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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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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0 日 
原文：英文  

第一项议程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报告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日内瓦) 
负责人报告 

 
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职责范围，提请理事会注意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报告，这次会议
审议了《1921 年(农业)工人赔偿公约》(第 12 号)，并就其提出的建议及有关 2023 年第八次会议的安排作出决定
(见决定草案：第 5 段)。 

相关战略目标：全部。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目标 2：国际劳工标准与权威有效的监督。 

政策影响：理事会关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所提交建议的决定产生的影响。 

法律影响：有可能废除三项公约以及撤销三项建议书。 

财政影响：涵盖在理事会文件 GB.343/LILS/1(2021 年 11 月)。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落实理事会的决定。 

作者单位：国际劳工标准司(NORMES)。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44/PV、GB.344/LILS/3、GB.343/PV、GB.343/LILS/1、GB.341/PV、GB.341/LILS/5、
GB.337/PV、GB.337/LILS/1、GB.334/PV、GB.334/LILS/3、GB.331/PV、GB.331/LILS/2、GB.329/PV、GB.329/LILS/2、
GB.328/PV、GB.328/LILS/2/1(Rev.)、GB.326/PV、GB.326/LILS/3/2、GB.325/PV、GB.325/LILS/3、GB.323/PV、
GB.323/INS/5。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2601.pdf#page=16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90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96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2486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2283.pdf#page=157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617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086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5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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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4866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1610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875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7187.pdf#page=152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54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1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34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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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5915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005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202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705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514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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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的决定， 1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国际劳工组织
日内瓦总部召开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根据职责范围第 17 段，“标准审议机
制三方工作组应，通过其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向理事会报告”。 

2. 第七次会议由特雷斯·布森女士(比利时)主持，附录所载的讨论报告所列的 32 位成员全部出席会
议，到会的还有有限的几位顾问，以协助政府成员。 2 雇主组和工人组分别任命索尼亚·雷根博
根女士和卡特琳·帕斯切尔女士为副主席。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职责范围第 19 段，在
专门的网页上公布了其筹备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 

3. 根据理事会 2021 年 11 月的决定，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在第七次会议期间审议了《1921 年(农
业)工人赔偿公约》(第 12 号)，并审议了就另外六项文书将开展的后续行动，这些文书属于社会
保障(工伤)专题范围，此前被定为已过时文书。其相应建议载于附件中，并列于下表。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2022 年 9 月)的建议 

(1) 分类   

分类为切合当前情况的标准  关于(农业)工伤津贴的第 12 号公约 

分类为需要进一步行动以确保持续及
未来相关性的标准 

 无 

分类为过时的标准 *  无 
 

(2) 切实可行且有时限的后续行动   

涉及促进行动或技术援助行动的后续
措施 

 促进目前正在实施第 12 号、17 号、18 号和 42 号公约的成员国
批准并有效实施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或第 121 号公约，
以便将其适用于农业工人。 

劳工局的技术指导，包括为每个相关成员国量身定做的积极行
动计划，并为三方成员提供支持。 

为批准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或第 121 号公约而采取的三
方积极措施，确保其适用于农业工人。 

 
1 理事会文件 GB.343/PV，第 486(g)段。 
2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职责范围第 18 段；理事会文件 GB.343/LILS/1，附录，第 33 段。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policy/WCMS_84442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961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202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248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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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实可行且有时限的后续行动   

涉及非规范方面行动的后续措施  劳工局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将工伤津贴适用于所有
工人，包括农业工人和其他弱势工人群体，特别关注妇女和移
民工人，同时考虑劳工组织关于职业安全与卫生的相关标准，
以预防农业工伤。 

制定内部准则，为那些考虑批准和实施工伤文书的成员国提供
咨询，确保在法律和实践中适用于所有工人，包括农业工人及
其他弱势工人群体，特别关注妇女和移民工人。 

开展研究，确定对包括农业工人及其他弱势工人群体在内的所
有工人适用工伤津贴计划方面存在的关键挑战和机遇，以便在
三方参与下评估可能的后续行动，包括将工伤津贴扩大到农业
工人。 

提请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考虑向成员国索要材料，说
明在法律和实践中对农业工人适用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第
121 号公约的情况。 

