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341/INS/3/1(Rev.2)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劳工局不印刷会前或会后出版的理事会文件。仅以有限数量印刷会议期间出版的
文件并向理事会理事分发。理事会所有文件可在以下网址查阅：www.ilo.org/gb。 

理 事 会 
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日内瓦 

 

机构部分 lNS 
  
日期：2021 年 3 月 18 日 

原文：英文  

第三项议程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大会未来会议议程 

 
旨在着手审议关于 2022 年及以后大会议程的建议，包括应遵循的战略性方法(见决定草案：第 37 段)。 

相关战略目标：所有四大战略目标。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保障性成果目标 B：国际劳工组织的有效和高效治理。 

政策影响：对 2022 年和其后大会议程的影响。 

法律影响：因实施《大会议事规则》和《理事会议事规则》而产生的影响。 

财政影响：因将议题列入大会议程和因理事会可能批准的任何拟议预备会议而产生的影响。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与后续行动相关的任何影响将被提交给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审议。 

作者单位：政策部门及外地办事机构和伙伴关系部门各司局。 

相 关 文 件 ： 理 事 会 文 件 GB.334/INS/2/1 、 GB.334/INS/PV 、 GB.335/INS/2/1 、 GB.335/INS/PV 、
GB.337/INS/2、GB.337/INS/2(Add.1)、GB.337/INS/3/2、GB.337/INS/PV、GB.340/INS/PV。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64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192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7257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534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251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40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32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41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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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会议程制订过程概览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和《理事会议事规则》规定了与国际
劳工大会议程相关的适用规则。 1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由常设议题和技术性议题组成。 

 理事会每年应将以下常设议题列入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 理事会主席报告和总干事报告； 

• 财务和预算问题；以及 

• 关于公约和建议书的实施情况与报告。 

 按惯例，大会议程包括三项技术性议题(每项议题需在大会上设立一个技术委员会)，通常
旨在进行标准制订、一般性讨论或周期性讨论。鉴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讨论，一
些理事会成员在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提出了在大会议程中列入一
个专门用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后续行动的议题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允许在一届大会
会议中列入两项标准制订议题。 2 理事会可将其他议题列入议程，这些议题一般可由全会、
总务委员会或其他技术委员通过召开次数有限的会议来加以处理。 3 对于标准制订议题而
言，虽然两次讨论一直是常态，但理事会仍可决定仅进行一次讨论。 4 理事会将在连续两
届会议上审议关于将一项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建议，除非其在第一次讨论时就已一致同意
将所建议的议题列入大会议程。 5 

 在第 328 届会议(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周期性讨论的五年周期计
划，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社会正义宣言》)并按
照以下顺序对四大战略目标开展周期性讨论：2018 年，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2020 年，
社会保护(社会保障)；2021 年，就业政策；2022 年，社会保护(劳动保护)；以及 2023 年，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此外，理事会为一个周期性讨论框架提供了指导，以确保讨论
充分实现《社会正义宣言》所确定的特定目的。 6 

 理事会在其第 338 届会议上，经以通信方式表决，决定将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从
2020 年 6 月推迟至 2021 年 6 月。 7 理事会成员普遍支持保持周期性讨论的周期，将关于

 

1 见《章程》第 14 条第 1 款和第 16 条第 3 款；《大会议事规则》，第 7 条、第 7 条(乙)、第 8 条和第 12 条；《理事
会议事规则》，第 5 节和第 6.2 节。 
2 见理事会文件 GB.337/LILS/PV，第 18 段和第 19 段。 
3 见附录二，关于大会议程(2010-2030)技术性议题选择的概览。见理事会文件 GB.328/PV，第 16 段(工人组)。 
4 近期，大会在一次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 及《<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 
5 见《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5.1.1 条。 
6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INS/5/2 和 GB.328/PV，第 102 段。 
7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为准备理事会以通信方式做出的决定而举行的筛选小组会议议事录，第 101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221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221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9466.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6300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246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413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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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的周期性讨论列入 2021 年大会议程。理事会不妨确认关于就业、社
会保护(劳动保护)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周期讨论同样应分别推迟到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以完成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所确立的周期性讨
论周期。 8 

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 

 理事会在其第 322 届会议(2014 年 10 月)上批准了对制订大会第 106 届(2017 年)、第 107
届(2018 年)和第 108 届(2019 年)会议议程采取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这一概念。其目的是
为了回应三方成员对大会议程制订工作的评论以及对大会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最高决策机构
角色的评论。该方针基于两大要素：(i) 在制订大会议程时保持一个战略重点，利用国际劳
工组织成立百年庆典所营造的势头，强调机构一致性与灵活性；(ii) 三方充分参与议程的
制订过程。 9 

 依照这一方法，理事会选定了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大会的技术性议题。
持续审视了大会先前的讨论成果与未来大会议题的审议之间的协调关系。已将大会议程的
制订工作与其他机构性进程和战略讨论(例如《国际劳工组织 2018-2021 年战略规划》)结
合起来。 10 而且，理事会已采取步骤，确保大会议程体现国际劳工组织所开展的行动，
以此确保国际劳工组织拥有一套能够应对劳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明确、有力和切合当前
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以保护工人并兼顾可持续企业的需求。因此，标准审议机制三
方工作组对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体系的审议工作以及关于《章程》第 19 条第 9 款有关过时
的已生效公约废除程序的实施情况，均为大会议程制订工作提供了依据。 

 《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重申了国际劳工标准的制订及其促进、批准和实施对本
组织至关重要，并强调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该方面的工作。 11 

 正如在 2008 年《社会正义宣言》影响评估之后通过的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
会正义的决议所设想的，在周期性讨论与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基于根据《章程》
第 19 条要求提交的报告而准备的普遍调查的主题之间实现适当有效的对接，这成为战略
性和一致性方法的另一个要素。 12 当前的做法是及时为随后的普遍调查选择与特定主题
相关的文书，以便在大会讨论相关周期性议题之前的会议上加以讨论。一些理事会成员在
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表示支持加强普遍调查、标准审议机制与
周期性讨论之间的联系。 13 

 
8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第 15.1 段。 
9 见理事会文件 GB.322/PV，第 17 段，及理事会文件 GB.322/INS/2，第 11-19 段。在关于大会和理事会运行工作组
的工作中认可了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见理事会文件 GB.322/INS/12(Rev.)，第 4.1 段。 
10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PFA/1。 
1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第 IV(A)部分。 
12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第 15.1 段。 
13 理事会文件 GB.337/LILS/PV，第 47 段和第 50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9940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4170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2838.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946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31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9940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94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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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这一进程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已向理事会各届会议提交了由劳工局定期更新的关
于在 2019 年之前实施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的程序路线图。 14《百年宣言》强调了此种透
明度的重要性。 15 

 B. 理事会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 
所做出的决定 

 在其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决定： 

(a) 在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0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项涉及技能和终身学习(一般性讨论)的
议题； 

(b) 在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1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项涉及撤销《1933 年收费职业介绍所
公约》(第 34 号)的议题； 

(c) 推迟至理事会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决定将有关以下内容的一项议题列入大会
第 110 届会议(2021 年)的议程： 

(i) 体面劳动与社会和互助经济(一般性讨论)；或 

(ii) 劳动世界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转型(标准制订讨论或一般性
讨论)；或 

(iii) 基于第 337 届会议讨论的任何其他议题； 

(d) 将关于废除《1949 年收费职业介绍所公约(修订本)》(第 96 号)的议题列入大会第 119
届会议(2030 年)的议程；并 

(e) 要求劳工局在为理事会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编写文件时考虑到所提供的指
导。 16 

 此外，理事会继其先前的决定，要求劳工局： 

(a) 着手拟订有关生物危害因素、人体工学与人工搬运、化学危害因素及机械防护专题
的可能标准制订议题的建议，供理事会在其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上审议，以
纳入未来国际劳工大会的议程； 

 
14 关于实施战略性和协调一致的方法的更详细内容，见理事会文件 GB.328/INS/3，第 7-15 段。附录三列出了截至
2022 年的最新路线图。 
15 《百年宣言》，第 IV(A)部分。 
16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2(Add.1)/decisio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367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40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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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拟订这些标准制订建议时，遵循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有关专题综合方法及标
准制订进程的指导，以将相关议题作为机构优先事项尽早列入大会议程。 17 

 理事会在其第 338 届会议上经以通信方式表决，决定将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从
2020 年 6 月推迟至 2021 年 6 月。 18  

 2020 年 10 月 22 日，忆及其 2020 年 4 月 3 日关于将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推迟至
2021 年举行的决定，理事会： 

(a) 以通信方式决定批准对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议程的以下调整： 

(i) 在议程项目一(理事会主席和总干事报告)项下，大会将审议：总干事 2018-
2019 年两年期计划执行报告、总干事报告(专门讨论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
19)危机的影响)、关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被占阿拉伯领土工人状况的报告以及
理事会主席涵盖 2019-2020 年和 2020-2021 年任期的报告； 

(ii) 在议程项目二(计划和预算及其他问题)项下，大会将审议：2022-2023 两年期
计划和预算草案、2019 年和 2020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其他行政事项，
包括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组成； 

(iii) 在议程项目三(关于公约和建议书实施情况的信息和报告)项下，大会将审议其
先前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决定中指明的报告； 

(iv) 在议程项目四(关于不平等问题和劳动世界的一般性讨论)、五(根据《国际劳工
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后续行动开展的关于社会保护(社会
保障)战略目标的周期性讨论)和六(关于技能和终身学习的一般性讨论)项下，将
更新相关报告，以反映 COVID-19 危机中新出现的发展情况及该危机对劳动世
界的影响； 

(v) 在议程项目七项下，除了废除 8 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 9 项国际劳工公约及 11
项国际劳工建议书之外，大会还将审议撤销《1933 年收费职业介绍所公约》
(第 34 号)。 

(b) 要求劳工局起草有关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 6 月)安排的建议，其中包括全会和
各委员会会议工作计划，供其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审议。 19  

 理事会在其第 340 届会议上要求总干事： 

(a) 考虑到理事会提供的指导，拟订有关全球复苏对策的建议，旨在通过加速和有重点
地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宣言》，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和有复原力地从 COVID-
19 危机中复苏； 

 
17 理事会文件 GB.337/LILS/1，第 5 段。 
18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为准备理事会以通信方式做出的决定而举行的筛选小组会议记录，第 101 段。 
19 见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有关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 6 月)议程的决定。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54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41371.pdf
https://www.ilo.org/gb/GBSessions/GB340/ins/WCMS_758303/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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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织三方协商，以确定可能的备选方案，供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 6 月)
审议，并旨在就此类对策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达成三方一致意见的进程向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提交适当建议。 20 

