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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害者到幸存者， 
开启新的人生



联合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自愿信
托基金   (以下简称UNVTF信托基金)

UNVTF信托基金: 全球打击贩运人口的重要组成力量。

作为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全球行动计划的
一部分，联合国大会于2010年成立了联合
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
自愿信托基金。该基金全力支持贯彻《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
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补充议定
书》）的相关内容。《补充议定书》是国
际社会首个旨在保护和帮助人口贩运受害
者并维护其人权的法律性行动框架。

以救助受害者为核心的行动 

通过资助非政府组织, UNVTF信托基金每年直接救助约3000名贩运人口行
为受害者。

对于每个给予资助的项目, UNVTF信托基金都坚持始终以受害者为中心，这贯彻了《补充议定书》
所倡导的“3P”方针，即预防贩运人口（Prevention），起诉人贩子（Prosecution）， 并保护受害
者（Protection)。这一方针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框架性的行动指南，以打击贩运人口，保护每个受害
者的基本权利。 

工作重点1：对受害者的基本保护
对受害者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保证人身安全，并进行心理辅导。这包括了提
供帐篷，咨询，教育，生理和心理援助服务。

工作重点2：法律援助  
对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包括通过法律代理帮受害者获得合法身份、救济、
赔偿和/或一揽子援助。

工作重点3: 增强受害人自食其力的能力，防止悲剧重演
通过提供职业教育，教授谋生技能，提高社会对打击人口走私的认
识，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帮助受害人重返社区，防止被再次拐卖等措
施，受害人逐渐可以自食其力地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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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升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对打击贩运人口的认
识，蓝心运动为UNVTF信托基金提供了坚实的帮
助。该运动鼓励政府、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去倡
导打击人口贩运行为，并帮助预防这一可耻的犯罪
行为。

420万  美元从全世界支持者那里汇入信托基金 (截至
2018年4月)。 

52万 美元是UNVTF信托基金从2010年起每年平均获得
的捐助额。

360万 美元已经资助给了全球的非政府组织，来直接
救助受害者。

34家 非政府组织所实施的项目在UNVTF信托基金第一
轮和第二轮赠款周期中得到了支持。

蓝心运动所使用的蓝心标志正成为国际公认的符
号。蓝心标志传达了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悲惨遭遇，
同时提醒人们人口贩子和买卖人口者的冷血无情。
蓝心运动所得的资助将直接汇入UNVTF信托基
金，以帮助受害者。

蓝心运动 打击贩运人口活动 

透过数字了解UNVTF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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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VTF信托基金所取得的成就

UNVTF信托基金与非政府组织伙伴合作，和全球打击人
口贩运的行动一道，支持有益于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各项活
动和服务。通过确认受害者，提供法律和起诉援助，协调
有关部门互通信息等工作，使包括心理康复咨询、社会融
合、帮助受害者获得合法权益和合理赔偿等在内的援助得
以顺利开展。

确认受害者：  
•通过特定的筛查方法，幸存者得以正式被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
者； 
•帮助受害者得到救济，包括经济补偿和一揽子援助项目；
•例如，得到资助的非政府组织FOCUS在泰国开通运行了人口贩运
受害者援助热线。作为确认受害者工作的一部分，他们通过热线得
到人口贩运的相关信息并进行核实 。

法律和起诉援助： 
•提供受害者法律咨询和有关其合法权益的信息；
•为受害者提供司法和证人保护，使其得到赔偿金，并将人贩子
绳之以法；
•例如，得到资助的非政府组织Justicia Para Nuestras Hijas在
墨西哥成功促成了对人贩子的历史性的审判。他们代表4位逝者
家属，使5名人贩子每人都得到了697年监禁的判罚，并处以了
83万9274美元的赔偿金 。

协调各相关方，共享信息： 
•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协同合作，共同打击人口贩运；
•加强各国受害者转送机制，推进政府担负其责，并为官员提供
必要的培训；
•例如，得到资助的非政府组织Bachpan Bachao Andolan在印度
和执法当局一道援救了260名强迫劳动的童工，为他们争取到了
拖欠的3万7000美元工资，并查封了16家血汗工厂。

