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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上决定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的
议程上列入一项关于废除 1 项公约并撤销 4 项公约、1 项议定书及 18 项建议书的议题。 1 

2. 《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被列入议程，以便予以废除。下列公约、议定书和建议书被列
入议程，以便予以撤销：《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第 70 号)、《1946 年船员起居舱室公约》
(第 75 号)、《1987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修订本)》(第 165 号)、《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公约》
(第 178 号)、《<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的 1996 年议定书》、《1920 年国家海员法规建议
书》(第 9 号)、《1920 年(海员)失业保险建议书》(第 10 号)、《1923 年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0
号)、《192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8 号)、《1936 年港口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48 号)、
《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协议)建议书》(第 75 号)、《1946 年海员(家属医疗)建议书》(第 76 号)、
《1946 年(船上船员)卧具、餐具和其他用品建议书》(第 78 号)、《1958 年船上药箱建议书》(第
105 号)、《1958 年海上医疗指导建议书》(第 106 号)、《1958 年(海员)社会地位和安全建议书》
(第 108 号)、《1970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38 号)、《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空调)建议书》(第
140 号)、《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防止噪音)建议书》(第 141 号)、《1970 年(海员)防止事故建议
书》(第 142 号)、《1976 年商船(改进标准)建议书》(第 155 号)、《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73 号) 和《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185 号)。 

3. 除第 20 号建议书外， 2 理事会的决定是基于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成立的三方专
门委员会(STC) 3在其第四次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上所提出的建议。标
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已责成三方专门委员会审议 68 份海事文书。 4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查了第
一组共 34 份文书， 5 第二组共 34 份文书已提交给第四次会议。 

4.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第 9 款，若一项生效公约似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或该公约不再
能为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作出有用的贡献，那么大会根据三分之二多数的原则和理事会的建议，
有权废除该项公约。能够提议废除公约，这是标准审议机制程序的一个重要工具，旨在确保本组织
具备一套强劲有力、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这将是第四次要求国际劳工大会就国际劳
工公约的可能废除问题作出决定。 

 

1 理事会文件 GB.343/INS/2(Rev.1)/Decision 和 GB.343/INS/2(Rev.1)。 
2 理事会原本将撤销第 20 号建议书的议题列入了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理事会文件 GB.334/PV，第 42(d)段)。这一决
定基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四次会议(2018 年 9 月)提出的建议。大会第 109 届会议被推迟，这对大会议程制订工作产生了
影响，导致将会议的议题推迟至后来的大会会议。因此，理事会在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上决定将此议题列入大会第 111
届会议的议程，该届会议现定于 2023 年举行。 
3 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持续评估《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运行情况，并就此向理事会提出意见，或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意见。 
4 理事会在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 3 月)上核可了这一决定。见理事会文件 GB.326/PV，第 514 段。 
5 因此，大会在第 109 届会议上就废除和撤销文书作出了若干决定；见大会文件 ILC.109/文书。 

https://www.ilo.org/gb/GBSessions/GB343/ins/WCMS_82769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2312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773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849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609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60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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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大会决定废除或撤销上述文书，那么它们将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体系中去除。特别是，那些批
准了第 163 号公约并仍受其约束的成员国将不再有义务根据《章程》第 22 条的规定提交相关履约
报告，而且可不再接受就未履行公约提出的申诉(第 24 条)或控诉(第 26 条)。对成员国而言，国际
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将无需对这项公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同时劳工局将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任何
国际劳工标准汇编中不再印发这些被废除或撤销的文书，且新的文书、行为准则或相似文件中不再
提及这些被废除或撤销的文书。 

6. 根据《议事规则》第 52 条第 1 款的规定，在一项有关废除或撤销文书的议题被列入大会议程时，
劳工局应不迟于拟讨论该议题的该届会议开幕前 18 个月向各国政府递交一份简短报告和问卷调查
表，要求其在 12 个月内就拟议的废除或撤销文书议题表明立场及其所持立场的原因，同时提供相
关信息。因此，已将报告七(1)发送给各成员国，并提请其最晚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将答复提交至
劳工局。在回顾了上述程序及大会和理事会的有关决定后，报告七(1)概述了理事会提出废除或撤
销上述文书的理由。 6 