 关于实现以人为本从 COVID-19 危机中复苏的全球对策内容和形式的建议载于另一份文件，
单独提交理事会本届会议审议。 21 

 理事会本届会议还将审议有关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安排的建议。 22 这些建议包括
对于理事会可能决定在 2021 年大会议程上不予保留的任何议程项目的各种备选处理方案。
根据理事会就 2021 年大会议程做出的决定，它可能需要在其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上重新审议 2021 年以后的大会议程。 

 C. 2021 年以后的大会议程 

巩固战略性方法 

 根据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提交理事会审议的初步要素， 23 三方成员继续表示支持按战略
性和一致性方法制订大会议程，并支持在 2019 年之后继续沿用这一方法。 24 在审议 2019
年之后的战略性方法时，理事会可能希望考虑到以下因素。 

 理事会已采取措施，将 2016 年 10 月所确定的两个初步要素纳入了有关大会议程的决策进
程：(i) 由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提出并经理事会批准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25 (ii) 在 2030
年议程的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治理结构的工作可助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的后续行动和评估活动的方式方法。 26 此外，《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还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在第二个百年间进一步采取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法，将工人的

 
20 理事会文件 GB.340/HL/2/decision。 
21 理事会文件 GB.341/INS/4。 
22 理事会文件 GB.341/INS/3/2。 
23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INS/3，第 38 段和第 39 段。 
24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PV、GB.329/PV、GB.331/PV、GB.332/PV、GB.334/INS/PV、GB.335/INS/PV 和 GB.337/INS/PV。 
25 除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关于废除公约的建议使得理事会将相应的议题列入议程外，理事会要求劳工局在标准
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确定的规制漏洞的基础上，为可能的学徒工标准制订议题提出一份建议，供其第 329 届会议
(2017 年 3 月)审议。见附录一，第 1(B)部分；理事会文件 GB.328/PV，第 16 段(工人组)和第 22 段(大韩民国)。在审
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理事会还注意到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决定在其后的讨论中跟进
在有关轮班工作的专题方面确定的规制漏洞，而关于工时文书的讨论日期待定；理事会文件 GB.328/PV，第 581(d)段。 
26 根据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见第 15.2(c)(vii)段)，考虑到高级别政治论坛将进行评估的专题
和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理事会决定了关于周期性讨论的五年周期和排序。见理事会文件 GB.328/INS/5/2，第 6 段、
10 段和第 18 段；另见 GB.328/PV，第 84 段(雇主组)、86 段(工人组)、91 段(亚太组)和第 93 段(工业化市场经济国
家)。理事会还决定将其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3 月份的会议作为一个三方讨论平台，讨论国际劳工组织对高级
别政治论坛年度评估的贡献(第 130(a)段)。 

https://www.ilo.org/gb/GBSessions/GB340/hl/WCMS_760854/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1640.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71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16103.pdf
file://ad.ilo.org/gva/NORM/V-RELCONF/PRODOC/@GMT-2018.09.25-12.00.20/Word/English/GB/gb334/GB.332/PV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192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534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16.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9940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246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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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所有人的需求、向往和权利置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核心，坚持不懈地推进其
章程赋予的社会正义使命”。 27 

 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的总体要素仍将有效，例如有必要确保机构一致性，平衡兼顾充足筹
备时间和足够灵活性，通过透明度和包容性保证三方充分参与。 28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
和 2016 年关于通过体面劳动推进社会正义的决议，至少在 2024 年前，周期性讨论仍将
是精简大会议程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作为一个最新实例，大会百年会议上关于工作中暴力和骚扰问题的标准制订讨论可为在两
周会期制下优化大会标准制订工作的途径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29 这将符合《百年宣言》
的呼吁：标准制订具有根本重要性，“社会对话，包括集体谈判和三方合作，为国际劳工
组织所有行动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 30 另外，理事会不妨就标准审议机制三方
工作组建议对国际劳工大会议程的即时和持续影响提供进一步指导，特别是考虑到百年宣
言有关国际劳工标准“需要顺应劳动世界的变化格局”的呼吁， 31 以及在本届会议上将
讨论的有关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运行的第二次评估。 32 

予以审议的可能列入大会未来议程的题目 

 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目前列入了一个关于就业的周期性讨论议题和一个关于学徒
制的标准制订议题(第一次讨论)。该届会议的议程尚余一个位置，可以列入一个关于技术
议题的一般性讨论项目。若理事会决定将一个需遵循两次讨论程序的标准制订议题列入
2023 年大会议程，则应在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上作出该决定。 33 

 自 2019 年 3 月以来，理事会审议了五个供纳入未来大会会议议程的题目， 34 其中一个关
于技能和终身学习的一般性讨论议题已被选定列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的议程。 

 
27 《百年宣言》，第 I(D)部分。 
28 见理事会文件 GB.329/INS/2，第 21 段。 
29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对于在大会议程中列入两个标准制订议题的可能性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理事会文件 GB.328/PV，
第 16 段(工人组)、18 段(亚太组)、21 段(印度)和第 23 段(巴西))。 
30 《百年宣言》，第 II(B)部分。 
31 《百年宣言》，第 IV(A)部分。 
32 理事会文件 GB.338/LILS/3。 
33 关于在选择目前提交理事会审议的建议议题方面的可能时间安排参考附录一。应在 2021 年 3 月召开的理事会本届
会议上为 2023 年大会列入一个标准制订议题，或者在 2022 年 3 月为 2024 年大会列入一个标准制订议题。最晚应在
2021 年 3 月为 2022 年大会列入一项一般性讨论议题或在 2022 年 3 月为 2023 年大会列入一项一般性讨论的议题。
在回答 2017 年 10 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时，应当指出的是，设定这些截止日期的原因是，按照《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
则》，对于标准制订事项而言，劳工局需要在大会开幕前至少 18 个月向成员国提交一份关于法律和实践的报告以及
一份调查问卷。因此，对于 2022 年 6 月的大会而言，原则上需要在不迟于 2020 年 10 月底(18 个月前)发送一份报告 
— 由此需要在 2020 年 3 月的本届理事会上决定(使得有时间准备这些文件)。但是，例外情况是，理事会可根据负责人
的建议来核准一项缩短会议间隔的计划。对于一般性讨论不作此要求 — 《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规定当一个问题被
作为一般性讨论议题列入议程时，劳工局须向政府送交一份关于该问题的报告，最晚在大会开幕两个月之前送达。为
此，需要有时间来准备报告。所以理事会宜最晚在之前一年的 3 月份作出决定。 
34 见理事会文件 GB.329/INS/2，第 23-27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6495.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https://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64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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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在其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确定了两个项目，旨在审议将其列入
2021 年大会议程： 

• 劳动世界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转型(标准制订或一般性讨论) 35 – 这
一议题近年来多次被建议作为标准制订或一般性讨论议题。理事会在其第 337 届会议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决定留待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就此予以审议。该建议
引起了广泛的不同意见，一些成员支持标准制订讨论，另一些成员则更倾向于一般性讨
论。 36 鉴于《百年宣言》呼吁国际劳工组织“着力于 (i) 确保公正过渡到这样一个劳动
世界的未来，即它助推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 37，理事会不妨审
议是否将其作为大会议程的一项标准制订或一般性讨论议题。如果是，则最早将有可能
在 2023 年大会上进行两次标准制订讨论中的第一次讨论，除非理事会决定缩短间隔时
间。或者，也可考虑将其作为一般性讨论议题列入 2022 年或 2023 年大会的议程。在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46 个国家承诺将就业置于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的核心。
为了将这一以人为本的议程转化为具体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了一项“气候行动促进
就业”倡议。联合国秘书长确定由国际劳工组织牵头实施该倡议。 38 

• 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的社会和互助经济这一题目源自《百年宣言》关于采取
以人为本方法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呼吁，大会一般性讨论将为此提供有益指导。在一个
扶持性环境的支持下，私营部门主导的社会和互助经济将有望创造体面劳动和生产性就
业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39 大会讨论可着重关注支持社会和互助经济中可持续企
业的措施。在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该题目获得了对于将其
列入未来大会会议议程的广泛支持。理事会的一些成员认为，讨论所关注的问题应该更
广泛，涵盖可持续企业作为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主要来源的作用。 

 其他三个题目需进一步开展工作和/或在其他三方论坛上讨论，然后才能考虑提出将其列
入大会议程的全面建议。附录一第 3 节提供了关于这些题目的后续行动的最新情况。这三
个题目是： 40 

• 个人劳动争议处理； 

• 体育界的体面劳动；和 

• 公共服务部门中的独立性和保护(反腐败)。 

 
35 参见附录一，第 1(B)部分，第 8 段，关于在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发表的意见。 
36 见理事会文件 GB.334/INS/PV、GB.335/INS/PV 和 GB.337/INS/PV。 
37 《百年宣言》，第 II(A)部分。 
38 见理事会文件 GB.338/POL/1。 
39 《百年宣言》，第 II(A)(ix)部分。 
40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PV，第 17 段(工人组)、19 段(非洲组)和第 20 段(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192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5343.pdf
https://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36815/lang--en/index.htm
https://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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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大会第 107 届会议(2018 年 5 月至 6 月)通过的决议和结论、 41 一些理事会成员在
2019 年 3 月的支持以及《百年宣言》关于“确保适当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并应对与工作
数字化转型(包括平台工作)相关的劳动世界中的挑战和机遇的政策和措施”  42 的呼吁，新
增了一个题目。考虑到平台经济中的工作预计将持续扩展以及相关的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
机会和体面劳动挑战，在今后的一届大会会议上就此进行讨论将是适时的。若干理事会成
员表示支持在未来的大会上讨论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 43 大流行疫情凸显了此类讨论
的及时性，因为在流动性受限期间，平台工人往往处于提供基本服务的第一线，但却发现
他们自己被排除在劳动和社会保护以及政府减缓疫情影响的措施之外。理事会不妨考虑请
劳工局在 2021 年下半年就此问题召开一次三方专家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应参照所有相
关的三方讨论(可能包括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关于“不平等问题与劳动世界”的一
般性讨论)，并为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关于社会保护(劳动保护)的周期性讨论提供参
考。然后，它还能够为可能就这一题目进行的一般性讨论或标准制订提供参考(若理事会
决定将此类议题列入大会第 112 届会议(2024 年)的议程)。 

