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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日内瓦
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
原文：英文

议 程

 机构部分(INS)
议程项目
1.

2.
3.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的特别安排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批准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议事录 (GB.341/INS/2)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GB.341/INS/1)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3.1.
3.2.

4.
5.

6.

备 注

大会未来会议议程 (GB.341/INS/3/1)

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安排 (GB.341/INS/3/2)

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 (GB.341/INS/4)

审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后续措施提交的年度报告 (GB.341/INS/5)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决议的后

续措施：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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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41/INS/6)

7.
8.

联合国改革的最新情况 (GB.341/INS/7)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决议的后

续措施：旨在促进提高多边系统协调一致性的建议
(GB.341/IN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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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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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

关于按照《百年宣言》的精神，充分、平等和民主参与国际劳

备 注

工组织三方治理三方工作组的报告 (GB.341/INS/9)

10.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对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回复。设立
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审议关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未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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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1976 年(国际劳工标
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 号)的控诉 (GB.341/INS/10)

11. 关于孟加拉国未遵守《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第 87 号)、《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
及《1947 年劳动监察公约》(第 81 号)的控诉 (GB.341/INS/11)

12. 结社自由委员会报告
13. 总干事报告
13.1.
13.2.

定期报告 (GB.341/INS/13/1)

第一份补充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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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41/INS/13/2)
13.3.

第二份补充报告：提交的仅供参考的文件
(GB.341/INS/13/3)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14. 理事会负责人报告

15. 关于总干事选举的行动日程表 (GB.341/INS/15)

16. 常设机构和会议的组成、议程与计划 (GB.341/INS/16)

17. 关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2 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有关缅甸的现
存措施决议的后续行动进展报告 (GB.341/INS/17)

参考文件
1.

2.

旨在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划：关于为确保法律确定性而采取

进一步措施的建议以及关于工作计划中其他行动的信息
(GB.341/INS/INF/1)

关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2 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有关缅甸的现存
措施决议的后续行动进展报告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正在对本文件进行修订，
以反映最近的情况

推迟至 2021 年 11 月讨论

文件作为 GB.341/INS/17
提交理事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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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2020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4.

关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提交的待决申诉状况的

5.

经批准的座谈会、研讨会、讲习班和类似会议

6.

《1986 年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修正文书》批准状况的最新情况

12 日，日内瓦)的报告 (GB.341/INS/INF/3)
报告 (GB.341/INS/INF/4)

(GB.341/INS/INF/5)

(GB.341/INS/INF/6)

7.

联合国各组织和社会伙伴为落实关于海事劳工问题和 2019 冠状



政策制定部分(POL)

病毒病大流行的决议而采取的协调行动的进展情况

议程项目

就业和社会保护分项
1.

备 注

备 注

关于《土著居民争取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权利战略》的后续行

动，包括执行与联合国系统机构和相关区域组织就《1989 年土
著 和 部 落 居 民 公 约 》 ( 第 169 号 ) 进 行 接 触 的 战 略 计 划
(GB.341/POL/1)

2.

体面劳动与生产力 (GB.341/POL/2)

社会对话分项
3.

2021 年行业会议和 2022-2023 年行业工作建议 (GB.341/POL/3)

发展合作分项
4.

《国际劳工组织 2020-2025 年发展合作战略》：实施计划
(GB.341/POL/4)

多国企业分项
5.

《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的宣传活动及在

国际劳工组织以外的相关进展 (GB.341/POL/5)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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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1.

第五届全球童工问题大会的筹备工作 (GB.341/POL/INF/1)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LILS)
议程项目

法律问题分项
1.

全面审议《大会议事规则》：综合文本草案 (GB.341/LILS/1)

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分项
2.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5)(e)条及第 19(6)(d)条的要求

于 2022 年提交的关于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的文书报告的拟议表
格 (GB.341/LILS/2)

3.

4.

备 注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关于已批准公约实施情况报告(《章程》第 22 条)的拟议表格：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关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 条要求提交的有关经修正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 (GB.341/LILS/3)
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报告表格的拟议修正案
(GB.341/LILS/4)

5.

对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运行情况的第二次评估

6.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成员任命程序 (GB.341/LILS/6)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部分(PFA)

(GB.341/LILS/5)

议程项目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分项
1.

备 注

总干事 2022-2023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草案 (GB.341/PFA/1)

2.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执行《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的

3.

总部大楼改造工程的最新情况 (GB.341/PFA/3)

影响 (GB.341/PFA/2)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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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备 注

根据《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18 条进行的授权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5.

2018-20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常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6.

2018-2019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7.

2022 年预算分摊比额表 (GB.341/PFA/7)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4.

(GB.341/PFA/4)

预算账户和周转基金 (GB.341/PFA/5)

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GB.341/PFA/6)

审计和监督分项
8.
9.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报告 (GB.341/PFA/8)

首席内部审计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报告
(GB.341/PFA/9)

10. 与联合检查小组相关的事项 (GB.341/PFA/10)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人事分项

11. 职员工会主席声明 (无文件)

12. 《职员条例》修正案 (无文件)

13. 特别支付基金委员会报告 (GB.341/PFA/13)

14. 对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
联合委员会)的任命 (GB.341/PFA/14)

15. 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相关的事项
15.1.
15.2.

《行政法庭规约》拟议修正案 (GB.341/PFA/15/1)
行政法庭的组成 (GB.341/PFA/15/2)

16. 《2018-2021 年人力资源战略》的最新进展情况
(GB.341/PFA/16)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以通信方式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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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参考文件
1.

2.
3.
4.
5.
6.
7.
8.

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
1.1.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账户状况

1.2.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会费征收情况

(GB.341/PFA/INF/1/1)

(GB.341/PFA/INF/1/2)

《2018-2021 年信息技术战略》的实施进展报告

(GB.341/PFA/INF/2)

首席内部审计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后续
措施 (GB.341/PFA/INF/3)

外部审计计划 (GB.341/PFA/IN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职员组成和结构
(GB.341/PFA/INF/5)

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的决定

(GB.341/PFA/INF/6)

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第 67 届会
议(2020 年)报告的决定 (GB.341/PFA/INF/7)

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相关的事项：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共同制度管辖设置的报告 (GB.341/PFA/INF/8)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