7. 在起草本报告之时，劳工局收到了以下 72 个成员国政府的答复：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
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加
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
日本、约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新西兰、尼日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
兰卡、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和乌兹别
克斯坦。 

8. 劳工局在其邀请函中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大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第 1 款的规定，其中要求成员国
“在确定其最后答复之前同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协商”。 

9. 下列 47 个成员国政府确认，在起草答复时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进行了协商或它们直接参与了起
草工作：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隆迪、加拿大、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
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里、墨西哥、摩洛
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塞
尔维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乌拉圭。此外，以下 14 个成员
国政府表示，在提交答复时，尚未收到所有社会伙伴的意见：巴林、保加利亚、哥斯达黎加、丹麦、
爱沙尼亚、危地马拉、爱尔兰、拉脱维亚、墨西哥、尼日尔、挪威、巴拿马、巴拉圭和斯洛文尼亚。 

10. 本报告是在收到的答复基础上起草的，以下章节将对其实质内容加以概述并进行简短评论。 

 

 
6 大会报告 ILC.111/VII/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0403.pdf


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建议书 7 
 

 收到的答复概述和评论 

11. 本章节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了介绍，并列出了收到的政府答复总数及肯定和否定答复的数量，以及给
予答复的政府名单。按照国家字母顺序以简洁的形式进行了解释，并辅之以政府的答复及雇主组织
和工人组织的意见。除了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的答复与政府的不同或没有收到特定成员国政府的任
何答复情况之外，将不再重述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答复。 

I. 第 163 号公约 

您是否认为上述公约应予以废除？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公约没有失去其意义或为实现本

组织目标仍在作出有用贡献的原因所在。 

答复总数：72。 

肯定答复：70。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埃
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摩洛
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
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
兰卡、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和乌兹别克斯
坦。 

否定答复：2。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评论 
哥伦比亚：政府担心，废除该文书可能会导致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出现保护缺口。
应在开展拟议的废除和撤销文书行动之前，先行实施三方专门委员会所建议的有关促进批准《2006 年海
事劳工公约》的举措。 

工人统一中央工会(CUT)：否。 

工人统一中央工会反对废除第 163 号公约。虽然废除公约是为了维持一个坚实的、切合当前情况的劳工
标准体系，但必须谨慎考虑，以免降低对工人权利的保护水平。2021 年，工人统一中央工会向结社自由
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哥伦比亚海员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受到侵犯的控诉。虽然《2006 年海事劳工公
约》修订了一些公约，但它并没有提供与经修订的公约相同水平的保护。此外，由于包括哥伦比亚在内
的几个拉丁美洲成员国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拟议的废除文书行动可能加剧该地区海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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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保护的情况。废除第 163 号公约应取决于受第 163 号公约约束的 4 个成员国对《2006 年海事劳工公
约》的批准。 

希腊：希腊劳工总联合会(希劳联)和泛希腊海员联合会(PNO)：否。 

希劳联认为，虽然需要一套清晰、稳固和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但废除该公约无助于推进有关
保护海员和海事劳工的全球和国家制度框架。 

泛希腊海员联合会反对废除该公约，因为它规定了通过不断努力和斗争才争取来的海员权利。 

牙买加：牙买加工会联合会(JCTU)：否。 

牙买加工会联合会认为，在没有其他公约提供类似保护的情况下，海员仍然需要第 163 号公约提供的保
护。 

墨西哥：政府忆及墨西哥是第 163 号公约的缔约国，并在 2022 年根据《章程》第 22 条向实施公约与建
议书专家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该公约的报告。由于墨西哥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拟议的
废除文书行动将导致在促进和保障海员福利方面出现规范真空。 

全国工人联合会(UNT)：是。 

全国工人联合会认为，应敦促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批准该公约，以更新、改善和促
进社会正义和海员的工作条件。 

葡萄牙：总工会(UGT)：是。 

总工会认为，在废除公约的同时，劳工组织应努力确保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特别是船舶总吨
位体量大的成员国批准该公约，以确保对海事部门进行适当监管并有效保护海员。 