 理事会在其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首次讨论了有关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建议，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
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决议的后续行动。理事会决定“批准理事会文件 GB.337/INS/3/2
第 21 段所载的程序路线图(以此作为一个规划工具，理事会可根据取得的进展对其进行评
估和修改)，以审议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
架的建议，同时考虑到在讨论中所提供的指导”。 44 在这一框架下，理事会将在本届会
议上 45 讨论该程序路线图的各种要素，包括“审议实质性问题，确定可能的基本要素”。
视理事会对这些建议的审议情况，可能会对列入大会未来会议议程的技术议题数量产生影
响。 

 在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一个三方成员小组要求劳工局拟订关
于可能将照护经济作为一般性讨论题目纳入未来大会议程建议。 46 另一个三方成员小组
建议了以下可能在未来大会上讨论的题目：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潜力；确保教育和培训体
系回应当前和未来技能需求，以就业能力为重点；扩大选择，优化所有工人的机会；支持
公共部门作为重要雇主和高质量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作用。 47 理事会不妨就这些有关拟订
建议的要求提供指导。 

 
41 关于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的周期性讨论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大会通过的决议和结论，第 6A 号临时记录，国际劳工
大会第 107 届会议，2018 年 5 月至 6 月，结论第 6(e)段。 
42 《百年宣言》，第 III(C)(v)部分。 
43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PV，第 17 段、26 段、31 段、38 段、42 段和第 43 段。 
44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3/2/decision。 
45 理事会文件 GB.341/INS/6。 
46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PV，第 18 段。 
47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PV，第 24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31693.pdf
https://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32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986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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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还不妨就最近举行的体育界体面劳动全球对话论坛和在全球供应链中实现体面劳动
技术会议对未来大会会议议程项目可能带来的任何影响提供指导。 48 

对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的后续行动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 2019 年 9 月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讨论了理事会 2017 年和
2018 年所批准的针对其先前建议的后续行动，要求就生物危害因素、人体工学和人工搬
运、化学危害因素和机械防护等题目制订标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建议指出： 49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讨论了两份工作文件， 50 以期落实 2017 年和 2018 年理事会的
决定，其中要求劳工局就生物危害因素、人体工学和人工搬运、化学危害因素和机械防
护等议题的可能标准制订议题拟订建议。 51 三方工作组建议理事会要求劳工局着手草拟
可能的标准制订议题建议，以供其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审议，从而列入国际劳工
大会的未来议程。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根据其讨论情况向理事会建议：劳工局在拟
订这些标准制订建议时应以下列要素为指导，以便尽早将这些题目作为机构优先事项列
入大会议程： 

9.1. 施行“专题综合方法”。可以考虑在同一份文书中兼具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的要素，
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这样特别是在技术条款方面，能够更易于更新文书，以确保标
准的持续相关性，同时兼顾各国国情。 

9.2. 标准制订程序应具有灵活性，涉及四个特定专题，并确保最佳的时效性、费效比和
包容性。这可能包括决定在大会议程上列入一个专门用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后续行动的标准制订议题，也可能包括在理事会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在特定大会上
列入两个标准制订议题的可能性，以便保持应对劳动世界变化的灵活性。由于认识
到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需要高度的技术专长，因此应精准开展包容性的技术准备活
动，以支持三方高效讨论标准制订议题。 

 理事会在其第 337 届会议上批准了这一建议，要求劳工局： 

(i) 着手拟订有关生物危害因素、人体工学与人工搬运、化学危害因素及机械防护专题
的可能标准制订议题的建议，供理事会在其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上审议，以
纳入未来国际劳工大会的议程； 

(ii) 在拟订这些标准制订建议时，遵循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有关专题综合方法及标
准制订进程的指导，以将这些项目作为机构优先事项尽早列入国际劳工大会议
程。 52 

 
48 实现全球供应链体面劳动技术会议(2020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日内瓦)的报告已提交给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仅供参考(见理事会文件 GB.340/INS/18/2)，并提交给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讨论(理事会文
件 GB.341/INS/13/2)。 
49 理事会文件 GB.337/LILS/1，附件 I(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第 9 段。 
50 见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2019/工作文件 1 和工作文件 2。 
51 理事会文件 GB.331/PV，第 723(f)段：“要求劳工局撰写关于以下可能的标准制订议题的建议，以便审议尽早将其
列入未来国际劳工大会的议程：(i) 生物危害和人体工学，认识到在这方面已确定的规章缺位；(ii) 整合关于化学危害
的文书；(iii) 修订关于机械防护的文书；并要求对此加以更新”。 
52 理事会文件 GB.337/LILS/1，第 5(a)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5712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177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54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15395.pdf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policy/WCMS_71539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16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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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劳工局就生物危害因素、人体工学和人工搬运、化学危害因素和机械防护这四个标
准制订议题拟订了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本文件附录一第 2 节，供理事会在决定未来大会会
议的议程时予以审议。根据理事会的要求，劳工局所提建议遵循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
组有关专题综合方法的建议的指导。 

 第二，理事会将审议为落实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而进行的标准制订讨论的方式，
同时注意到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共识，即应具有灵活性，涉及四个特定专题，并确
保最佳的时效性、费效比和包容性。理事会在审议是否宜在大会议程中列入一个专门用于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后续行动的标准制订议题时，应注意到最近的惯例是在大会议程
中列入三项技术性议题，包括一项标准制订讨论、一项一般性讨论和一项周期性讨论。 53 

 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有关标准制订进程的建议，理事会不妨审议在完成四个标准
制订议题所需的若干年期间，是否宜在大会议程上列入一个用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后续行动的专项标准制订议题。可将任何此类专项标准制订议题作为相关大会会议议程上
唯一的标准制订议题，或者可同意在这些届大会会议的议程上增加一项标准制订议题，从
而在某一年的大会上进行两项标准制订讨论。所增加的标准制订议题可取代一项一般性讨
论技术议题，或者可作为在一般性讨论议题之外另增的议题。理事会将根据所涉事项的复
杂性以及在大会两周会期内达成全球共识的可行性来决定每项议题更适合进行一次讨论还
是两次讨论。 54 

 最后，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建议，劳工局提议保持大会废除或撤销过时标准的
时间表，并相应调整大会相关各届会议编号。附录二显示了经调整的时间表。 

 D. 程序路线图 

 最新的程序路线图建议如下： 

• 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理事会将针对以下问题重新审议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的议程： 

(a) 大会第 109 届会议的安排；以及  

(b) 可能列入一个有关应对大流行疫情对劳动世界影响的全球对策的议题。 

它将针对以下问题审议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可能列入一个有关将安全
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议题，并就以下事宜
作出决定：基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的有关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四项标准制订建
议，包括将它们列入大会议程的方式。它将继续根据战略性方法对大会议程提供指导。 

 
53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2，第 3 段。 
54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2，第 3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36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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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理事会将审议在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中列
入上文提及的议题——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
利框架；若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尚未完成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的议程，则它将
完成该届大会的议程；若理事会选择一个将遵循常规的两次讨论通过程序的标准制订议
题，则它将审议 2024 年大会议程的一个技术议题。它将继续根据战略性方法对大会议
程提供指导。 

• 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若理事会选择一个将遵循两次讨论通过程序的标准制订
议题，则它将决定 2024 年大会议程的一个技术议题。若此前的理事会会议尚未完成大
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议程，则理事会将完成该届大会议程，为其列入一个一般性
讨论技术议题，它还将为以后的大会会议议程提供指导。它将继续根据战略性方法对大
会议程提供指导。 

 决定草案 

 理事会决定： 

(a) 在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体面劳动与社会和互助经济的
议题(一般性讨论)； 

或者 

(b) 在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劳动世界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
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转型的议题(一般性讨论)； 

(c) 在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生物危害因素职业安全与卫生
防护的议题(标准制订)； 

(d) 在大会第 113 届会议(2025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整合化学危害因素文书的议题
(标准制订)； 

(e) 在大会第 115 届会议(2027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人因学/人体工学与人工搬运领
域职业安全与卫生防护的议题(标准制订)； 

(f) 在大会第 117 届会议(2029 年)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修订机械防护文书的议题(标准制
订)； 

(g) 要求劳工局在 2021 年下半年召开有关“平台经济体面劳动”问题的三方专家会议； 

(h) 要求劳工局在为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撰写文件时考虑到所提供的指
导； 

(i) 鉴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的推迟及理事会决定确认将关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
的周期性讨论列入 2021 年大会的议程，因而相应推迟理事会第 328 届会议通过的周
期性讨论五年周期中所余部分，并确认以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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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22 年，就业； 

(ii) 2023 年，社会保护(劳动保护)； 

(iii) 2024 年，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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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大会未来议程的议题 

1. 大会未来议程中两项可能的议题 

A. 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的 
社会和互助经济(一般性讨论) 

拟议议题的来源、性质和背景 

1. 本建议旨在继 201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和 2008 年《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该宣言要求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经
济”)之后为国际劳工组织提供指导。《百年宣言》特别指出了社会和互助经济能够为创
造体面劳动、生产性就业和提高所有人生活水平提供支持。社会和互助经济企业，包括合
作社，日益被认为是可持续的企业形式。它们是重要的就业创造者，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有价值的作用。2015 年，社会经济在欧盟提供了超过 1,360 万份领
薪就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8%。 1 2017 年，仅合作社即雇用了 2.79 亿人——将近世
界就业人口的 9.5%。 2 2017 年，排名前 300 的合作社和互助会的总营业额为 2.1 万亿美
元。 3 

2. 尽管合作社及更广泛的社会和互助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仍存在一些重要问题：社会和
互助经济的定义、衡量、规模、影响、潜力和局限。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科成立于 1920
年，负责有关合作社及更广泛的社会和互助经济的活动。在其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围绕合
作社及更广泛的社会和互助经济开展讨论将是非常适时的。 

3. 国际劳工组织一直是联合国系统内促进社会和互助经济的领导者。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3
年与其他机构共同成立了联合国社会和互助经济机构间工作队(该工作队成员包括 19 个联
合国机构、欧洲联盟和经合组织，观察员包括 10 个民间社会组织)，并自 2014 年以来一
直担任该工作队的主席。国际劳工组织也是推动和促进合作社委员会的共同创始者和现任
主席，该委员会包括国际合作社联盟、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粮农组织和世界农民组
织。国际劳工组织与合作社联盟之间的正式关系自 1919 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合作社联
盟具有一般咨商地位，双方最近于 2019 年 6 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近期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2017 年。 
2 国际工业与服务业合作社组织，《合作社与就业：第二份全球报告 — 合作社对变化的劳动世界中体面劳动的贡献》，
2017 年。 
3 国际合作社联盟和欧洲合作社与社会企业研究所，《探索合作社经济》，2018 年。 

https://www.ees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iles/qe-04-17-875-en-n.pdf
https://www.ica.coop/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cooperatives-and-employment-second-global-report-625518825.pdf
https://www.ica.coop/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wcm2018-web-15425247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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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战略目标 
方面的需求和现实情况 

