺我们的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其他我们聘用的人员中都不会存在强制劳动；
(b)承诺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其他我们聘用的人员的就业条件会达到合同规定的合同义务
标准；
(c)会在我们与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的合同中包括预防在
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其他分包商/ 供应商/制造商聘用人员中强制劳动的条款；
(d)会在我们与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的合同中包括一个条
款，要求这些分包商/ 供应商/制造商 在他们与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 供
应商/制造商签署合同时，包含预防强制劳动的义务条款；
(e)会监测我们的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履行合同义务的情
况，在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他们聘用的其他人员中预防强制劳动的执行情况；
(f)会要求我们的分包商监测他们的[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供应商/ 制造商履行合同
义务，在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他们聘用的其他人员中预防强制劳动的执行情况；
(g)会要求我们的分包商 / 供应商/ 制造商如果出现任何强制劳动事件，立即告知我们；
(h)会立即告知业主任何在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现场或经
营场所出现的强制劳动事件；
(i)会在依据合同充分细节信息递交的定期进展报告中提供我们自身及分包商/ 供应商/制造
商强制劳动有关规定履约情况；以及我们会
(j)确认合同的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为 （或可能为）：

[提供每个公司的名称，地址， 主要联系人，电子邮件，以及公司网址链接]

或
确认您尚未最终确定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名单，不过一经确
认，在签署合同之前，会向业主提供公司名称，主要联系人，电子邮件和公司网址链接, 并提供
文件证明遵守强制劳动有关义务，供业主审批]。

附件 III 采用了“投标书”和“投标人”这样的术语。此类词语应该依据适用的采购流程的有关术语而调整
如“建议书”“建议人”。
6

4

那么
如果上文(c) 适用，请附上证据证明是如何履行或确保会履行有关合同义务；
如果上文 (d) 适用，请附上证据证明是如何履行或确保会履行有关合同义务；
如果上文(e) 适用， 请附上证据证明如何开展或确保会开展监测/尽职调查 （例如检查方案，使
用检查代理，检查频率或过去的工厂/劳动检查报告示例等）；
如果上文(f) 适用，请附上证据证明如何确保分包商开展或会开展监测/尽职调查 （如他们的检
查方案，使用检查代理，检查频率或过去的工厂/劳动检查报告示例等）。

我们申明本表格中所有信息和陈述都真实无误， 知道本表格中的任何虚假陈述可能会让业主剥夺
我们的资格及/或受到世界银行的制裁。
投标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授权签字人名称**

_______

投标书签字人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____, 年_____
*：如果投标书为投标联合体递交， 投标人名称填写投标联合体的名称
**：投标书签字人须具有投标人对投标书的委托授权.

[备注：如果是投标联合体，必须以递交投标书的投标联合体所有成员的名义发布有关强制劳动的
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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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加强合同有关强制劳动的条款
包括以下有关强制劳动的条款 /用以下条款全面替代其他有关强制劳动的条款：

乙方，包括其分包商/ 供应商/ 制造商不会有强制劳动行为。强制劳动包括任何非自愿提供的工
作或服务，即个人出于武力或惩罚胁迫被迫工作或服务，包括任何形式的非自愿或强迫劳动，如
契约苦工，以工抵债或其他类似劳务合同安排。
不会聘用或雇佣任何被人口贩卖的人员。人口贩卖的定义是招募、运输、转运、窝藏或接受被贩
卖人员，通过胁迫或武力或其他形式强迫、绑架、欺骗、蒙蔽、滥用权力、或利用他人的脆弱境
地，或给予或获得钱财或其他好处从而出于剥削目的使得一个人拥有对另外一人的控制权。
在这一方面，应：
(a) 在与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缔结的合同中，包括预防分包商
/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在其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他们聘用的其
他人员中预防强制劳动的义务条款 ；
(b) 在与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缔结的合同中，要求这些分包商
/ 供应商/制造商 在他们与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 供应商/制造商签署合同时，
包含预防强制劳动的义务条款；
(c) 监测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在其职工、雇员、工人和任何他
们聘用的其他人员中预防强制劳动的履约情况；
(d) 要求分包商监测他们的[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 供应商/制造商在其职工、雇员、工人
和任何他们聘用的其他人员中预防强制劳动的履约情况；
(e) 要求分包商/ 供应商/制造商向承包商立即报告任何强制劳动事件；
(f) 会立即告知业主任何在分包商/ 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现场或经营场
所出现的强制劳动事件； 以及
(g) 会在依据合同充分细节信息递交的定期进展报告中提供其自身及其分包商/ 供应商/制造商强
制劳动有关规定履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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