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理事会文件印刷数量有限，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和程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气候中和做贡献并提高

效率。恳请出席会议的理事会成员和观察员自带文件，避免重复索取文件。所有理事会文件可在网上查阅。 

网址：www.ilo.org。 

 
国 际 劳 工 局 

 理 事 会 
第 332 届会议，2018 年 3 月 8-22 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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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机构部分 INS 

  
1. 批准理事会第 331 届会议的议事录 

2.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3. 审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后续措施提交的若

干年度报告 

4. 第十届欧洲区域会议(2017 年 10 月 2-5 日，伊斯坦布尔)的报告 

5. 标准举措：实施有关加强监督制度的工作计划 

6.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 2016-17年性别平等行动计划》的实施结果及随后的行动计划

大纲 

7. 对会议形式和议事规则进行审议及可能的修订 

8. 关于第 102届大会(2013年)通过的缅甸问题尚存措施决议的后续措施 

9. 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第 101 届会议(2012 年)的代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关于危地马拉未遵守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

的控诉 

10. 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第 104届会议(2015年)的几名代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关于委内瑞拉波利瓦尔共和国未遵守 1928 年《确定最低工资机制公

约》(第 26号)、1948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号)和 1976年《(国

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 号)的控诉 

11. 结社自由委员会的若干报告 

12. 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大会运行工作组的报告 

13. 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工作组的报告 

14. 局长报告 

■ 第一份补充报告：关于促进出口加工区工人体面劳动和保护其工作中基本原

则与权利的专家会议报告(2017 年 11月 21–23 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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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份补充报告：所提交的仅供参考的文件 

■ 其他问题 

15. 理事会负责人的报告 

16. 常设机构和会议的计划、构成与议程 

 

政策制定部分 POL 

 
 

就业和社会保护分项 

1. 关于国家就业政策自愿同行审议机制的后续讨论 

 

社会对话分项 

2. 2017 年举行的产业会议及 2018-19 年产业工作建议 

3. 关于第四届持续消除童工全球大会(2017 年 11 月 14-16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后

续行动 

 
发展合作分项 

4. 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与体面劳动：最近的发展态势和今后采取的步骤 

5.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解决烟草业体面劳动赤字问题的综合战略 

 
多国企业分项 

6. 审议《多国企业宣言》后续行动机制(由各种宣介活动和信息采集体系组成)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 LILS 

 
 

法律问题分项 

1. 关于对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雇主和工人代表及针对作为一国国民或一国主管当局

代表的理事会理事的保护问题讨论的后续行动 

2. 国际劳工大会的组成：代表团中男女比例 

 
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分项 

3. 关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条的要求于 2019年就通过规范雇佣关系促进

就业的若干文书提交报告的拟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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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部分 PFA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分项 

1. 国际劳工组织 2016 – 17两年期计划的执行情况 

2. 根据《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18 条进行的授权 

3. 总部大楼改造工程的最新进展情况 

4. 理事会政府理事关于费用摊派的报告 

5. 其他财务问题 

■ 2016-17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常预算账户和周转

基金 

 
审计和监督分项 

6.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7. 首席内部审计员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报告 

8. 国际劳工组织注重结果的评估战略 (2018-21) 

 
人事分项 

9. 职员代表的声明 

10. 关于《职员条例》的修正案 

11. 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ICSC) 第 85次会议就日内瓦差价调整指数问题决定的

最新情况 

12. 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相关的事项 

■ 一个组织撤回对法庭管辖权的承认并停止另一组织的活动。 

■ 法庭的组成 

13. 其他人事问题 

 

高层部分 HL 

 
 

关于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工作组 (WP/SDG) 

1. 联合国改革：对劳工组织的影响 

 
战略政策分项 

2. 为可持续发展而推进体面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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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大会运行工作组 WP/GBC 

 
 

1. 理事会的组成：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章程》1986年修正文书的最新批准状况 

2. 国际劳工大会的运行：第 107 届大会(2018年)的安排 

3. 全面审议《国际劳工大会的议事规则》：关于闭会期间协商的进展报告 

4. 审议区域会议的作用和运行：《区域会议规则》和《介绍性说明》的合并本 

参考文件 

机构部分 (INS) 

1. 经批准的座谈会、研讨会、讲习班和类似会议 (GB.332/INS/INF/1) 

2.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2017 年 11月 22 日至 12 月 9日，日内瓦) 

(GB.332/INS/INF/2) 

政策制定部分 (POL) 

1. 工人座谈会的报告：我们期盼的未来之工作 - 工人视角 (2017 年 10 月 18–20 日，

日内瓦) (GB.332/POL/INF/1)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部分 (PFA) 

1. 国际劳工组织在科特迪瓦阿比让的房产 (GB.332/PFA/INF/1) 

2. 2018-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收到的捐款
(GB.332/PFA/INF/1/2) 

3. 外部审计计划 (GB.332/PFA/INF/3) 

4. 关于首席内部审计员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后续措施 
(GB.332/PFA/INF/4) 

5.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职员的组成和结构 (GB.332/PFA/INF/5) 

6. 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17 年报告的决定 (GB.332/PFA/INF/6) 

7. 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第 64 届会议 (2017 年) 

报告的决定 (GB.332/PFA/INF/7) 

8. 特别支付基金委员会理事会的报告 (GB.332/PFA/INF/8) 

9. 国际劳动组织行政法庭的运行 (GB.332/PFA/IN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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