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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议程 

标准倡议：实施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划 

进展报告 

 
文件的目的 

经与三方成员协商后，就在实施经修订的强化监督体系工作计划方面的进展提

供报告。本文件重申了 2018 年 3 月向理事会提交的进展报告，该报告提交了关于

由理事会优先审议的行动 — 第 24条程序的运行(行动 2.2)；精简报告(行动 3.1)；第

19条第 5(e)款和第 6(d)款的潜力(行动 4.3) — 的具体备选方案并提请就以下方面的行

动提供指导：监督机构之间的定期对话(行动 1.2)；编纂第 26 条程序(行动 2.1)；保

证法律确定性的进一步措施(行动 2.3) (见理事会文件 GB.332/INS/5(Rev.) 决定草案第

72 段)。本文件在 2018 年 3 月对进展报告部分审议以及此后与三方成员协商的基础

上提交了经修订的决定草案。 

 

相关的战略目标：所有四个战略目标。 

主要相关成果/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成果 2：国际劳工标准的批准和实施及关于国际劳工标准的跨领域

政策驱动因素。 

政策影响：将取决于理事会讨论的结果。 

法律影响：将取决于理事会讨论的结果。 

财政影响：将取决于理事会讨论的结果(理事会文件 GB.332/INS/5 第 23 段提供了关于可能产生的预算影响

的估算)。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将取决于理事会讨论的结果。 

作者单位：国际劳工标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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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32/INS/5；GB.332/PV；GB.331/INS/5；GB.331/INS/3；GB.331/POL/2；GB.331/PFA/5；

GB.331/PV；GB.329/INS/5；GB.329/INS/5(Add.)(Rev.)；GB.329/PV；GB.328/LILS/2/2；GB.328/INS/6；

GB.328/PV；GB.326/LILS/3/1；GB.326/PV；GB.323/INS/5 和 GB.323/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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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理事会在第 329 届会议(2017 年 3 月)上：(a) 批准了经修订的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

划；(b) 要求劳工局采取必要措施，根据所提供的指导来实施经修订的工作计划，并

在与三方成员协商后，向第 331 届会议(2017年 11月)报告所取得的进展；(c) 决定在

第 332届会议(2018年 3月)上，在更广泛审议标准倡议的框架下，审议经修订的工作

计划，该计划可能由理事会在第 331届会议上作出调整。1 

2. 理事会在第 331 届会议(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上：(a) 批准了关于建立监督机构电子

文件与信息管理系统以及编写监督体系惯例指南的措施和费用；(b) 将与实施强化监

督体系的工作计划相关的所有其余事项推迟到第 332 届会议(2018 年 3 月)上审议。 

3. 在其第 332届会议(2018年 3月)上，理事会审议了这些与实施强化监督体系工作计划

相关的其余事项。在雇主组和工人组提出的联合建议基础上进行了讨论，各组形成

了相当一致的看法；但是由于理事会提前休会而中断了讨论。 

4. 理事会将在其第 334届会议(2018年 10-11月)上审议向理事会第 332届会议(2018年 3

月)提交的文件 2 中所列出的事宜，旨在通过经修订的决定草案，该草案是根据雇主

组和工人组向理事会提交的修正案和随后就理事会政府组拟订的次修正案进行的三

方协商情况而修订的。 

5. 经修订的决定草案涉及以下行动。 

(a)由理事会在 2017年 10-11月优先审议的三个行动：第 24条程序的运行(行动 2.2)；

精简报告(行动 3.1)；第 19 条第 5(e)款和第 6(d)款的潜力(行动 4.3)。 

(b) 2017 年 10-11 月提请理事会就下一步工作提供指导的三个行动：监督机构之间

的定期对话(行动 1.2)；编纂第 26条程序(行动 2.1)；保证法律确定性的进一步措

施(行动 2.3)。 

6. 2018 年 9 月进行的三方协商会议就五个行动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a) 第 24 条程序的运行(行动 2.2)； 

