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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 LILS 
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分项  
日期：2022 年 2 月 21 日 
原文：英文  

第一项议程 

审议 2018 年 11 月通过的《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和
《专家会议议事规则》 

 
根据理事会第 334 届会议(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的决定提交本文件，旨在于 2022 年 3 月对《技术会议议事规则》
和《专家会议议事规则》进行审议(见决定草案：第 18 段)。 

相关战略目标：全部。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保障性成果目标 B：改进领导和治理方法。 

政策影响：无。 

法律影响：无。 

财政影响：无。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无。 

作者单位：法律顾问办公室(JUR)。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26/POL/5、GB.329/INS/10、GB.331/INS/7、GB.332/INS/7、GB.334/INS/7(Rev.)。 

文件目的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39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636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8569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2002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79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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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1. 在第 334 届会议(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通过了新的《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和《专家
会议议事规则》，并决定在 2022 年 3 月的会议上对其进行审议。 1 理事会第 335 届会议(2019
年 3 月)通过了两套《议事规则》的介绍性说明。 2 

2. 虽然最初的意图是制定一套通用的程序规则，默认适用于理事会召集的所有三方会议，但理事
会最终通过了两套《议事规则》，一套适用于一般性技术会议(包括原行业会议)，另一套专门适
用于专家会议。 

3. 技术会议和专家会议的《议事规则》的主要区别在于两类会议的组成不同。技术会议包括所有
有关政府的代表和数量有限的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而专家会议则由固定数量的独立专家组成，
他们虽然由三方成员各组提名，但以个人身份担任专家，而不是作为某国政府或某个小组的代
表履职。这种组成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两类会议的任务不同。技术会议通常通过结论，其中载有
对相关议题的指导意见，而专家会议通常审议并通过详细的技术文件，如业务守则或准则。 

4. 自新《议事规则》通过以来，共举行了 12 次技术会议和 5 次专家会议。劳工局存有一份在《议
事规则》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产生的问题清单。根据迄今为止积累的经验，本文件概述了新规则
的实际实施情况，并具体指出了一些问题。 

 总体概况和具体问题 

5. 在新《议事规则》通过之前，当时适用的《行业会议议事规则》不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也缺
少关于专家会议的书面规则。 

6. 总的来说，三方成员似乎赞赏新《议事规则》所提供的清晰性和法律确定性，这有助于促进良
好治理。另外，尽管《议事规则》经历了艰苦的谈判才得以通过，但事实似乎证明了这是一套
平衡兼顾的文本，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召开大多数会议所采用的虚拟形
式似乎并没有给会议造成特别的困难。 

7. 此外，人们似乎普遍认为，新《议事规则》规定的技术会议和专家会议负责人的人数有助于进
行平衡和基于共识的讨论。三方成员似乎还肯定了劳工局为改进这些会议的实际运行方式而采
取的举措以及加强沟通的做法，这使与会者能够更好地为会议做准备。 

 
1 理事会文件 GB.334/INS/7(Rev.)；GB.334/PV，第 306–326 段。 
2 理事会文件 GB.335/INS/7；GB.335/PV，第 340–346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79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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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7403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34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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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的参与权 

8. 《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和《专家会议议事规则》第 5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就顾问的参与权作出了
规定。关于该条内容的起草，可提出以下两点意见：首先，在决定一名代表或专家只能由一名
顾问陪同的情况下，“但无权指定替补人员”这一表述变得多余，因为不存在可以被该顾问指
定为替补人员的第二名顾问。第二，两套《议事规则》之间似乎没有必要存在差异，因为根据
《技术会议议事规则》第 5 条第 2 款，顾问只能由“其所陪同代表”授权参加会议，而根据《专
家会议议事规则》第 5 条第 2 款，则可以由“其小组或所陪同专家”授权。本文件附有一份表
格，概述了技术会议和专家会议的组成和参与权。 

观察员政府的参与 

9. 接纳政府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可使更多政府关注议事情况，并可为技术会议上的讨论做出贡
献，同时不增加行使充分参与权的与会者人数。 

10. 在技术会议上，根据适用的《议事规则》第 9 条第 4 款，只有未委派代表与会的政府才可以作
为观察员出席会议。对专家会议则没有这种限制，根据适用的《议事规则》第 9 条第 4 款，所
有感兴趣的政府只要在规定的截止期限之前通知劳工局，就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即使它
们已经在会议上提名了一名专家。这与以下事实相符，即根据《专家会议议事规则》第 4 条第 5
款以及《议事规则》介绍性说明的第 1 点，专家仅以其专家身份行事和发言，并不代表提名他
们的政府或小组。 