劳工局编写一份背景文件，说明所有国际劳工标准中使用的性
别化及其他过时和不适当的术语和提法，供理事会尽早审议。 

涉及由国际劳工大会审议废除和撤销
文书的后续行动 

 2033 年劳工大会议程上涉及废除关于工伤的第 17 号、18 号和
42 号公约及撤销第 22 号、23 号和 24 号建议书的议题。2028
年就有效批准已过时公约的成员国是否采取了必要行动来批准
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或第 121 号公约开展评估。若未取得进
展，理事会可能重新考虑劳工大会审议该议题的日期。 

* 另外，正如理事会此前所决定的，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将以下文书归类为已过时文书：《1925 年工人(事故)赔偿公
约》(第 17 号)、《1925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第 18 号)、《1934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修订本)》(第 42 号)、《1925
年工人赔偿(最低限度)建议书》(第 22 号)、《1925 年工人赔偿(裁判权)建议书》(第 23 号)、《1925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建
议书》(第 24 号)。 

4.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同意其第八次会议将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6 日举行，为期六天。标
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向理事会建议，在第八次会议上，工作组可审议初步工作计划中三项关
于保护生育的文书 3 及七项关于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文书。 4 另外，工作组可以审查此前确定
的十四项已过时文书的后续行动：六项关于社会保障(老年、残疾和遗属津贴)的文书、两项关于
保护生育的文书和六项关于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文书。 

 
3《1919 年保护生育公约》(第 3 号)；《2000 年保护生育公约》(第 183 号)；《2000 年保护生育建议书》(第 191 号)。 
4《1919 年(工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第 6 号)；《1946 年(非工业部门就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第 79 号)；《1948
年(工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修订本)》(第 90 号)；《1921 年(农业)儿童和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建议书》(第 14 号)；《1932
年(非工业部门就业)最低年龄建议书》(第 41 号)；《1937 年(家庭工作)最低年龄建议书》(第 52 号)；《1946 年(非工业部门
就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建议书》(第 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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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5. 理事会注意到三方工作组负责人关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的报告，并在批准其
建议之际： 

(a) 欢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协商一致的建议； 

(b) 决定经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审议的工伤文书应被考虑归类为“切合当前情况”； 

(c) 再次呼吁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跟进其所有建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
工作组已将这些建议编列为各种切实可行且设有时限的一揽子后续行动，同时特别强调促
进目前正在实施第 12 号、17 号、18 号和 42 号公约的成员国批准并有效实施第 102 号公
约(第六部分)和/或第 121 号公约，以便将其适用于农业工人； 

(d) 要求劳工局作为机构优先事项，对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本次和以往会议上提出的建
议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 

(e) 提请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考虑向成员国索要材料，说明在法律和实践中对农业工
人适用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第 121 号公约的情况； 

(f) 要求劳工局编写一份背景文件，说明所有国际劳工标准中使用的性别化及其他过时和不适
当的术语和提法，以尽早将其列入理事会的议程进行讨论，决定适当的后续行动； 

(g) 注意到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关于废除和撤销某些文书的建议，将考虑： 

(i) 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21 届会议(2033 年)议程上，列入一项关于废除第 17 号、18 号
和 42 号公约并撤销第 22 号、23 号和 24 号建议书的议题； 

(ii) 在 2028 年就有效批准第 17 号、18 号和 42 号公约的成员国是否采取了必要行动来
批准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或第 121 号公约开展评估。如果未取得进展，理事会可
能重新考虑国际劳工大会审议废除和撤销文书议题的日期； 

(h) 决定将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6 日举行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工作组应
在会上审议十项文书，并审查工作组初步工作计划第五套、九套和十五套文书中，涉及保
护生育、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以及社会保障(老年、残疾和遗属津贴)的十四项过时文书的
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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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理事会成立的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报告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日内瓦) 

1.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日内瓦召开。特雷斯·布森
女士(比利时)主持会议，工作组 32 位成员出席会议(见表 1)。 

 表 1. 出席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的成员(2022 年 9 月) 

政府代表成员 

阿尔及利亚 

巴西 

喀麦隆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立陶宛 

墨西哥 

马里 

纳米比亚 

荷兰 

巴基斯坦 

菲律宾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雇主代表成员 

雷根博根女士(加拿大)，副主席 

艾拉瓦里亚·萨尔达里先生(哥伦比亚) 