(b) 精简报告(行动 3.1)； 

(c) 编纂第 26 条程序(行动 2.1)； 

 

1 理事会文件 GB.329/PV，第 148 段。 

2 理事会文件 GB.332/IN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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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198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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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证法律确定性的进一步措施(行动 2.3)； 

(e) 审议标准倡议。 

第 24 条程序的运行 (行动 2.2) 

7. 三方协商情况表明理事会围绕决定草案第(1)段和第(4)段所提措施形成了广泛共识。 

8. 一些政府理事表示，在中止对申诉实质问题的审查，以便在国家层面采取调解或其

它措施时，中止审查的最长期限需更有灵活性。其他理事则阐明：必须规定最长期

限，防止不当延迟对申诉实质问题的审查；最长期限应为从特设三方委员会决定中

止审查之日起六个月，若各方为成功处理申诉中提出的问题而要求延长期限，三方

委员会可决定进一步有限度地延长中止审查的期限；理事会将在两年的试行期之后

评估调解机制的运行情况。 

9. 已修改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提交申诉的电子表格范本，以体现所阐

明的这些意见。根据要求，本报告附件 I以显示改动的格式标明了所做的这些修改。 

精简报告 (行动 3.1) 

10. 三方协商情况表明理事会围绕对决定草案第 2 段所提措施形成了广泛共识。 

11. 一些政府理事对第 2(a)段表示了关切，认为该段在延长有关技术性公约的第 22 条常

规报告周期与扩大专家委员会所使用的旨在打破常规报告周期的标准之间设定了条

件性，这可能使专家委员会的独立性受到质疑。其他理事则阐明，决定草案并未表

明任何此类条件性，因为可在等待专家委员会讨论结果期间予以延长该周期。还需

指明的是，理事会此前在延长报告周期时已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有关某些技术公

约实施情况的重大意见不可能长达六年都置之不理。 

编纂第 26 条程序 (行动 2.1) 

12. 三方协商会议审议了一份供非正式协商和指导的劳工局说明，该说明的一个核心问

题是：理事会希望拟订议事规则，编纂第 26 条控诉的审查程序吗？ 

13. 协商情况表明，各方对拟订此类议事规则的紧迫性和有用性持有不同看法。一些成

员认为，在一些情况下，议事规则的缺位赋予了理事会必要的灵活性，从而能够成

功采取除了设立调查委员会以外的其它替代措施。其他理事认为，在另外一些情况

下，探讨其它替代措施的过程旷日持久，导致了理事会的漫长讨论；对政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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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参与该程序方面存在不确定性，缺乏透明度；一些实质案件最终未经调查委

员会审查。 

14. 协商情况表明，一个可行的工作方向是待劳工局提交关于监督机构惯例的指南之后，

评估该指南是否能够提供澄清某些惯例并提高透明度的机会，然后继续就编纂事宜

交换意见。 

保证法律确定性的进一步措施 (行动 2.3) 

15. 三方协商会议审议了一份供非正式协商和指导的劳工局说明，该说明涉及关于三方

可能就以下问题交换意见的方式：本组织应如何发挥第 37 条第 2 款所提供的机会的

作用(若有)，设立一个负责解释公约的法庭，从而提高法律确定性。 

16. 协商情况表明，理事们在某种程度上对设立此类法庭的适当性持有初步保留意见，

但是就提高法律确定性的必要性以及围绕更为具体的问题继续交流意见的价值形成

了较为一致看法。 

17. 作为一个可行的工作方向，协商会议建议劳工局： 

(a) 提出一个由理事会在 2019 年 3 月之后审议这一议题的时间表； 

(b) 在非正式协商所提供指导的基础上，为下次非正式协商提供一份最新说明。 

审议标准倡议 

18. 2017 年 3 月商定的经修订的工作计划列出了商定的十项一揽子行动的时间表，这些

行动属于四个重点领域，目的是在章程框架下强化监督体系： 3 

(a) 理事会 2017 年 11 月优先审议的三个行动：第 24 条程序的运行(行动 2.2)；精简

报告(行动 3.1)；第 19 条第 5(e)款和第 6(d)款的潜力(行动 4.3)。 

(b) 2017年 11月提请理事会就下一步工作提供指导的三个行动：监督机构之间的定

期对话(行动 1.2)；编纂第 26 条程序(行动 2.1)；保证法律确定性的进一步措施

(行动 2.3)。 

 