劳工局评论 
除 2 国政府和 4 家工人组织外，所有答复者均支持废除第 163 号公约。拟议的废除文书行动将有助

于进一步澄清现有海事劳工标准的地位，并鼓励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成员国批准该公约，
该公约是全面规范海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最新综合性文书。拟议的废除文书行动还将有助于简化监督机
构的工作以及劳工局在海事劳工领域开展的促进性活动。 

II. 第 70 号、75 号、165 号和 178 号公约以及 1996 年的议定书 

您是否认为上述四项公约及一项议定书应予以撤销？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几)项公约或议定书没

有失去其意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目标仍在作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答复总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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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答复：70。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埃
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墨西
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
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
斯里兰卡、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和乌兹别
克斯坦。 

否定答复：2。哥伦比亚和秘鲁。 

评论 
哥伦比亚：政府担心，撤消这些文书可能导致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出现保护缺口。
应在开展拟议的废除和撤销文书行动之前，先行实施三方专门委员会所建议的有关促进批准《2006 年海
事劳工公约》的举措。 

工人统一中央工会(CUT)：否。 

工人统一中央工会认为，应进一步分析有关撤销第 70 号、75 号、165 号和 178 号公约以及第 147 号公
约的议定书的提议，以确保其不会降低对海员的保护水平。2021 年，工人统一中央工会向结社自由委员
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哥伦比亚海员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受到侵犯的控诉。虽然《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修订了一些公约，但它并没有提供与经修订的公约相同水平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第 178 号公约在劳
动监察方面的规定比《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更为详细。因此，撤销该公约将减少对海员的保护。最后，
由于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成员国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拟议的撤销文书行动
可能加剧该地区海员缺乏保护的情况。例如，秘鲁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仍受第 178 号公
约的约束。 

希腊：希劳联(GSEE)和泛希腊海员联合会(PNO)：否。 

希劳联认为，尽管已认识到需要一套清晰、稳固和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但撤销这些文书无助
于推进有关保护海员和海事劳工的全球和国家制度框架。 

泛希腊海员联合会反对撤销这些文书，因为它们规定了通过不断努力和斗争才争取来的海员权利。 

意大利：政府指出，虽然没有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反对拟议的撤消文书行动，但意大利高级管理人员和
专业人员联合会(CIDA)提出了与第 147 号公约的议定书有关的正式问题，政府对此作了澄清。 

墨西哥：墨西哥共和国工人自治联合会(CAT)：否。 

墨西哥共和国工人自治联合会认为，第 70 号和 75 号公约载有与海员社会保障和住宿有关的重要规定和
定义。由于它们规定了海员的最低条件，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参考，因此只有在新的公约或建议书至少
有同等规定的情况下，才应撤销这些公约。此外，出于以下原因，应重新考虑撤销第 165 号和 178 号公
约以及第 147 号公约的议定书的提议。虽然第 165 号公约仍然经常受到忽视，但它为其他公约以及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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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批约国的国家立法提供了参考。第 178 号公约包含与劳动监察有关的重要条款，最终旨在保障海员的
劳动和社会权利。最后，关于第 147 号公约的议定书，撤销有关商船的最低标准可能会带来劳工方面的
相关风险，并导致海员缺乏对安全作业要素的了解。 

全国工人联合会(UNT)：是。 

全国工人联合会认为，应敦促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批准该公约，以更新、改善和促
进社会正义和海员的工作条件。 

秘鲁：政府认为，在秘鲁完成《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批准程序之前，不应撤销第 178 号公约。 

葡萄牙：总工会(UGT)：是。 

总工会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劳工组织应努力确保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特别是船舶总吨位体
量大的成员国批准该公约，以确保对海事部门进行适当监管并有效保护海员。 

劳工局评论 
除 2 国政府和 4 家工人组织外，所有答复者均支持撤销第 70 号、75 号、165 号和 178 号公约以及第

147 号公约的议定书。拟议的撤销文书行动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现有海事劳工标准的地位，并鼓励尚未批
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成员国批准该公约，该公约是全面规范海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最新综合性
文书。 