莫斯科索先生(厄瓜多尔) 

麦凯先生(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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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森先生(丹麦) 

莫亚恩先生(南非) 

迪奥普先生(塞内加尔) 

维拉辛哈先生(斯里兰卡) 

工人代表成员 

帕斯切尔女士(荷兰)，副主席 

普贾达斯女士(阿根廷) 

布朗女士(联合王国) 

马加亚女士(津巴布韦) 

博西恩女士(瑞士) 

米德马斯女士(澳大利亚) 

埃古斯基萨·格兰达女士(秘鲁) 

安东尼女士(斐济) 

2. 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作出的决定，获得授权的八名顾问中，四名出席了会
议，以协助政府成员。 

三方讨论达成一致建议 

3.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0 年未召开会议，2021 年以虚拟方式
召开了会议，今年恢复了面对面会议形式。 1 工作组成员欢迎面对面会议形式，这样让大家能
够开展建设性讨论，有助于深入审议文书状况和更广泛的标准政策。面对面互动对于就如此重
要的敏感问题达成共识至关重要。 

4. 正如过去那样，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讨论具有思想性、坦率性甚或挑战性。工
作组讨论了法律上复杂、实践中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各成员国对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和经验。丰富的实质性交流促进成员基于共同的目标和立场，确定联合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
下，工作组成员秉持强烈责任感和坚定决心，强调了一套明确、强有力和切合当前情况且顺应
劳动世界变化格局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的重要性，目的是保护工人并考虑到可持续企业的需求。
建设性讨论促成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就议程上的所有事项达成了一致建议。标准审议机
制三方工作组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谨记其建议将影响劳动世界。 

5.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就国际劳工标准在劳动世界发挥的重要作用达成了共识。政府组忆及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确保国际劳工标准切合当前情况且具有相关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
提出了批准国际劳工标准的激励问题。政府组认为有必要研究造成低批准率的原因。 

 
1 三位成员因特殊情况无法前往日内瓦，以虚拟方式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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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雇主组强调，需要确保标准具有普遍相关性、平衡性、切合当前情况并具有前瞻性，能够得到
广泛批准和实施，且适合有效监督。雇主组强调，在保持标准体系明确、强有力且切合当前情
况的同时，应对现行标准进行合并和集中，提高其有效性。雇主组还强调，在他们看来，批准
切合当前情况的公约，包括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确定的公约，应在与社会伙伴进行密切协
商后进行，事先对国家法律、实践、主管当局的能力和相关程序进行深入评估，可以确保公约
的适当实施。 

7. 工人组强调了三个三方成员组在确保标准在国家层面得到批准和有效实施方面的作用、连贯标
准政策的重要性，以及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帮助确保一套明确、强有力和切合当前情况
且顺应劳动世界变化格局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方面的作用，目的是保护工人并考虑到可持续企
业的需求。工人组认为，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任务不能偏离劳工组织为工人提供体面劳
动的总体任务。工人组还强调，国际劳工组织在过去一百年中制定的标准体系就像一座多层楼
建筑，是一层楼接着一层楼往上建造的。仅仅因为推出了更加现代的方法来解决某些保护需求，
就从标准体系中删除较早的文书，特别是当较早文书批准率高且在批准国仍对工人保护具有相
关性的情况下，并非总是最佳方法。标准审议机制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变成一个废除和撤销文
书的机制，而是确保通过一个强有力且切合当前情况的标准体系为工人提供必要保护。 

8. 考虑到上述情况，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对要求其审议的文书和标准政策问题进行了彻底、
密切的审查。 

审议一项文书，并审议社会保障(工伤)方面六项过时文书的后续行动 

9. 根据理事会 2021 年 11 月会议的决定， 2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审议了《1921 年(农业)工人
赔偿公约》(第 12 号)，并审议了议程上有关该主题、此前被定为已过时的下列六项文书的后续
行动：《1925 年工人(事故)赔偿公约》(第 17 号)、《1925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第 18 号)、
《1934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修订本)》(第 42 号)、《1925 年工人赔偿(最低限度)建议书》
(第 22 号)、《1925 年工人赔偿(裁判权)建议书》(第 23 号)和《1925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建议
书》(第 24 号)。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协商一致达成的建议见本报告附件第 8 段。 