UNVTF信托基金资助非政府组，使他们的重要
活动有序运转，帮受害者重拾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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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给受害人，无论成年男女或儿童，都带来的极大伤害，并使每一个国
家都深受其害——不管其是被贩运人口的来源地、中转地、目的地，抑或三者
皆是。
根据《补充议定书》, “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
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
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
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 利益取得
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
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这种犯罪行为的深层根源在于被害人的社会和经济状
况，包括贫穷，家庭暴力，被边缘化，以及缺少必要
的教育。对特别是妇女、儿童、难民和移民等社会最
弱势群体的歧视加剧了这种罪行。

•世界人口贩运受害者中儿童占1/3。

•妇女和女童占人口贩运受害者总数的71%，她们
大多为性剥削而被贩运。

•男性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群体，常为强迫劳动
而被贩运，遭受着肉体折磨和奴役。    

51%

8%

来源: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全球人口贩
运问题报告》

性剥削 强迫劳动

器官切除

家庭奴役

新型贩卖强迫犯罪 贩运人口受害者

根据《补充议定书》的定义, “贩运人口”由
下列三要素构成: 
行为 =) 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
员;  
手段 =) 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
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
骗、滥用权力或利用脆弱境况，或授受酬
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
同意;
剥削目的 =) 其中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
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
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
切除器官。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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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VTF信托基金: 全球打击贩运人口的重要组成力量。 

遍及全球的影响力

我们的全球影响力通过持续的赠款方案得以实
现。我们对全球专业的非政府组织给予多年的资
助，以提供受害者至关重要的援助。

第一轮赠款周期 (2011-2014)内, 共11家全球非政
府组织入选，得到了最长为期三年的资助，总赠
款额达75万美元。

第二轮赠款周期（2014-2017）内, 共23家全球
非政府组织入选，得到了最长为期三年的资助，
总赠款额达125万美元，使各项目可以向受害者
提供实质的援助。

2018年第三赠款周期征求提案开始, 重点关注武
装冲突中造成的人口贩运以及在大规模难民和移
民潮中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此轮总赠款额为
150万美元。

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法国

立陶宛

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

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

捷克

马耳他
孟加拉

印度以色列

越南泰国

尼泊尔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塞内加尔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布隆迪

柬埔寨

乌兹别克斯坦

肯尼亚

2nd round 第二轮赠款周期

1st round 第一轮赠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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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lue Dragon Children’s 
Foundation 

UNVTF信托基金为成员国、私营部门和个人提供了机会，
使他们团结一致，给那些人口贩运受害者以坚实的帮助。

我们收到的每一份捐款都用于向全球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提
供必要的服务、保护和直接的援助。

在此，UNVTF信托基金要特别感谢给予我们捐款最多的五
个国家：意大利、卡塔尔、法国、澳大利亚和瑞典。

“我们要向所有的合作伙伴、捐款者、支持者和朋友们致以
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无价的宝贵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就不能向千万人口贩运受害者伸出援手，使其受益。”

贝妮塔.费雷罗-瓦尔德纳 （Benita Ferrero-Waldner）UNVTF
联合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自愿信

托基金董事会主席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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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您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将人口贩运受
害者被褫夺的东西还给他们: 尊严!

献出您的爱心!
捐助... 
受害者一个新的人生
 

您的捐款将去向何处?

UNVTF联合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
受害者自愿信托基金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 （UNODC，以下简称毒罪办）负责管理 
。为UNVTF信托基金秘书处工作的毒罪办的工
作人员由毒罪办支付其工资，所以UNVTF信托
基金可以将大部分资金直接用于资助非政府组
织，只保留10%用作运营经费。

免责声明: 本册所用图片仅为宣传使用，和案例并无关联。 绝
大多数图片中人并非得到证实的贩运人口受害者. 封面照片来源: 
©Blue Dragon Children’s Foundation。

您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网址，经由联合国基金会（UN 
Foundation）* 向我们捐款: www.unodc.org/
humantraffickingfund

(*对在美国的公司和个人，该捐款适用于减免税
款。)

或者，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至: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Bank Austria
IBAN: AT82 1200 0525 1502 5025
银行识别码（BIC/Swift code）: BKAUATWW
银行代码（Bank code）: Austrian BLZ Code 
12000
账号: 52515 025 025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请在转帐目地栏注明“UNVTF”)

通过email联系我们: 
unodc-victimsfund@un.org  

伸出您的援手

管理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