4. 正如上文所述，一些理事会成员表示讨论的关注点应更加广泛，包含可持续企业作为充分
和生产性就业主要来源的作用。若决定选择此项议题，其题目应根据决定草案作出修
改。 4 

5. 对于新的发展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价值驱动型企业，合作社及社会和互助经济企业、
协会和组织正在兴起，为创造和保持就业岗位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它们有助于非正规经
济的正规化、妇女和青年融入工作场所以及消除童工劳动，因而在推动体面劳动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8 方面具有巨大潜力。2019 年 12 月在第 14 届非洲区域会议上通过的阿比
让宣言呼吁促进合作社及社会和互助经济。第 20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 2018 年 10 月
通过了有关合作社统计的指导方针。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制定或已经采取推进社会和互助
经济的措施。此类措施包括： 

• 巴西、加拿大(魁北克)、吉布提、厄瓜多尔、法国、墨西哥、菲律宾、葡萄牙和西班牙
和乌拉圭关于社会和互助经济的法律或政策框架； 

• 斯里兰卡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最近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通过了合作社政策。埃及、
加纳、圭亚那、约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家正在国际劳工
组织的支持下制定新的合作社政策； 

• 去年，吉布提和乌拉圭通过了社会和互助经济政策；南非和突尼斯正在国际劳工组织的
支持下制定社会经济政策； 

• 在哥伦比亚、法国、卢森堡、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大韩民国设立的社会和互助经济部委
或部门； 

• 在哥伦比亚、印度、尼加拉瓜、大韩民国、西班牙和乌干达启动的国家和地方促进社会
和互助经济计划；及 

• 在西非制订的社会和互助经济部门性计划(例如卫生部门计划)。 

6. 国际劳工组织在合作社和更广泛的社会和互助企业方面的组合措施充满活力，不断壮大，
涵盖了发展合作项目、研究和培训举措。自 2009 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
都灵国际培训中心共同举办了 11 次社会和互助经济学院活动，参加人员包括来自国际劳
工组织三方成员、合作社及更广泛的社会和互助经济运动的 1,500 多名政策制定者、从业
人员、专家和学者。 

 
4 见本文件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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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以及 
国际劳工大会审议的附加值 

7. 全世界对合作社及社会和互助经济企业日益增长的关注以及 2019 年《百年宣言》都要求
为创业和可持续企业(包括合作社及社会和互助经济)创造有利环境。国际劳工组织近期通
过的其他标准，例如《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以及
《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与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也体现了合作社及社
会和互助经济的重要性。合作社是社会和互助经济最大、最有组织的部分。国际劳工组织
《2002 年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也为有关合作社的国家政策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
础。然而，关于社会和互助经济的讨论涉及比合作社更为广泛的内容，对社会和互助经济
的附加值及其在实现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议程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进行充分讨论将是非
常适时的。 

预期成果 

8. 预期成果是结论和决议，旨在就以下问题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进一步指导： 

(a) 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和互助经济”一词的通用定义(包括其相关原则和价值在内)； 

(b) 评估社会和互助经济对于管理和促进为人们度过其在整个工作生涯中将面临的转型
而提供的总体支持方面的贡献； 

(c) 向希望为其国家建立社会和互助经济有利环境的成员国提供政策指导； 

(d) 使劳工局在如何参与在全球促进社会和互助经济(包括通过发展合作)方面获得指导； 

(e) 鼓励劳工局与代表社会和互助经济或参与促进社会和互助经济的各类机构、组织和
机构建立并保持广泛的伙伴关系。 

B. 劳动世界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 
社会公正转型(标准制订或一般性讨论) 

可能议题的来源、性质和背景 5 

9. 2013 年，大会第 102 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实现体面劳动、绿色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该结论包含一项召开专家会议的建议，旨在为与经济绿色化、绿色就业和人人享有公正转
型相关的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规范性指导。 6 在 2014 年 3 月和 6 月的会议上，理事会授权
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以便特别通过指导方针草案。2015 年 10 月，专家会议一致通过了
《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转型的指导方针》。在其第 325 届会议

 
5 在大会议程方面，以前的讨论情况请见理事会文件 GB.316/INS/4，第 88-90 段；另见 GB.316/PV(&Corr.)，第 12 段
(雇主组)、18 段(工人组)、23 段(非洲组)和第 31 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GB.319/INS/2，附件 VIII，第 6-
9 段；GB.319/PV，第 7 段(工人组)、11 段(由丹麦代表荷兰、瑞士和北欧国家(冰岛、芬兰、瑞典和丹麦)发言)、18 段
(中国)、19 段(加拿大)和第 29 段(巴西)。 
6 见《关于实现体面劳动、绿色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结论》，第 19(d)段和第 24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93009.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04384.pdf
http://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22513.pdf
http://www.ilo.ch/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33749.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237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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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要求总干事将该指导方针作为开展活动和外联的基
础。 7 

10. 工人组始终表示支持一个标准制订进程，在 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呼吁“制订一个关于公
正转型的文书，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认为“指导方针是迈向这一标准的第一步”。
一个新的国际劳工组织文书将在以下方面向三方成员提供指导：如何通过社会对话来参与
设计和实施旨在实现低碳经济和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政策。雇主组对于就公正
转型进行标准制订讨论持保留意见。它认为不应低估这种转型将对企业造成的破坏程度，
支持就公正转型对企业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中小企业的经济影
响进行一般性讨论。雇主组还指出，为了使转型不仅公正而且可持续，关键是要制订一项
全球经济战略，使企业能够实施资源节约型生产流程并逐步转向低碳经济，该战略包括旨
在加强绿色生产力、创新、知识转让和技术传播以及可持续投资的政策。政府成员的立场
历经了一些变化，非洲组最近表示支持在百年大会之后重新审议有关公正转型的标准制订
议题。 8 但是，某些政府组成员，包括日本，不认为标准制订具有附加值，认为更适合在
2021 年进行一般性讨论，这将会留出更多时间来考虑不同的备选方案。工业化与市场国
家组表示支持将关于公正转型的一般性讨论或标准制订讨论的决定推迟到理事会第 341 届
会议(2021 年 3 月)。 9 

11. 当前的建议旨在就向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劳动世界未来公正转型进行标准制订或一般性讨
论。它力求在《百年宣言》之后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新的指导。《百年宣言》指出，在国
际劳工组织迈入其第二个百年之际，适逢劳动世界发生根本变革，其显著标志是环境和气
候等方面的变化，它们对劳动世界的性质和未来具有深远影响。 

三方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战略目标 
方面的需求和现实情况 

12.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研究强调，有超过 10 亿个就业岗位依赖于可持续环境和健康生态系
统，这使环境退化成为体面劳动面临的严重风险。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是包括土著
和部落居民在内的社区和群体(他们已处于易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地位)和包括农业、林业
和渔业在内的部门，这些部门的雇员超过 10 亿人。发展中国家遭受最大打击的是对经济
发展和就业至关重要的部门。 10 如果缺乏充分的指导来应对气候变化对企业、工人和社
区的影响以及回应劳动世界的需求，那么因不平等扩大而带来的严重风险可能损害社会正
义。另一方面，在适当劳工标准、机构框架、协调一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和实践
(包括社会对话)的指导下并在充分考虑到体面劳动必要性的情况下实现管理得当的转型，

 
7 见理事会文件 GB.325/PV，第 494(b)段。另请参见 GB.335/INS/PV，第 21 段。 
8 见理事会文件 GB.335/INS/PV，第 27 段。 
9 见理事会文件 GB.337/INS/PV，第 42 段(日本)和第 36 段(工业与市场化国家组)。 
10 见孟加拉国政府代表在理事会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 3 月)上所做的发言：“气候变化妨碍了劳动力流动性以及获得
就业，需采取专门干预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理事会文件 GB.326/PV，第 318 段)。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005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534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534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1616.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849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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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够创造许多新的体面就业岗位，保护工人和企业，并向那些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
提供补救措施。 

13. 国际劳工组织近期的一项研究 11 表明微型和小型企业创造了全世界 70%以上的就业。然
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大多数微型和小型企业都是不稳定的经济单位，面临着生
产率疲软和利润率低下的问题，有时还在非正规经济中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要制
定一项全球经济战略来支持这些企业提高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导致收入提高，形成
资本，然后可将其投资于清洁技术、可持续生产系统和劳动力技能开发，从而实现低碳经
济。 

14. 最近另一项关于启动绿色复苏前景的研究发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向净零碳经济转
型过程中将在化石燃料电力、化石燃料开采和动物性食品生产方面失去 750 万个就业机会。
然而，新的就业机会将大大超过这些失去的工作岗位：在农业和植物性食品生产、可再生
能源电力、林业、建筑和制造业方面将创造 2250 万个工作岗位。 12 

15. 理事会在第 340 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人享有公正
转型方面的作用”的决定(GB.340/POL/1)。理事会的决定为劳工局的工作提供了进一步
指导，包括推动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转型的
指导方针》。 

实施战略性和一致性方法以及 
国际劳工大会审议的附加值 

16. 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宣言》指出，制订国际劳工标准对国际劳工组织至关重要，国际劳工
标准需顺应劳动世界的变化格局，保护工人并兼顾可持续企业的需求。《宣言》还指出，
国际劳工组织在履行其章程使命时必须致力于确保向有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上可持
续发展的劳动世界未来公正转型。《百年宣言》所载的愿景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
共鸣。在联合国秘书长最近于 2019 年 9 月召开的气候行动峰会上，经过劳工局的推动，
47 个国家承诺制定公正转型国家计划，将就业和生计置于气候行动的核心。 13 国际劳工
组织关于公正转型的标准将制订这一领域的国际法；确保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国家自
主贡献考虑到创造体面劳动的“必要性”， 14 从而使国际劳工组织站在以行动为导向的
气候变化讨论的前沿。非常重要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导将提供一个关于公正转型的共
同国际定义，确保纳入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所定义的体面劳动。 