10.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对工伤津贴文书进行了实质性讨论，达成了协商一致的建议，将第 12
号公约归类为“切合当前情况”，并确认将第 17 号、18 号和 42 号公约及第 22 号、23 号和 24
号建议书归类为已过时文书。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强调社会保护权利适用于所有工人，但
也注意到因公受伤的农业工人往往无法获得工伤津贴。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三个组均强
调，采取行动确保农业工人在法律和实践中得到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第 12 号公约的平等保
护原则是对《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第六部分)和《1964 年工伤津贴公
约》(第 121 号)等更现代、更全面的工伤津贴公约的一个重要补充。 

11. 政府组强调了第 12 号公约原则在大多数国家的重要性，在确保农业工人在实践中获得社会保护
方面存在挑战，许多国家都批准了该公约。雇主组强调，第 12 号公约须保持有效，其简单、明
确和直接的方法能够促进成员国的灵活实施和广泛批准，应在当前和未来的标准制订时给予更

 
2 理事会文件 GB.343/PV，第 486(g)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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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工人组尽管认为第 12 号公约及其平等待遇和非歧视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和相关性，但强
调第 12 号公约的平等待遇原则不足以解决农业工人的所有工伤需求，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
和第 121 号公约反映了国际劳工组织对工伤问题采取了更现代、更全面的监管方法。其中的保
障措施应平等地适用于农业工人，无一例外。因此，需要确保这些文书充分覆盖农业工人，在
工人组看来，这意味着必须作出更有效和更有影响的承诺和行动，以确保文书得到批准并适用
于农业工人和其他弱势工人群体。 

12. 在达成协商一致建议时，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就切实可行且有时限的一揽子后续行动的组
成部分交换了意见。三个组均同意，作为更现代、更全面的工伤津贴公约，第 102 号公约(第六
部分)和第 121 号公约应得到推广，将其适用于农业工人及其他弱势工人群体，并特别关注妇女
和移民工人，并同意非规范性倡议也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13.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继续讨论了此前会议的一项议题，即确定废除或撤销已过
时文书日期的最佳方法。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同意，劳工大会应在 2033 年审议废除第 17
号、18 号和 42 号公约并撤销第 22 号、23 号和 24 号建议书。2028 年将就批准过时公约的成员
国是否采取了必要行动来批准任何一项切合当前情况的公约开展评估；若未取得进展，理事会
可能重新考虑废除和撤销文书的日期。 

14. 在达成上述成果的讨论中，工人组指出，如果批准国家未批准相关切合当前情况的文书，废除
已过时公约将造成法律和实践中的保护空白。正如此前那样，工人组强调，批准公约也可以使
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受益于监督制度，特别是工人可以享受监督体系提供的保护。同样重要的是，
成员国批准文书确保了其在国家法律中实施某项标准的承诺具有约束力，当成员国政府发生变
化时，标准对该国仍具有约束力。最后，国际劳工标准努力促进成员国之间在最低标准方面的
公平竞争，如果保护只依靠国家立法将无法实现。因此，关于已过时公约的一揽子后续措施应
旨在为批约提供动力。  

15. 雇主组强调，鉴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明确任务是维持标准体系切合当前情况，在文书
被定为已过时后，应迅速予以废除和撤销。法律保护空白只能各个国家自行确定，而且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因废除而发生，因此废除不应以批准相关领域更现代的公约为条件。此外，
雇主组还强调，2028 年另外进行的评估不应成为今后决定废除已过时文书的先例。 

16. 政府组赞成确定一个审议文书废除的固定日期，强调该日期应能够让批准已过时文书的成员国
有时间采取往往复杂耗时的措施来批准切合当前情况的文书。 

17. 最后，在审查工伤文书的过程中，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就如何应对第 12 号公约中的过时语
言和提法交换了意见，指出类似的语言和提法也存在于其他较早的国际劳工标准中。考虑到这
些术语并不恰当，且偏离了国际劳工标准的重要目标，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理事会就
该问题加以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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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标准政策事项 

18.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其职责范围第 12 段规定的任务范围内， 3 讨论了关于标准政策的两
份工作文件。 4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了解正在进行的标准政策机构讨论的重要性及其在这
方面的作用。工作组提请理事会注意其讨论情况，总结如下。 