III. 第 9 号、10 号、20 号、28 号、48 号、75 号、76 号、78 号、
105 号、106 号、108 号、138 号、140 号、141 号、142 号、
155 号、173 号和 185 号建议书 

您是否认为上述十八项建议书应予以撤销？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几)项建议书没有失去

其意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目标仍在作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答复总数：72。 

肯定答复：69。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埃
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摩洛
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
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和乌兹别克斯坦。 

否定答复：3。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 



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建议书 
收到的答复概述和评论 

11 

 

评论 
哥伦比亚：政府担心，撤消这些文书可能导致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出现保护缺口。
应在开展拟议的废除和撤销文书行动之前，先行实施三方专门委员会所建议的有关促进批准《2006 年海
事劳工公约》的举措。 

希腊：关于第 20 号建议书，政府表示，希腊是《1947 年劳动监察公约》(第 81 号)的缔约国，应社会伙
伴的要求，政府将启动协商进程，以考虑批准《1969 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第 129 号)。 

希腊旅游企业协会(SETE)、希腊商业和企业家联合会(ESEE)、希腊企业联合会(SEV)和希腊船东联盟
(UGS)：是。 

希劳联(GSEE)和泛希腊海员联合会(PNO)：否。 

希劳联认为，尽管已认识到需要一套清晰、稳固和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但撤销这些建议书无
助于推进有关保护海员和海事劳工的全球和国家制度框架。 

泛希腊海员联合会反对撤销这些建议书，因为它们规定了通过不断努力和斗争才争取来的海员权利。 

牙买加：牙买加工会联合会(JCTU)：否。 

牙买加工会联合会反对撤销第 78 号和 185 号建议书。 

墨西哥：政府注意到，第 142 号建议书和第 48 号、138 号和 173 号建议书分别对墨西哥已批准的第 134
和 163 号公约提供了指导和补充。考虑到第 173 号建议书修订了第 48 号和第 138 号建议书，政府可以接
受撤销后两项建议书，但反对撤销第 142 号和 173 号建议书。 

墨西哥共和国工人自治联合会(CAT)：否。 

墨西哥共和国工人自治联合会指出，考虑到提议撤销的建议书尽管具有相关性但仍不受重视，应该对这
些建议书进行修订和更新，而不是将其撤销。 

全国工人联合会(UNT)：是。 

全国工人联合会认为，应敦促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批准该公约，以更新、改善和促
进社会正义和海员的工作条件。 

秘鲁：政府认为，在秘鲁完成《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批准程序之前，不应撤销第 185 号建议书。 

葡萄牙：总工会(UGT)：是。 

总工会赞成撤消，并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劳工组织应努力确保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特别是船
舶总吨位体量大的成员国批准该公约，以确保对海事部门进行适当监管并有效保护海员。 

劳工局评论 
除 3 国政府和 4 家工人组织外，所有答复者均支持撤销第 9 号、10 号、20 号、28 号、48 号、75

号、76 号、78 号、105 号、106 号、108 号、138 号、140 号、141 号、142 号、155 号、173 号和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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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建议书。拟议的撤销文书行动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现有海事劳工标准的地位，并鼓励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成员国批准该公约，该公约是全面规范海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最新综合性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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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议决定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第 2 款的规定，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审议。亦提请大会审议并通过以下
提议： 

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废除《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第 70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3.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46 年船员起居舱室公约》(第 75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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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87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修订本)》(第 165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5.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公约》(第 178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6.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的 1996 年议定书》。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7.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20 年国家海员法规建议书》(第 9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8.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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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20 年(海员)失业保险建议书》(第 10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9.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23 年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0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0.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2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8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36 年港口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48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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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协议)建议书》(第 75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3.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46 年海员(家属医疗)建议书》(第 76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46 年(船上船员)卧具、餐具和其他用品建议书》(第 78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5.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58 年船上药箱建议书》(第 105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6.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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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58 年海上医疗指导建议书》(第 106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7.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58 年(海员)社会地位和安全建议书》(第 108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8.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70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38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19.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空调)建议书》(第 140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20.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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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防止噪音)建议书》(第 141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2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70 年(海员)防止事故建议书》(第 142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2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76 年商船(改进标准)建议书》(第 155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23.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73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2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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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国际劳工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三年六月…日决定撤销《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185 号)。 

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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