 
11 国际劳工组织，《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关于自营就业、微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就业贡献的全球实证》，日内瓦，2019
年。 
12 Catherine Saget、Adrien Vogt-Schilb 和 Trang Luu (2020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净零排放未来中的工作岗
位》(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华盛顿特区和日内瓦)。  
13 见 2019 年 9 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成果。特别见，《秘书长关于 2019 年气候行动峰会及 2020 年前进之路的报
告》，第 28 页。 
14 《巴黎协定》旨在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威胁应对措施，“考虑到务必根据国家制定的发展优先事项，实现劳动力公正
转型以及创造体面劳动和高质量就业”(序言)。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328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206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206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areas-of-work/cas/lang--en/index.htm
https://www.cas2021.com/binaries/cassummit-en/documents/reports/2019/12/11/uncas-report-and-call-to-action/UNCAS_report_191211.pdf
https://www.cas2021.com/binaries/cassummit-en/documents/reports/2019/12/11/uncas-report-and-call-to-action/UNCAS_report_191211.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chinese_paris_agre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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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巴黎协定》认识到公正转型和就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重要参数。但是，一个有
效和全面应对劳动世界需求和现实情况的政策和指导框架不可能出自当前的气候变化治理
框架。它必须源于国际劳工组织这个联合国唯一的三方性机构，其权责是提供适当指导，
促进可持续发展、生产性就业和面向所有女性和男性的体面劳动。 

18. 2019 年 12 月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第 25 次缔约方会议)就加强全球应对措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了一项相当乏力的妥协协议。这些应对措施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公正转型和创造体面劳动及高质量就业。应通过所有成员国都履行的一揽子公正转型措施
来加强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国家自主贡献。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规章框架，关于公正转型
的国际劳工标准将偕同促成企业实施资源节约型生产流程的全球经济战略，为积极的劳动
力市场转型管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在制订这些标准时所依赖的三方社会对话将加强
所有三方成员的承诺和责任，加快这一领域行动。 

预期成果 

19. 可考虑以《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转型的指导方针》
的政策领域为基础制订标准，为公正转型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这方面的
工作可基于现有文书，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指导方针附件中所载的文书，以及一些国家所开
展的立法和实践。新标准可能要求批准国通过、实施并定期评估有关公正转型的国家政策，
该政策旨在改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机遇与挑战之间联系。它还可鼓励在履行国家自
主贡献时与雇主和工人的代表组织协商，应对与体面劳动有关的问题。 

20. 一般性讨论的预期成果将是结论和决议，它们将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进一步指导，推动在
追求环境可持续性时纳入体面劳动层面并设计一个有利于企业踏上公正转型道路的全球经
济战略，包括在联合国改革和国家支持的背景下这样做。它将使成员国能够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一个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方法，将劳工、社会和经济问题
放在核心位置。在全球急需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以及防止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可避免损害
的背景下，大会的讨论将成为《百年宣言》之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会讨论的准备工作 

21. 大会将受益于 2013 年大会一般性讨论及 2015 年 10 月举行的三方专家会议的结果。大会
可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宣言》，该《宣言》阐述了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对体面劳动
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更深入理解，并表明愿意在这一领域提供有依据的政策指导。 

2.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后续措施 

22. 根据标准审查机制三方工作组的建议，理事会在其第 331 届会议(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
上要求劳工局拟订建议，以便审议尽早在未来国际劳工大会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以下方面的
可能标准制订议题：生物危害因素、人体工学和人工搬运(认识到监管缺口)、整合有关化
学危害因素的文书、修订有关机械防护的文书。 15 

 
15 见理事会文件 GB.331/LILS/2，附件，第 17(i)段、19(ii)段、27 段和第 31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875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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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关国际劳工大会标准制订议题的建议应遵循理事会在其第 332 届会议上决定的战略性和
一致性方法的理念，其基础是有必要确保机构一致性以及平衡兼顾充分准备时间与灵活性。 

24. 2023 年及以后的国际劳工大会关于上述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制订议题的议程应以有必要
确保与某些职业危害因素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明确、有力并切合当前情况为指导。 

25. 理事会在其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要求劳工局遵循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
作组有关“专题综合方法”的建议。正如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所讨论的，专题综合方
法监管显然将涉及按照理事会的决定，就四个分专题开展专项标准制订。根据相关的决定，
标准制订行动可产生不同结果：一项议定书；一项公约或一项建议书；或者一项公约及一
项建议书。或者，新的文书可同时包含约束性条款和非约束性条款，对现有的切合当前情
况的文书作出补充。另一个选项是通过一项新的综合文书，在总体上涵盖职业安全与卫生
风险，对现有的切合当前情况的文书作出补充；这可整合关于特定风险的所有文书(那些
切合当前情况的文书除外)，提供一个适用于所有风险的总体框架。需指出的是，曾就统
一监管生物危害性物质和化学危害性物质的可能性提出了建议，但后来的专家会议认为生
物危害性物质应与其他危害性物质分开监管。 16 

26. 基于这些因素，并考虑到现有资源，劳工局建议了一份路线图，以便将职业安全与卫生方
面的标准制订议题列入国际劳工大会议程，具体如下： 

• 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和第 112 届会议(2024 年)：关于生物危害因素的标准制订
讨论； 

• 大会第 113 届会议(2025 年)和第 114 届会议(2026 年)：关于整合化学危害因素文书的
标准制订讨论； 

• 大会第 115 届会议(2027 年)和第 116 届会议(2028 年)：关于人体工学和人工搬运的标
准制订讨论； 

• 大会第 117 届会议(2029 年)和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关于机械安全的标准制订讨论。 

27. 最早能将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制订议题列入国际劳工大会议程的机会是第 111 届会议
(2023 年)。鉴于所涉题目的复杂性，宜采取两次讨论程序。 

关于生物危害因素防护的标准制订议题 

28. 1993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1993 年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第 174 号)和《预防重
大工业事故建议书》(第 181 号)，并补充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作中使用生物介质时的暴露和
安全问题的决议。 17 在该决议中，理事会要求总干事采取步骤，应对工作中使用生物介

 
16 国际劳工组织，《制订国际劳工组织危害性物质政策框架背景信息》，2007 年(MEPFHS/2007)，第 7 段；标准审
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19/工作文件 1，第 14 段和第 16 段。 
17 国际劳工组织，第 23 号临时记录，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80 届会议，1993 年，日内瓦，第 23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6074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1539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15395.pdf
https://labordoc.ilo.org/discovery/delivery/41ILO_INST:41ILO_V2/1246524800002676?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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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时的暴露和安全问题，并考虑是否需要通过新的国际文书，以尽量减少给工人、公众和
环境带来的风险。 18 

29. 理事会第 270 届会议(1997 年 11 月)认为，与生物技术产业有关的危害因素令人关切，国
际劳工组织应发挥主导作用，从职业安全与卫生角度促进和处理生物安全。它还注意到，
劳工局计划编写一份关于生物危害因素及其防护的业务守则，并将该守则提交三方专家会
议讨论。 19 理事会第 276 届会议(1999 年 11 月)重申了在这些方面的考虑，进一步强调应
研究综合制订这一领域标准的方法。业务守则旨在规定防范工作中生物危害因素的可能标
准的范围、覆盖面和条款。  

30. 大会第 91 届会议(2003 年)通过的《全球职业安全与卫生战略》再次强调，应把制订一项
关于生物危害因素的新文书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31. 2007 年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来审查各种工具，旨在制订一个危害性物质政策框架。该会
议特地未予处理生物危害因素问题，因为从危害因素的多样性、暴露的类型以及评估和防
范方法来看，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复杂，应单独予以处理。 20 

32. 与致命的职业事故相比，疾病是导致绝大多数与工作相关死亡的原因。 21 近年来，生物
危害因素已经成为造成劳动世界破坏性后果的原因。除了 COVID-19 大流行外，许多地区
还艰苦努力，遏制已成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传染病的传播，这些传染病包括严重急性呼
吸系统综合症(SARS)、甲型 H1N1 流感和埃博拉。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凸显了弥合标
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所确定的监管差距的战略意义。促进在预防由生物危害因素引起的
疾病方面的国际政策一致性，这不仅将保护面临感染风险的工人，而且有助于遏制感染的
传播，包括跨境传播，维持社会和经济所依赖的关键服务，并防止大流行期间的业务中断。
虽然卫生工作者在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3%，在几乎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2%，但在向世卫组织报告的 COVID-19 病例中，约有 14%是卫
生工作者。在一些国家，这一比例可能高达 35%。 22 世界各地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也
针对建筑或采矿等通常与传染病无关的行业发布了行业指南。与此同时，所有区域的成员
国 23都开始认识到，无论是特别对于卫生保健工作者而言，还是更普遍地对于无法远程工
作或保持身体距离的工作者而言，COVID-19 都是一种职业病。 

33. 关于生物危害因素的新标准将填补国际劳工组织规范框架中的缺口，它将被归类为有关特
定风险防护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文书。 24 制订标准的理由包括：过去多次讨论的对生物危

 
18 理事会文件 GB.276/2。 
19 理事会文件 GB.270/2。 
20《制订国际劳工组织危害性物质政策框架背景信息》，2007 年，第 7 段。 
21 国际劳工组织，《将安全与卫生置于劳动世界未来的核心：以百年经验为基础开展工作》，2019 年。 
22 世卫组织，“世卫组织表示保障卫生工作者安全才可保障患者安全”，2020 年 9 月 17 日。 
23 其中的例子包括比利时、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 这也将考虑到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通过的关于生物技术无害环境管理的《21 世纪议程》第 16
章的决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以本章任务主管人的身份举行的关于生物技术最近发展和趋势的非正式协
商(1995 年 10 月，维也纳)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在从职业安全与卫生角度促进和处理生物安全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76/gb-2.htm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70/gb-2.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60746.pdf
https://www.ilo.org/safework/events/safeday/WCMS_686645/lang--en/index.htm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17-09-2020-keep-health-workers-safe-to-keep-patients-safe-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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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素职业暴露的长期关注；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框架来监管生物危害因素，特别
是协助成员国预防和防备因工作环境中暴露于生物危害因素而引起的大流行疫情，并构建
复原力；包括基因工程和感染控制在内的生物技术的扩展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估计在
1997 年即已影响了大约 1600 万工人)； 25 现有的关于生物介质的唯一标准是《1919 年炭
疽预防建议书》(第 3 号)，该建议书仍然具有相关性，但仅侧重于一种生物危害因素；对
于以下部门的工人具有特别相关性，例如，医疗保健服务、环卫、废物管理和其他关键服
务部门，以及工人可能面临较高生物危害因素暴露风险的部门(包括，例如，农业和拆船)。 