19. 工作组对标准政策的一些事项的审议建立在此前会议讨论的基础之上。 5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
作组期待继续就标准政策进行对话，目的是为理事会讨论提供信息。作为一个在机构层面具备
能力就标准政策作出决定的机构，理事会可以考虑今后在劳工组织标准政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 

20. 雇主组认为，理事会有能力和合法性来把握劳工组织标准体系的总方向、规模和结构、可操作
性和有效性。关于标准制订问题，雇主组强调了劳工组织的资源有限，考虑到劳工大会议程的
许多其他提议，理事会不能基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建议以及对合并标准和框架文书的
偏好，就自动优先考虑标准制订提议。劳工大会的单独会议或筹备性技术大会可能会加剧标准
体系现已存在的超负荷问题。雇主组还对《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中暗含修正程序的广泛适用
性提出了质疑。目标不应是试图促进公约修订，而是应尽可能地避免修订，特别是通过将新公
约内容限制在重要原则上，辅之以实践守则和技术指南。雇主组还强调，修订公约的批准数量
往往比相关修订后的公约更少，这表明可能是因为修订公约提高了保护水平并包含更多细节，
通常更难实施。促进活动应具有针对性，目的是将批准工作与国家层面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而不是实现高批准率。 

21. 发现存在空白时，废除过时标准比通过新标准在程序上更容易，工人组对此表示关切。正如理
事会多次确认的那样，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标准制订建议应作为机构优先事项采取后续
行动，并借鉴卡地亚工作组的后续行动经验。应进一步探讨标准制订特别会议或筹备性技术大
会等备选方案。关于修订和更新标准，劳工局可以编写更加详细的报告文件，说明《2006 年海
事劳工公约》表明的潜在机会和简化修订程序的可能版本，同时注意其特殊性可能会导致对其
广泛适用性存疑。工人组强调，国际劳工标准无论是否得到批准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为劳工
局和三方成员提供了指导。有针对性的批准运动应包含与三方成员的讨论，确定他们的优先事
项和需求。文书之所以过时，并非仅仅是因为批准率低，或因为通过了更现代的文书，经验表
明，后者往往批准率更低。 

 
3 见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工作文件 1 关于标准政策的一些事项；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工作文件 2 关
于国际劳工公约的最终条款。 
4 理事会文件 GB.325/LILS/3，附录，第 12 段：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可以根据理事会的要求，处理与标准制订和标准政
策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 
5 理事会文件 GB.334/LILS/3，附录，第 30-37 段和附件第 22 段；理事会文件 GB.337/LILS/1，附录第 34-42 段和附件 I 第 9
段。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在 2022 年的讨论围绕四个主题：工作组在标准政策方面的作用(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工作文件 1，第 5-12 段和第 31-34 段)；标准制订(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工作文件 1，第 13-21 段)；修订、修
正和更新标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工作文件 1，第 22-27 段)；以及鼓励批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
工作文件 1，第 28-30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532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527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202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866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54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532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532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532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532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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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组强调，标准制订应该具有效率、成本效益和包容性。同时，不希望给三方成员带来过重
的负担。劳工局可以提供可能选项的更多细节，例如在劳工大会议程上专门设置一个标准制订
议题、举办筹备性技术会议，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在同一届劳工大会上设置两个标准制订议题。
尽管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的标准制订建议作为优先事项是合适的，但应保持一种平衡，
以考虑出现的其他标准制订问题。政府组认为，降低报告负担将鼓励文书批准。 

23. 在理事会可能于 2023 年 3 月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讨论了国际劳工
公约的最终条款。为此，工作组收到了劳工局提供的关于劳工大会通过的八项标准最终条款的
材料，在批准书的最低数量、生效和退出时间框架方面都提供了“开放参数”。 

24. 成员国就希望改变各语言版本的标准最终条款达成了坚定一致的原则性共识，以便将英文、法
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的公约视为具有同等权威性。这一改变将与 2021 年通过的《国际劳工大会议
事规则修正案》保持一致，承认西班牙文是劳工大会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 