11. 在实践中，将政府代表团充分参与技术会议的人数限制在一名代表和一名顾问上，可能对一些
政府构成重大制约，特别是当某项议题属于多个部委的职能范畴而这些部委都希望参加会议时，
可能更是如此。由于政府无权指派一名代表和多名观察员同时与会，一些政府选择仅作为观察
员出席会议，因为观察员地位允许派出更多的代表。 

参与附属机构 

12. 《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关于附属机构的第 13 条在国际组织代表的参与权方面引发了一些关切。 

13. 附属机构的政府成员可由顾问陪同，但根据第 13 条第 2 款，这些顾问必须是“其顾问”(着重号
由作者标出)。这一措辞指的是每个政府可根据《技术会议议事规则》第 5 条第 1 款任命的陪同
其代表的顾问。因此，附属机构政府成员的顾问既不能是另一国政府的代表，也不能是受邀国
际组织的代表。 

14. 此外，受邀国际组织的代表无权参与附属机构，还因为根据《技术会议议事规则》第 9 条第 2
款，他们是观察员，而根据第 13 条第 4 款，附属机构的会议不对观察员开放。 

15. 基于以下事实采用了一个实际解决办法，即各国政府完全可以自由任命一名不是其政府官员且
不拥有其所代表的成员国国籍的人士，包括有关国际组织的官员，担任其代表或专家的顾问。
然而，这意味着：第一，此人成为有关政府的代表，且只能代表该政府发言和行事；第二，有
关政府必须用一名不是该政府官员的人士来填补其唯一的顾问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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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决议 

16. 决议仅可由技术会议审议和通过，但须符合《技术会议议事规则》第 11 条规定的条件。其中的
两个条件有时可能会造成困难。根据第 1 款，技术会议仅可在决议草案的内容不与会议预期结
果(通常为结论)重复的情况下审议决议草案；然而，根据第 2 款，这些决议必须在会议第一天结
束前提交秘书处。由于彼时结论的起草工作通常甚至尚未开始，实际上不可能判断一项决议是
否重复了结论。 

17. 从法律角度上讲，这两个条件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在审议决议时，而不是在提交决议时，才需
要满足不重复的条件。但在实践中，过早的提交截止日期导致提交的决议要么不得不进行大量
修改以避免重复结论，要么不得不撤回。 

 决定草案 

18. 理事会根据 2018 年 11 月通过《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和《专家会议议事规则》时作出的决定，
在审议了两套《议事规则》的实施情况之后，决定现阶段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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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技术会议和专家会议的组成和参与权 

参会者 小组* 技术会议 专家会议 

  准予参会人数 参与权 准予参会人数 参与权 

代表(技术会议)/专家(专家
会议) 

G 每个有关政府各一名代表(视
理事会可能对人数作出的总
体限制而定) 

充分参与权(发言、提出动
议、指定替补人员) 

专家人数由理事会确定 充分参与权(发言、提出动
议、指定替补人员) 

 E/W 代表人数由理事会确定 充分参与权(发言、提出动
议、指定替补人员) 

专家人数由理事会确定 充分参与权(发言、提出动
议、指定替补人员) 

顾问/替补人员 G/E/W 每位代表最多一名，由同一
政府或雇主组/工人组任命 

经代表授权或被指定为替补
代表，方可发言或提出动议 

每位专家最多一名，由同一
政府或雇主组/工人组任命 

经专家或小组授权，或被
指定为替补专家，方可发
言或提出动议 

政府观察员  未委派代表与会的任何政府 
——观察员人数未作规定 

有权在开幕会议上进行一次
发言；经全体负责人授权方
可进一步发言 

每个感兴趣的政府各一名代
表，须在规定的截止期限前
通知劳工局 

无发言权或其他参与权 

雇主/工人观察员  观察员人数未作规定 未作规定；观察员地位默认
享有发言权 

无观察员 不适用 

国际组织  与其建立长期安排的国际组
织；理事会邀请的国际组织 

发言 与其建立长期安排的国际组
织；理事会邀请的国际组织 

发言 

非政府组织  具有一般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理事会邀请的非政府
组织 

经会议全体负责人授权，方
可发言 

具有一般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理事会邀请的非政府
组织 

经会议全体负责人授权，
方可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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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 小组* 技术会议 专家会议 

  准予参会人数 参与权 准予参会人数 参与权 

理事会负责人  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 发言 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 发言 

(会议)雇主/工人秘书处  无限制 发言 无限制 发言 

外部发言者  会议邀请的人员 发言 会议邀请的人员 发言 

      

公众(非“参会者”)  个人来访者，不限人数 无权 不准予参会 不适用 

* G：政府组，E：雇主组，W：工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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