34. 此前关于“工作场所生物危害因素防范”的建议指出，新的标准可订立“涵盖生物技术领
域适当工作方法和做法的总体原则，包括风险评估程序和技术控制，以及保障工人健康的
组织措施。……文本将纳入目标、覆盖面和范围、定义、所适用和豁免的经济活动、评估
暴露风险的方式、主管当局的作用、雇主的责任、工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信息和培训等要
素。” 26 

35. 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获悉劳工局制定生物危害因素技术指导方针
的工作取得了进展。2019 年 5 月和 10 月，与国际职业卫生委员会合作举行了两次传染病
和病原体专家会议，世卫组织参与了会议。该技术指导方针的草案计划于 2021 年最后一
个季度提交三方专家会议审核。劳工局在编写指导方针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将有助于标准制
订的准备工作。大会其他准备工作将包括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信息编写一份关于法律和实
践的报告。 

关于整合化学危害因素文书的标准制订议题 

36. 根据现有最新估计(2017 年)，全球 86.3%的与工作相关的死亡是由疾病造成的，其中很多
是危害性化学品暴露造成的，例如与工作相关的癌症(26%)和呼吸道疾病(17%)。 27 2015
年，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有近 100 万工人死于危害性物质职业暴露，包括粉尘、蒸汽和烟雾
(比 2011 年增加了 90,000 多名工人)。 28 由于对化学化合物稳定扩散暴露导致的职业健康
影响以及从暴露到出现至少某些已知疾病期间的潜伏期严重缺乏了解，健康影响(包括死
亡)很可能被大大低估。 

37. 修订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化学品健全管理的规范框架是当务之急，这并非是由于存在
监管缺口，而是有必要整合、协调并定期更新相关标准。目前，涵盖化学危害因素防护的
是一项以关键原则为重点的文书——《1990 年化学品公约》(第 170 号)，它被分类为切合

 

并促进在工作场所安全使用生物技术。这些活动属于第 16 章方案领域 D，该领域涉及加强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机制。
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这方面和在多边体系中负有主要责任。 
25 全面看待 1997 年的就业数字：2013 年，共有 4,350 万名卫生工作者直接参与提供卫生服务，估计有 2 亿多名工作
者为全球卫生和社会部门做出贡献(包括无报酬的个人护理工作者、私营部门提供者、清洁工和餐饮服务者)，世卫组
织，《为健康和增长而工作：投资于卫生工作者 — 卫生就业与经济增长高级别委员会报告》，2016 年，第 24 页。 
26 理事会文件 GB270/2。 
27 国际劳工组织，《将安全与卫生置于劳动世界未来的核心：以百年经验为基础开展工作》，2019 年。 
28 Päivi Hämäläinen、Jukka Takala 和 Tan Boon Kiat (编)，《2017 年职业事故和与工作相关的疾病全球估计》，
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研究所，2017 年。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47/9789241511308-eng.pdf;jsessionid=FAA44C83C38CE42CC55F68F35F937ABE?sequence=1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70/gb-2.htm
https://www.ilo.org/safework/events/safeday/WCMS_68664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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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情况的文书。第 170 号公约涵盖与工作中化学品使用相关的所有风险的健全管理。它
要求具备一个关于工作中化学品使用安全的综合国家框架，包括制定、执行和定期审查一
项协调一致的国家政策，以及界定企业层面雇主的责任和工人的权利与义务。《国际劳工
组织工作中化学品使用安全业务守则》(1993 年)对第 170 号公约和第 177 号建议书作出
了补充。第 170 号公约之前的五项文书处理了特定化学危害因素，如白铅、苯、铅中毒和
白磷。 29 这些关于特定化学品的旧文书与后来的基于原则的第 170 号公约并存，影响了
国际劳工组织化学品规范框架的协调一致性。按照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建议，需予
以修订。  

38. 为确保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化学危害的因素规范框架的持续和未来相关性，标准审议机制三
方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建议，作为一项“切实和有时限的后续行动”措施，对这五项文书采
取“涉及标准制订的后续行动”。 30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进一步建议采取整合的方
式修订这些标准，有可能通过制订第 170 号公约的议定书来做到这一点。 

39. 修订这些文书的原因在于以下关切：在单一文书中对单种危害性物质予以规范的做法被认
为已经过时；对五项文书存在与性别相关的关切以及对于在标准中不恰当纳入特定暴露限
额(例如，《1971 年苯公约》(第 136 号)的做法)的关切；应采取确保国际劳工组织文书能
够跟上科技进步的方式来拟订条款；在对固定限额进行监管的情况下，应规定一个便于更
新此类限额的制度。 

40. 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工作安全与卫生大会(2017 年)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应对新
型和新出现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挑战。新的挑战包括纳米技术或电子废物管理对职业卫生的
影响。化学物质的毒理学信息跟踪记录了化学混合物在世界各地工作场所中的扩散。据信，
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如职业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和其他疾病)对职业安全与
卫生所构成的威胁比工作场所死亡大得多，但基本上仍没有记录在案。这一威胁虽然可以
防范，但会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41. 一项新文书将补充第 170 号公约并修订五项旧文书，能够确保对有价值的禁止性规定予以
保留，同时促进纳入新的禁止性规定或易于根据科学和技术发展情况进行更新的暴露标
准。 31 它能够确保国际劳工组织作出战略性的三方贡献，促进与第 170 号公约通过以来
形成势头的国际条约和倡议之间的政策一致性，它们包括《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
哥尔摩公约》、《关于事先知情同意的鹿特丹公约》《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
置的巴塞尔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全球化学
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这种政策一致性能够反过来促进第 170 号公约的批准和实
施。 32 

 
29 关于白铅的第 13 号公约；关于苯的第 136 号公约和第 144 号建议书；关于铅中毒的第 4 号建议书和关于白磷的第
6 号建议书。 
30 理事会文件 GB.331/LILS/2，第 3 段。 
31 暴露限值或“阈限值”的更新可遵循类似于《2002 年职业病目录建议书》(第 194 号)中规定的程序。 
32 目前有 22 个成员国批准了第 170 号公约，其中有 3 个国家是在过去 4 年期间批准的。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875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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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由于 COVID-19 疫情，消毒剂、洗手液、清洁产品和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更加频繁和广泛，
导致化学暴露加剧。不安全地使用这些产品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毒害性影响，卫生保健工作
者及从事清洁和卫生服务的年轻人面临的风险最高。 

43. 可在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和第 112 届会议(2024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标准制订议
题。 

关于人体工学和人工搬运的标准制订议题 

44. 关于人体工学和人工搬运的标准制订项目可列入大会第 115 届(2027 年)和第 116 届(2028
年)会议的议程。人因学或人体工学考虑到人与他人、环境、工具和设备以及技术之间复
杂的相互作用，将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数据应用于产品和工作流程及系统的设计，
以提高劳动世界中人的工效和福祉。 33 人体工学危害因素包括导致过度劳累的人工材料
搬运；不适当照明或不适当选择和使用工具；工作时持续站立或坐着；滑倒、绊倒或跌倒；
热不适和导致肌肉骨骼疾病的办公姿势。肌肉骨骼疾病种类繁多，因此特别难以估计准确
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但现有证据表明肌肉骨骼疾病约占所有伤害和疾病的三分之一，导致
高于平均水平的缺勤率以及高昂的医疗保健费用、非正规护理费用和生产损失。 34 随着
劳动力老龄化及工人工作年限的延长，更加亟需重视防范人体工学风险，致力于提高工作
中的舒适度和福祉。 

45. 新的标准可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向成员国所发送的调查问卷基础上，澄清人因学和人体工学
在设计工作流程和系统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确定国际公认的工作场所人因学和人体工学方
面的形式、挑战和机遇。它可订立广泛的原则，通过高质量的人因学和人体工学管理来应
对这些挑战，促进安全与卫生。该文书可列明有关工作中人因学和人体工学的国家政策和
规定，确立一个明确政府、雇主、工人及其组织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制度，促进一个整
体工作设计、管理和运作方法。 

46. 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的建议，新标准将修订《1967 年最大负重量公约》(第 127 号)
和《最大负重量建议书》(第 128 号)，并更新对人工搬运的监管方法。 

47. 将依据详细的法律和实践报告、良好做法研究、数据收集以及与三方成员、全联合国系统
伙伴机构以及专业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协商开展准备工作。建议尽早于 2024 年
举行一次三方专家会议，就标准制订问题的范围向劳工局提供咨询意见。筹备工作还将借
鉴劳工局正在编制的关于人体工学危害因素的技术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计划于 2022 年
提交三方专家会议审定。 

 
33 国际劳工组织，人因学/人体工学对于我们所向往的劳动世界未来的重要贡献，2019 年。 
34 例如，见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或欧洲工作中安全与卫生机构的数字。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2013 年提供的信息，肌肉骨
骼病例占所有工人伤亡病例的 33%。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681828.pdf
https://www.cdc.gov/workplacehealthpromotion/health-strategies/musculoskeletal-disorders/index.html
https://osha.europa.eu/en/publications/literature_reviews/calculating-the-cost-of-work-related-stress-and-psychosocial-risks
https://www.osha.gov/SLTC/erg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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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机械防护文书的标准制订议题 

48. 关于机械使用中的安全与卫生的标准制订议题可列入国际劳工大会第 117 届会议(2028 年)
和第 118 届会议(2029 年)的议程。 

49. 新标准将修订《1963 年机械防护公约》(第 119 号)和《机械防护建议书》(第 118 号)。它
可为处理机械使用中的安全与卫生问题制定广泛的原则。 

50. 采取公约形式的新标准可采用定义形式概括机械使用中安全与卫生问题的性质，并界定适
用于政府、工人和雇主以及机械设计者、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安全与卫生要求及防范措施。 

51. 采取建议书(或约束性文书中的非约束性条款)形式的新标准可在以下方面提供进一步的详
细指导：有关工作环境、控制系统、机械防护、机械及其他危害因素防范、信息和标记的
更具体技术要求和措施以及与特定机械类型相关的补充措施。 

52. 有关机械使用中的安全与卫生的大会讨论将参考有关对 2013 年出版的该专题业务守则 35

评估以及一份详细的法律和实践报告，并以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向成员国发送的调查问卷为
基础。 