3 理事会文件 GB.329/INS/5(Add.)(Rev.)，第 4 段；GB.329/INS/PV，第 137 段。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8153.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18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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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纳入劳工局常规工作的四个行动：关于监督体系惯例的指南(行动 1.1)；与其它

组织共享信息(行动 3.2)；监督机构的明确建议(行动 4.1)；国家层面关于国际劳

工组织监督机构建议的系统化后续行动(行动 4.2)。 

19. 这十项行动是对标准实施委员会、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以及结社自由委员

会正在进行的有关其工作方法审议的补充。 4 这些监督机构将继续分别向大会和理

事会提交报告，有关其工作方法的讨论将导致本工作计划的落实。 

20. 预计工作计划的实施工作将由理事会根据其治理职责予以监督。特别是，在理事会

第 329 届会议上向其提交的关于强化监督体系的共同指导原则将作为 2018 年 3 月在

更广泛审议标准倡议的框架下审议工作计划实施情况的基准。 5 

决定草案 

21. 理事会，基于理事会文件 GB.334/INS/5 和 GB.332/INS/5(Rev.)中所列出的建

议以及在讨论和三方协商中所提供的进一步指导： 

(1) 批准了关于章程第 24 条申诉程序运行的以下措施： 

(a) 旨在容许国家层面的可选择的自愿调解或其它措施的安排，这些安

排将导致暂时中止特设三方委员会对申诉的实质问题的审查，最长

期限为 6 个月。中止审查须经申诉方在申诉表格中表示同意以及政

府同意。这些安排将由理事会在两年的试行期之后进行评估； 

(b) 在理事会三月和十一月会议期间发布一份关于待办申诉状况的参考

文件； 

(c) 第 24 条特设三方委员会成员需在其会议之前十五天收到劳工局提供

的所有信息和相关文件，理事会理事应在其需通过结论之前三天收

到第 24 条特设三方委员会的最终报告； 

(d) 将批准相关公约作为政府担任特设三方委员会成员的条件，除非没

有理事会政府正理事或副理事批准相关公约； 

 

4 理事会文件 GB.329/INS/5，第 22 段和 GB.329/INS/5(Add.)(Rev.)，附件 I。 

5 理事会文件 GB.329/INS/5，第 5-11 段。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6566.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8153.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65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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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保持现有措施并探讨其它待理事会商定的可行措施，这些措施旨在

维护程序的完整性并保护特设三方委员会成员免遭不当干扰； 

(f) 强化将后续措施纳入委员会建议，并定期更新关于这些建议实施情

况的参考文件，以供理事会参考，以及继续探讨有关理事会就申诉

所通过的建议的后续行动方式。 

(2) 批准关于精简已批准公约的报告的拟议措施： 

(a) 出于报告目的，在六年周期下对技术性公约按主题分组，但专家委

员会将进一步审议、澄清和扩大打破技术性公约报告周期的可能性； 

(b) 一个关于简化报告的新报告表格(GB334/INS/5，附件 II)。 

(3) 决定继续探讨具体和实际措施来改进《章程》第 19 条 5(e)款和 6(d)款的

用途，包括旨在加强一般性调查的作用并改进其讨论和后续行动的质量。 

(4) 指示结社自由委员会审议其关于第 24 条申诉的工作方法，并向理事会建

议任何必要措施或调整，以便确保按照有关《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和 25 条申诉审查程序的议事规则所规定的方式来审查向该委员会转交