25. 工人组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公约的最终条款。工人组不支持对现行做法进行任何改变，即一项公
约需要两份批准书才能生效，因为这对成员国决定接受所批准标准的约束、受益于监督机构提
供的指导并将保护扩大至相关工人而言是公正的。劳工组织应该促进批准工作，任何改变都可
能传递混乱信息。由于监督体系只有在文书生效后才能开始其重要工作，不应使程序更加困难。
因为劳工组织公约是长期独特三方进程的产物，不能与其他多边条约进行有益对比。工人组认
为，对法律确定性的需求表明，应保持对成员国退出公约可能性的限制。法律确定性的需要同
样涉及标准修订。工人组还认为，在此背景下，雇主组关于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批准书”以确
保公平竞争环境的论点既没有相关性，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一方面国际劳工标准确实拥有提
高成员国及全世界最低保护水平的雄心，另一方面劳工组织也始终采取渐进的方法逐步提高批
准率，包括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 

26. 雇主组认为，在考虑一项公约生效所需的批准书数量时，应考虑在公约所规范事项方面建立全
球公平竞争最低标准的目标。要建立这样一种公平竞争的最低标准，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劳工组
织成员国。鉴于此，以及近几十年来劳工组织成员国数量大幅增加，将生效所需批准书的默认
数量提高至 20-30 份是合适的。雇主组认为，由劳工组织这样一个肩负世界使命的组织来监督
仅有两个或几个国家所批准公约的实施是不合理的。雇主组要求考虑在理事会进行讨论，使理
事会能够认可最终条款中新建议的默认值。在国际义务的连续性和适应不断变化情况的灵活性
之间应保持合理平衡：建议目前每 10 年提供一年退出窗口的做法可以在第一个 10 年后缩短，
以后每 3-5 年提供一年的退出窗口。关于新增最终条款可能会促进修订工作，雇主组对此表示怀
疑，认为修订的最佳方法是通过的公约仅限于一般原则，这些原则不大可能改变，因而不太可
能需要加以修订。 

27. 关于公约的最终条款，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中政府代表之间的意见不一。一些政府可以考
虑增加公约生效所需的最低批准书数量，缩短退出公约的期限要求；另一些政府则认为目前的
做法效果很好，没有必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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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第八次会议 
28.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讨论了对初步工作计划中所列标准进行审议的进展情况以及后续会议

的组织情况。考虑到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其他机构标准政策讨论的贡献，工作组决定加快审议
步伐，尽快完成初步工作计划。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审议了一项雄心勃勃议程的实际影响。
正在进行的标准政策讨论将会继续审议一份提供未来标准制订备选方案更多详细信息的文件，
包括审议《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这些备选方案考虑到这些标准的修订以及现行标准的修订，
这可能为进一步思考以及制定不同版本的简化修订程序提供一些案例。 

29.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同意在第八次会议上审议初步工作计划中关于保护生育的三项文书和
关于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的七项文书。工作组将进一步审议对此前被定为已过时文书采取的后
续行动，包括关于社会保障(老年、残疾和遗属津贴)的六项文书、关于保护生育的两项文书和关
于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六项文书。考虑到第八次会议的广泛议程，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6 日举行六天(而非五天)的会议。 6良好的时间管理将成为优先事
项。根据其职责范围，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授权八名顾问出席其下次会议，以协助政府成
员。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可在晚些时候决定是否应当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和劳
工组织其他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 

 表 2. 建议在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八次会议上审议的文书(2023 年 9 月) 

保护生育文书 
《1919 年保护生育公约》(第 3 号) 
《2000 年保护生育公约》(第 183 号) 
《2000 年保护生育建议书》(第 191 号) 
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文书 
《1919 年(工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第 6 号) 
《1946 年(非工业部门就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第 79 号) 
《1948 年(工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修订本)》(第 90 号) 
《1921 年(农业)儿童和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建议书》(第 14 号) 
《1932 年(非工业部门就业)最低年龄建议书》(第 41 号) 
《1937 年(家庭工作)最低年龄建议书》(第 52 号) 
《1946 年(非工业部门就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建议书》(第 80 号) 
社会保障(老年、残疾和遗属津贴)：相关过时文书 
《1933 年(工业等行业)老年保险公约》(第 35 号) 
《1933 年(农业)老年保险公约》(第 36 号) 
《1933 年(工业等行业)残废保险公约》(第 37 号) 
《1933 年(农业)残废保险公约》(第 38 号) 
《1933 年(工业等行业)遗属保险公约》(第 39 号) 
《1933 年(农业)遗属保险公约》(第 40 号) 
保护生育：相关过时文书 
《1952 年保护生育公约(修订本)》(第 103 号) 
《1952 年保护生育建议书》(第 95 号) 