新职业安全与卫生文书的更新 

53. 这四个领域的标准制订将采用适当的方法，以便易于对新的文书进行更新(特别是在技术
条款方面)，从而确保标准的持续相关性，同时考虑到各国的情况。 

3. 有关目前正在开展准备工作的专题的预计后续工作最新情况 

A. 个人劳动争议处理 

54. 2013 年大会周期性讨论的结论呼吁成员国确保尊重法治，包括通过强化争议预防和处理
机制。该结论还要求劳工局扩大援助，加强和提高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制度和机制的绩效，
包括有效处理个人劳动投诉。随后，2018 年大会关于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的周期性讨论
的结论呼吁成员国酌情建立并与社会伙伴共同完善有效、便捷和透明的争议预防和处理机
制。该结论还要求劳工局帮助成员国和三方成员加强各个层面的争议预防和处理制度，促
进有效的社会对话并建立信任。 

55. 劳工局正在有关实施 2013 年国际劳工大会结论的行动计划的框架下推进关于个人劳动争
议处理机制的研究。这包括开展旨在确定有效劳动争议处理指导原则的研究，并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分析在促进诉诸法律方面的全球进展情况。 36 劳工局扩展了其研究工

 
35 国际劳工组织，《机械使用中的安全与卫生业务守则》，2013 年。 
36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个人劳动争议不断增多。原因包括劳动力增长，特别是在劳务移民程度较高的区域；
个人权利保护范围的扩大；工会组建率和/或集体谈判覆盖面的下降；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不平等加剧。个人劳动争
议增多似乎导致了挑战，致使在诉诸劳动法律方面受到限制。这些挑战包括高昂的成本和延迟；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缺乏处理变化的劳动争议形式的能力；以及社会对话(包括集体谈判机制)范围缩减。成员国已采取多种方式来应对，
包括：建立新的或补充的争议处理机制和机构；修改程序规则和制度结构；提高从事争议处理工作的人员的能力；建
立针对弱势工人群体的专门争议处理机制；加强争议预防措施，包括通过促进工作场所机制。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164653.pdf


 GB.341/INS/3/1(Rev.2) 29 
 

作，以涵盖以下内容：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如何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其挑战的。 

56. 初步研究结果还表明应强化现有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首先，缺乏一个直接和全面应对劳
动争议处理问题的标准。其次，现有标准所提供的指导相对缺乏细节。可提供有价值指导
的事项包括：国家在通过诉诸劳动法律来确保有效实施法治方面的作用；法院和非司法机
制(包括专门的劳动争议法庭)在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和运作；社会伙伴在有效预防和
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COVID-19 疫情的影响以及成员国的应对措施可有助于探究如
何订立有关利用技术以在任何时候促进诉诸司法的指导意见。 

57.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将审议现有的标准：第 12 套文书(共 6 项文书)中与争议处理相关
的 4 项文书。这方面的工作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结果将使劳工局能够就是否适宜采取行
动以及任何此种行动可能采取的形式向理事会提供意见。在 2020-2021 两年期期间，劳工
局将发布：(1) 关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个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比较研究；(2) 关
于国际劳工标准如何为促进诉诸司法提供指导的分析；(3) 关于诉诸司法和劳动法庭作用
的研究；以及(4) 若干相关的政策简报。鉴于国家实践的广泛多样性、不同类型劳动争议
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不同类型争议所使用的类似机构和程序，下一步首先要做的可能是在
2022-2023 两年期召开一次专家会议。本次会议可能就随后的行动提出建议，包括是进行
一般性讨论还是标准制订。 

B. 体育界的体面劳动 37 

58. 在大会议程框架下审议这一专题的基础是工人组所提出的一项建议。 38 因为这是一个新
出现的、行业性的专题，2016 年 10 月向理事会提交的文件建议首先可以召开一个行业技
术会议或专家会议进行探讨，这将使三方成员能够审议这些问题的范围以及特定法律和政
策框架。2017 年 1 月，行业咨询机构对此进行了审议，建议可根据 2018-2019 年行业会
议计划在一个全球对话论坛上讨论这个专题。该建议在理事会第 329 届会议(2017 年 3 月)
上得到了支持。 39 理事会第 334 届会议(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决定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
至 5 日在日内瓦举行一次“体育界体面劳动全球对话论坛”。会议改期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2 日举行。 40 论坛通过了共识要点，这些要点连同讨论报告已提交给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理事会以通信方式注意到“体育界体面劳动全球对话论
坛”的报告，并授权总干事发布最终报告。它还请总干事在起草未来的工作建议时铭记论
坛提出的有关国际劳工组织未来行动的建议。 41 

 
37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INS/3，附件 I，第 2(C)部分，第 39-40 段。另见 GB.328/PV，第 17 段(工人组)。 
38 见理事会文件 GB.320/INS/2，第 30 段。 
39 见理事会文件 GB.329/POL/4，附件 II；GB.329/PV，第 512 段。 
40 见理事会文件 GB.334/POL/3，附件 I； GB.334/POL/PV，第 64 段。 
41 见理事会文件 GB.340/POL/PV，第 96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367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3605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56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71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573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189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2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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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共服务部门中的独立性和保护(反腐败) 42 

59. 关于公共服务部门集体谈判挑战的全球对话论坛(2014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日内瓦)的结论
提及了立法、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在公职人员独立性和保护方面的作用，包括反腐败立法
的作用。工人组在 2014 年 10 月的行业咨询机构会议上也强调了这一问题。2015 年 10
月，向理事会通报已收到来自国际公共服务劳工联合会的一份建议，内容是在大会议程中
列入一项标准制订议题，旨在确保某些类别的公职人员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保护，特别是
通过与腐败作斗争。 43 

60. 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专题，所涉及的问题仍在讨论中，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是否还
应涉及私营部门工人，因此 2016 年 10 月向理事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先召开一个专家会议审
议这一专题。在其 2017 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所召开会议的框架下，行业咨询机构建议劳
工局作为 2018-2019 年行业会议计划的一部分，对该专题进行研究。因此，劳工局出版了
一份关于保护公共和金融服务部门举报者的国家法律和实践的工作文件。 44 这个题目现
在被认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由专家会议予以审议。为此，理事会可考虑根据在部门政策
司审议中作出的决定，利用为每两年期另增一次会议所储备的资源，将一次专家会议纳入
2020-2021 年两年期全球行业会议计划。 45 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
审议了该建议。46 理事会以通信方式决定，如果同意在 2020-2021 年两年期全球行业会议
计划中增加一次会议，则储备资源将用于一次技术会议或专家会议，讨论保护举报者(或
公共服务部门中的独立性和保护——反腐败)或另外一个行业性问题。 47 由于 COVID-19 疫
情，无法组织这样一次会议，行业咨询机构在 2021 年 1 月的会议上决定向理事会本届会
议提议，在 2022-2023 年两年期举行一次关于保护公共服务部门举报人的技术会议。 

D. 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 

6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要求劳工局确保“多样化的工作安排、生
产和工商业模式，包括在国内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工作安排、生产和工商业模式，能够利用
各种机遇来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提供体面劳动，并有助于实现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
的就业”。理事会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多种形式的工作安排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特
别是自 2015 年 2 月非标准就业形式专家会议、大会第 104 届会议(2015 年)有关社会保护
(劳动保护)的周期性讨论以及大会第 107 届会议(2018 年)有关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的周期
性讨论以来经常提出该问题。 

 
42 见理事会文件 GB.328/INS/3，附件 I，第 2(D)部分，第 41-43 段。另见 GB.328/PV，第 17 段(工人组指出与腐败作
斗争的范围应既包括公共部门也包括私营部门)和第 20 段(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表示，由理事会要求行业咨询机构考虑
在 2018-2019 年的建议中列入一项专家会议，这尚为时过早，因为理事会没有必要表示对于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四
个未来可能列入大会议程议题的偏好)。 
43 见理事会文件 GB.325/INS/2，第 31 段。 
44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保护公共和金融服务部门举报者的法律和实践》，第 328 号工作文件，日内瓦，2019 年。 
45 理事会文件 GB.328/POL/8，附件 II，见行业咨询机构 2017 年 1 月会议所确认的关于会议的建议。 
46 见理事会文件 GB.340/POL/4(Rev.1)，第 18 段。 
47 见理事会文件 GB.340/POL/PV，第 96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367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156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804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14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5726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2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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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过去十年以来兴起的在线数字劳动平台是日益多样化的工作安排的一部分。此类平台上的
工作既包括通过跨境网络平台分配的工作(有时也称为“众包”或“在线外包”)，也包括
通过定位应用软件分配给特定地理区域的个人的工作。跨境网络平台通过公开征集将工作
外包给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群，或者通过自由职业平台外包给个人。尽管其中一些工作属
于从线下经济转到线上经济的工作，但另外一些工作则属于有助于网络行业顺利运行或人
工智能系统发展的新任务，例如社交媒体网站的内容审核或数据注释。通过定位应用软件
开展的典型活动是运输、投递和家庭服务。 

63. 在平台经济的就业份额方面缺乏可靠的估计数据。欧盟 14 个国家的数字表明，平台经济
就业涉及大约 2%的成年人口；国际劳工组织对乌克兰的估计表明，平台经济就业约占乌
克兰劳动力的 3%。国际劳工组织在五个主要众包工作平台上对 3,500 名工人进行的调查
显示，这些工人来自 75 个国家，其中非洲、亚洲和美洲的代表性最高。然而，数字劳动
平台上的工作预计将继续扩展。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在线劳动指数表明，在 2016 年 7 月
至 2019 年 3 月期间，五个最大英语网络劳动平台上的活动增加了三分之一。鉴于财富 500
强公司有意扩大平台采购，这一数字可能会提高。 

64. COVID-19 疫情凸显了平台工作在从工作和收入损失中复苏阶段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凸显
了以下方面的监管挑战：确保平台工人安全和健康得到保护并使其得到适当社会保护措施
覆盖。最近有关疫情期间阿根廷送货工人的调查 48 发现，失业增加和机会缺乏使数字平
台上的工作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部门，因为开启这项活动时面临的障碍很少，对送货的需
求也增加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风险，不仅包括这些工人的不稳定状况加剧，还包括
他们可能会被病毒感染，因为大多数平台工人仍然不能免费获得个人防护设备，无法使用
安全的盥洗室。一些平台提供某些形式的疾病保障，在工人无法从事专业活动时为其提供
收入支持。 