的第 24 条申诉。 

(5) 鼓励专家委员会在综合评论中审议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并请该委员会就

其可能为优化利用《章程》第 19 条第 5(e)和 6(d)款而作出的贡献提出建

议，特别是通过审议旨在改进一般性调查编排方式的措施，以便确保用

户友好型的方式和格式，为三方成员提供最大价值。 

(6) 提请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通过关于其工作方法的非正式三方协商，审议

加强关于一般性调查的讨论的措施。 

(7) 要求劳工局经与三方成员磋商后向其第 335 届会议 (2019 年 3 月)提交： 

(a) 旨在准备有关行动 1.2(监督机构之间的定期对话)和 2.3(审议保证法

律确定性的进一步措施)的讨论的具体建议； 

(b) 关于在编写监督体系惯例指南方面进展的报告，谨记所得到的关于

行动 2.1(审议编纂第 26 条程序)的指导； 

(c) 关于《章程》第 19 条第 5(e)和 6(d)款用途的进一步详细建议，包括

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后续措施而开展的年

度评估》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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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在拟订三方成员可通过电子途径使用监督体系(电子报告，理事

会文件GB.332/INS/5(Rev.) 第 2.1部分)的详细建议方面进展的报告，

谨记三方成员在讨论中提出的关切； 

(e) 关于为 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建立基

线的试点项目的更多信息(理事会文件 GB.332/INS/5(Rev.) 第 2.2.2.2

部分)； 

(f) 关于在完成理事会 2017 年 3 月修订的标准倡议工作计划方面进展的

报告。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1892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189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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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

提交申诉的电子表格范本 

有关第 24 条程序和其影响以及其它国际劳工组织现有监督机制的信息和进一步

说明见此处[超级链接]。如需进一步支持，雇主组织可联系[雇主活动局联系方式]，

工人组织可联系[工人活动局联系方式]。 

(请提供信息，说明贵组织为何通过第 24条申诉程序，而不是其它程序来提交指控) 

 

可受理性 

1. 请指出提起申诉的雇主或工人产业协会的名称： 

(请提供关于该组织的信息、章程、详细联系方式等等) 

 

2. 请指出本申诉所针对的本组织成员： 

 

 

3. 请指出所指控未能遵守的已批公约： 

(请指明批准日期) 

 

4. 请使用下面的[可扩展]空格，向国际劳工局局长说明本申诉所针对的成员被指控在

其对上述公约的管辖范围内在哪些方面未确保有效遵守公约，同时具体提及《国际

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请提供佐证指控的任何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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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信息 

5. 请指出该问题是否已经由国家主管当局(包括国家法院、社会对话机制或该国可能存

在的处理提交给国际劳工组织的争议的机制)予以审议，或已提交给国家主管当局，

并提供关于所涉程序的状况和结果的任何信息。用尽国家程序并不是提交申诉的前

提条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审查申诉的程序可能考虑国家层面的调解或其它措

施 — 见下一个问题： 

 

 

6. 请指出：(i) 贵组织是否希望探讨关于在一定时限内在国家层面寻求调解或其它措施，

以便处理该项指控的可能性，最长期限为从特设三方委员会决定中止对申诉实质问

题的审查之日起六个月，(须政府同意；若调解/其它措施未起作用，贵组织可要求

提前恢复审查程序；若初步调解或其它措施需更长的时间来成功处理申诉中所提出

的问题，三方委员会有可能决定进一步有限度地延长中止的期限)；(ii) 如果是，请

指出贵组织是否希望求助于劳工局或雇主组秘书处或工人组秘书处在这方面的干预

行动或技术援助。 

 

 

7. 请指出，就贵组织所知，该控告是否已由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予以审查或已向监

督机构提交，如果是，目前提交的任何指控在什么方面与那些已审查或提交的指控

有所不同。 

 