 
6 见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2022 年信息文件 3。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policy/WCMS_852783/lang--en/index.htm


 GB.346/LILS/1 14 
 

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相关过时文书 

《1919 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第 5 号) 
《1921 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第 10 号) 
《1932 年(非工业部门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第 33 号) 
《1937 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本)》(第 59 号) 
《1965 年(井下作业)最低年龄公约》(第 123 号) 
《1965 年(井下作业)最低年龄建议书》(第 124 号) 

30.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注意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得益于劳工局和成员国较长时间
的准备。因此，鉴于 2023 年第八次会议将作出最后决定，工作组就 2024 年第九次会议范围达
成了初步共识。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暂时决定将在第九次会议上，审议初步工作计划中关
于渔民的五项文书、关于码头工人的三项文书和关于其他类别工人的七项文书；并审查对已过
时文书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关于渔民的一项已过时文书和关于码头工人的两项已过时文书。
第九次会议的日期和议程将在第八次会议上确认，同时考虑从目标高、任务重的第八次会议中
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劳工局就后续会议审议议题提出的进一步精炼建议。 

 表 3. 暂定提交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九次会议(2024 年 9 月)审议的文书 

渔民： 
《1959 年(渔民)体格检查公约》(第 113 号) 
《1959 年渔民协议条款公约》(第 114 号) 
《1966 年渔民合格证书公约》(第 125 号) 
《1966 年(渔民)船员舱室公约》(第 126 号) 
《1966 年(渔民)职业培训建议书》(第 126 号) 
码头工人： 
《1929 年(航运包裹)标明重量公约》(第 27 号) 
《1973 年码头作业公约》(第 137 号) 
《1973 年码头作业建议书》(第 145 号) 
其他类别工人： 
《1947 年(非本部领土)劳工标准公约》(第 83 号) 
《1991 年(旅馆和餐馆)工作条件公约》(第 172 号) 
《1996 年家庭工作公约》(第 177 号) 
《1920 年(内河航运)工时建议书》(第 8 号) 
《1980 年老年工人建议书》(第 162 号) 
《1991 年(旅馆和餐馆)工作条件建议书》(第 179 号) 
《1996 年家庭工作建议书》(第 184 号) 
渔民：相关过时文书 
《1959 年(渔民)最低年龄公约》(第 112 号) 
码头工人：相关过时文书 

《1932 年(码头工人)防止事故公约(修订本)》(第 32 号) 
《1932 年(码头工人)防止事故互惠建议书》(第 40 号) 

 



 GB.346/LILS/1 15 
 

 附件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七次会议(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通过的建议 

将根据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职责范围第 22 段，提交理事会第 346 届会议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审议 

1.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三方工作组)回顾其任务是，助力实现标准审议机制的总体目标，确保
劳工组织具备一套明确、强有力且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应对劳动世界不断变化
的格局，从而保护工人并考虑到可持续企业的需求。 1《201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
未来百年宣言》确认了国际劳工标准的根本重要性和这一目标的价值所在。 2 

2. 三方工作组注意到，理事会在对工作组运行情况的第三次评估中重申了工作组对助力确保一套
明确、强有力且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的重要性，并强调各成员国、社会伙伴和劳
工局有必要根据工作组作出并由理事会通过的建议及时采取后续行动。 3 理事会提供的指导意
见对三方工作组进一步开展工作大有裨益。 

3. 在整个第七次会议期间，三方工作组谨记出于自身职责对劳工组织负有的重大责任和所扮演的
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拟订供理事会审议和决定的建议时，将继续秉持真诚且充分互信的精神以
及对标准审议机制目标的承诺展开讨论，努力达成共识，同时认识到明确性、透明度和一致性
的重要性。 4 

4. 与以往的会议一样，三方工作组仔细审查了初步工作计划中包含的国际劳工标准，以期就以下
事项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5 