65. 平台经济不仅正在打破现有的经营模式，而且也正在打破这些经营模式传统上所依存的就
业模式。数字平台正在大大改变各类组织对经营的认识，改变它们的互动方式以及为社会
创造价值的方式。数字劳动平台上的工作为工人提供了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工作的机会，对
劳动力需求疲软的国家特别有吸引力。然而，从事这种工作会给工人带来在就业身份、就
业和收入保障、社会保护及其他福利方面的风险，因为这种工作大多是在劳动法范围之外
开展的。此外，在跨境网络平台上，因为平台及其客户可能位于与工人不同的管辖区，工
人在行使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方面面临困难。这也使监管机构难以适用当地劳动法。 

66. 需更深入地了解确保数字劳动平台工人体面劳动的机制。劳工局就这一主题继续开展了研
究，包括编写《2020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旗舰报告，同时三方成员也认识到有必要
就这一主题进行正式讨论。《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要求所有成员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应对与工作数字化转型(包括平台工作)相关的劳动世界中的挑
战和机遇”并制定“确保适当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的政策和措施”。此外，理事会第 335
届会议(2019 年 3 月)回顾了 2018 年 10 月的讨论，一些政府在讨论中建议优先采取行动，

 
48 Luis Beccaria 等，《大流行期间的送货工作：阿根廷的送货平台工人》，2020 年 12 月，国际劳工组织阿根廷国家
局。报告全文可以西班牙文查阅。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ilo-buenos_aire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51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ilo-buenos_aire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51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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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在讨论中还提及了有关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的周期性讨论的决
议(2018 年)，该决议呼吁“(e) 数字平台和零工经济工人获得结社自由以及有效承认集体
谈判权利”。 

67. 劳工局建议就确保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举行一次三方专家会议，帮助拟订必要的政策方
法。在理事会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就数字经济体面劳动问题开展更
多准备工作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两个小组支持就这一专题召开一次三方专家会议，并
有可能于 2024 年在大会第 112 届会议上进行一般性讨论或标准制订讨论。三方专家会议
可安排在 2021 年下半年，并可参考 2021 年大会第 109 届会议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一般性
讨论的成果，其中将提及在平台经济以及包括临时合同在内的其他形式工作安排方面的发
展。三方专家会议还能够丰富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关于劳动保护周期性议题的讨
论，该讨论将关注与日益多样化的工作安排形式相关的机遇和挑战。视三方专家会议的成
果，可在大会第 112 届会议(2024 年)上就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进行一般性讨论或标准制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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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列入大会议程的技术议题概览(2010-2030 年) 
会议 技术议题 

第 99 届 
(2010 年) 

家庭工人体面劳动 – 标准制订， 
两次讨论(第一次讨论)。 

 制订劳动世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独立建议书 – 标准制订，两次讨论
(第二次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就业战略目标的周期性讨论。 

 对《1998 年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
言》后续措施的评估。 

第 100 届 
(2011 年) 

家庭工人体面劳动 – 标准制订， 
两次讨论(第二次讨论)。 

 劳动行政管理和劳动监察 – 一般性
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关
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战略目标的周
期性讨论。 

  

第 101 届 
(2012 年) 

制订社会保护底线的独立建议书 – 
标准制订，一次性讨论。 

 青年就业危机 – 一般性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 言》后 续措施和
《1998 年宣言》后续措施(2010 年 6 
月修订)，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战略目标的周期性讨论。 

  

第 102 届 
(2013 年) 

新人口背景下的就业和社会保护 – 
一般性讨论。 

 可持续发展、体面劳动和绿色就
业 – 一般性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关
于社会对话战略目标的周期性讨论。 

 对此前大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第 33 条所通过的保证缅甸遵守有关强迫
劳动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的现存措施的进
一步审议。 

第 103 届 
(2014 年) 

补充《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解决在预防、保护和赔偿措
施方面的差距，有效实现消除强迫劳
动 – 标准制订，一次性讨论。 

 推动从非正规向正规经济转型 – 标
准制订，两次讨论(第一次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关
于就业战略目标的 第二次 周期性讨
论。 

 批准根据公约第 13 条所设立的特别三
方委员会所通过的对《2006 年海事劳工
公约守则》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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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技术议题 

第 104 届 
(2015 年) 

从非正规向正规经济转型 – 标准制
订，两次讨论(第二次讨论)。 

 中小企业和创造体面和生产性就
业 – 一般性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社会保护(劳动保护)战略目标 
的周期性讨论。 

  

第 105 届 
(2016 年) 

面向和平、安全和灾害复原的体面
劳动：修改《1944 年(从战争到和
平过渡期间)就业建议书》(第 71 号) 
– 标准 制订 ，两 次讨 论(第 一次讨
论)。 

 全球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 – 一般性
讨论。 

 评估《社会正义宣言》的影响。  批准《2003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
本)》(第 185 号)附件修正案和特别三方
委员会所通过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
约守则》的修正案。 

第 106 届 
(2017 年) 
 

面向和平、安全和灾害复原的体面
劳动：修改《1944 年(从战争到和
平过渡期间)就业建议书》(第 71 号) 
– 标准 制订 ，两 次讨 论(第 二次讨
论)。 

 劳务移民 – 一般性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战略 
目标的周期性讨论。 

 废除和/或撤销第 4 号、15 号、28 号、
41 号、60 号和第 67 号公约。 

第 107 届 
(2018 年) 
 

劳动世界针对妇女和男子的暴力和
骚扰 – 标准制订，两次讨论(第一次
讨论)。 

 国际劳工组织支持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有效发展合作 –  
一般性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战略目标 
的周期性讨论。 

 废除第 21 号、50 号、64 号、65 号、
86 号和第 104 号公约和撤销第 7 号、
61 号和第 62 号建议书。 

第 108 届 
(2019 年) 
 

劳动世界针对妇女和男子的暴力和
骚扰 – 标准制订，两次讨论(第二次
讨论)。 

 《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
言》。 

 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一百周年有关 
的讨论及活动。 

  



 

 


 G

B.341/IN
S/3/1(Rev.2) 

35
 

 

会议 技术议题 

第 109 届 
(2021 年) 
 

技能和终身学习 – 一般性讨论。  不平等问题和劳动世界 –  
一般性讨论。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战略目标 
的周期性讨论。 

 废除第 8 号、9 号、16 号、53 号、73
号、74 号、91 号和第 145 号公约和撤
销第 7 号、54 号、57 号、72 号、76
号、93 号、109 号、179 号和第 180
号公约以及第 27 号、31 号、49 号、
107 号、137 号、139 号、153 号、154
号、174 号、186 号和第 187 号建议
书。撤销《1933 年收费职业介绍所公
约》(第 34 号)。 

第 110 届 
(2022 年) 
(待完成) 

学徒制 – 标准制订，两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 

 待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决定。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就业战略目标的周期性讨论。 
(待确认) 

 撤销《1923 年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0 号)。(待确认) 

第 111 届 
(2023 年) 
(待完成) 

学徒制 – 标准制订，两次讨论 
(第二次讨论)。 

 待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决定。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社会保护(劳动保护)战略目标 
的周期性讨论。(待确认) 

 
 
 

 

第 112 届 
(2024 年) 
(待完成) 

    根据《社会正义宣言》后续措施，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战略 
目标的周期性讨论。(待确认) 

 废除第 45 号、62 号、63 号和第 85 号 
公约。(待确认) 

第 113 届 
(2025 年) 
(待完成) 

       

第 114 届 
(2026 年) 
(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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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技术议题 

第 115 届 
(2027 年) 
(待完成) 

       

第 116 届 
(2028 年) 
(待完成) 

       

第 117 届 
(2029 年) 
(待完成) 

       

第 118 届 
(2030 年) 
(待完成) 

      废 除 《1949 年 收 费 职 业 介 绍 所 公 约 
(修订本)》(第 96 号)。(待确认) 

第 119 届 
(2031 年) 
(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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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一 时间表(2018-2022 年) 
 
 
 

* SRM TWG –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1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2 年 2023 年 

第二阶段(2017-2018)：
劳动世界的未来 

全球委员会 

第三阶段(2019)： 
国际劳工组织一百周年 

 

第四阶段(2020-)： 
一百周年及疫情之后的年份 

 

6 月 
2018 年 

 

10 月 
第 334 届 

理事会 
 

3 月 
第 332 届 

理事会 
 

6 月 
2019 年 

 

10 月 
第 337 届 

理事会 
 

3 月 
第 335 届 

理事会 
 

3 月 
第 341 届

理事会 
 

6 月 
2021 年 

 

10 月 
第 343 届 

理事会 
 

3 月 
第 344 届

理事会 
 

6 月 
2022 年 

 

10 月 
第 346 届 

理事会 
 

3 月 
第 347 届 

理事会 

11 月 
第 349 届 

理事会 
 

6 月 
2023 年 

普遍调查 
社会保护底线 

普遍调查 
工作时间 

普遍调查 
就业 

 

普遍调查 
劳动保护 

 

普遍调查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第四次会议 
SRM TWG* 

第五次会议 
SRM TWG* 

第六次会议 
SRM TWG* 

第七次会议 
SRM TWG* 

第八次会议 
SRM TWG* 

2019 年大会 
后续措施 

 

2018 年大会 
后续措施 

2021 年大会 
后续措施 

 

2022 年大会 
后续措施 

 
《2030 年议程》 

后续措施 工作中的妇女全球论坛 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高级别 
活动 (2019 年国际劳工大会) 

第 107 届国际劳工大会 
 劳动世界中的暴力(标准制订， 

第一次讨论) 

 周期性讨论(社会对话)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 

发展合作 

 废除和撤销文书 

 2016-2017 两年期计划执行情况 

第 108 届国际劳工大会 
一百周年 

 全球委员会报告 
 《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 

百年宣言》 
 劳动世界中的暴力 

(第二次讨论) 
 一百周年讨论及活动 
 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 

第 109 届国际劳工大会 
 不平等问题和劳动世界 

(一般性讨论) 

 技能和终身学习(一般性讨论) 

 周期性讨论(社会保障) 

 废除和撤销文书 

 2018-2019 两年期 
计划执行情况 

第 110 届国际劳工大会 
 学徒制(标准制订， 

第一次讨论) 

 周期性讨论(就业) 

 废除和撤销文书 

 待定 

 2022-2023 两年期 
计划和预算 

第 111 届国际劳工大会 
 学徒制(标准制订， 

第二次讨论) 

 周期性讨论(劳动保护) 

 待定 

 废除文书 

 2020-2021 两年期 
计划执行情况 

2023 年大会 
后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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