GB.334/INS/5 

 

GB334-INS_5_[NORME-181005-10]-Ch.docx  9 

附  件  II 

拟议的新统一报告表格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条，

由[国家名]提交的简化报告 

当前的报告表格由国际劳工局理事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 条批准，

该条内容如下：“各成员国同意就实施其参加的公约中的各项规定所采取的措施向

国际劳工局提出年度报告。此种报告应按理事会要求的格式和具体项目编写。” 

在此报告表格的基础上，劳工局每年向各成员国发出关于提交该年度应交的所

有简化报告的单一要求。另外，劳工局向各成员国送交关于该年度应交的详细报告

的清单。 

(a) 请提供关于对实施已批准公约具有影响的任何新的立法或其它措施的信息；如

果尚未向劳工局递交任何相关的文本，请随此份报告一并递交。 

(b) 请就本表格附件6 中所包含的由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或大会标准实施

委员会向贵国政府提出的评论作出答复。 

(c) 如果在对问题(b)的答复中未提供关于相关公约实际实施情况的信息(例如，官方

文件的副本或摘要，包括监察报告、研究和调查、统计)，请在此提供这些信息；

另请说明法院或其它法庭是否就有关涉及相关公约实施的原则问题作出了决定。

如果是，请提供这些决定的文本。 

(d) 请指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而将本报告副本送达的

雇主和工人代表性组织。 7 如果本报告的副本未送达雇主和工人代表性组织，

或者被送交给此类组织之外的机构，请提供信息，说明贵国现有的、可对所实

行的程序作出解释的任何特定情形。 

(e) 请指出贵国是否收到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关于相关公约实际实施情况的任何意

见，无论是总体性意见还是针对本报告或此前报告的意见。如果已收到，请将

所收到意见的副本以及任何贵国认为有用的评论送交劳工局。 

 

6 本附件基于常规报告周期以及由监督机构在该年度向贵国提出的任何附加报告要求。它还

包括贵国在前一年未提交简化报告的情况。它不包括根据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应交的

任何简化报告，将视情况就该报告向贵国发送一份特定的表格。 

7 《章程》第 23 条第 2 款的内容如下：“每一成员国须将按第 19 条和第 22 条规定送交局长

的资料和报告的副本送交按第 3 条的宗旨所承认的代表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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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I 

 

理事会，2017年3月 理事会，2017年10-11月 理事会，2018年3月 理事会，2018年10-11月 理事会，2019年3月

1.1 关于监督体系惯例的指南 初次审议 关于由劳工局编写指南的决定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1.2 监督机构间的定期对话 初次审议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2.1 审议编纂第26条程序 关于《议事规则》可能性的指导 关于《议事规则》可能性的指导 关于《议事规则》可能性的指导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2.2 审议第24条程序的运行 对初步要素的指导 按照指导进行讨论 按照指导进行讨论 按照指导进行讨论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2.3 

审议保证法律确定性的进一步

措施 关于是否继续进行讨论的指导 关于是否继续进行讨论的指导 关于是否继续进行讨论的指导 关于三方可能交换意见的指导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3.1 简化报告 审议不同的备选方案
审议备选方案 & 

关于案例管理计算机化的决定
继续审议备选方案 继续审议备选方案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3.2 与各组织分享信息 劳工局继续开展常规行动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4.1 监督机构的明确建议 纳入劳工局提供的支持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4.2 国家层面系统化后续行动 纳入劳工局提供的支持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4.3 审议第19条的潜力 关于初步要素的指导 初次审议 进一步指导 进一步指导 审议标准倡议的实施情况

标准实施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结社自由委员会 有关工作方法的持续讨论

重点领域 2: 规则和惯例

重点领域 1: 程序之间的关系

供理事会讨论的有关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关于工作方法的非正式三方协商

有关工作方法的持续讨论

监督程序对其工作方法的审议

重点领域 4: 范围和实施

重点领域 3: 报告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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