(a) 所审议标准的地位，包括切合当前情况的标准、需要修订的标准、过时的标准以及其他可
能的类别； 

(b) 查明覆盖面缺口，包括需制定新标准的缺口问题； 

(c) 切实可行且有时限的后续行动(视情况而定)。 

 
1 《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职责范围》第 8 段。 
2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IV(A)段：“制定、促进、批准和监督国际劳工标准对国际劳工组织至关重
要。这要求本组织拥有并促进一套明确、强有力且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并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国际劳工标准
还需要顺应劳动世界的变化格局，保护工人并兼顾可持续企业的需求，以及受到具有权威性且行之有效的监督的约束。国际
劳工组织将协助其成员国批准和有效实施标准。” 
3 理事会文件 GB.344/LILS/PV，第 30 段。 
4 《职责范围》第 13 段。 
5 《职责范围》第 9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202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42058.pdf


 GB.346/LILS/1 16 
 

5. 三方工作组再一次将所提建议转化成一揽子切实可行且有时限的后续行动计划。其中的各部分
具有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且相互促进的性质。三方工作组将继续关注劳工组织就理事会的决定
所采取的行动，以落实所有这些有时限的建议。 

6. 三方工作组依照其职责范围，将以下建议提交理事会作出决定，并建议理事会采取必要步骤加
以落实。 

标准政策 

7. 三方工作组提请理事会注意其关于标准政策的讨论，包括对国际劳工公约最终条款的讨论，相
关总结详见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 

工伤 6 

8. 关于工伤津贴方面的文书，三方工作组建议： 

8.1. 理事会考虑就文书的分类作出以下决定： 

8.1.1. 决定《1921 年(农业)工人赔偿公约》(第 12 号)属于切合当前情况的文书； 

8.1.2. 确认《1925 年工人(事故)赔偿公约》(第 17 号)、《1925 年工人赔偿(最低限度)建
议书》(第 22 号)、《1925 年工人赔偿(裁判权)建议书》(第 23 号)、《1925 年工人
(职业病)赔偿公约》(第 18 号)、《1925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建议书》(第 24 号)和
《1934 年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修订本)》(第 42 号)属于过时的文书。 

8.2 理事会考虑要求劳工组织就以下方面实施一揽子切实可行且有时限的后续行动计划： 

8.2.1. 促进目前仍在适用第 12 号、17 号、18 号和第 42 号公约的成员国批准和有效实施
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或第 121 号公约，以便将其适用于农业工人： 

(a) 在促进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第 121 号公约的批准和有效实施方面，劳工
局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包括通过实施专门针对各相关成员国的积极行动计
划并向三方成员提供支持； 

(b) 三方成员应携手采取积极步骤促进批准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或第 121 号
公约，并确保这些公约适用于农业工人。 

8.2.2. 劳工局应当： 

(a) 继续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指导，将工伤津贴适用于包括农业工人和其
他弱势工人群体在内的所有工人，特别关注女性和移民工人，同时考虑到劳工
组织相关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以预防农业中的工伤事故； 

 
6 见 SRM TWG/2022/Technical note 1。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policy/WCMS_852780/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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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定内部指导方针，用于向考虑批准和实施工伤文书的成员国提供咨询，以确
保相关文书在法律和实践中适用于包括农业工人和其他弱势工人群体在内的所
有工人，并特别关注妇女和移民工人； 

(c) 开展研究，找出将工伤津贴计划适用于包括农业工人和其他弱势工人群体在内
的所有工人的主要挑战和机会，以期在三方参与下评估可能的后续行动选项，
包括在将工伤津贴扩大到农业工人方面的选项。 

8.2.3. 三方工作组建议理事会请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考虑向成员国征集相关材
料，说明其在法律和实践中对农业工人适用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和第 121 号公
约的情况。 

8.2.4. 三方工作组建议理事会要求劳工局编写一份背景文件，说明所有国际劳工标准中仍
在使用的性别化和其他过时和不适当术语和提法的影响，如“工人”(英文本中该
词为“workmen”)  7 和“殖民地、属地和受保护国”等，并将这一问题列入理事
会的议程尽早予以讨论，从而决定适当的后续行动。这份背景文件应当是对理事会
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上的一份背景文件的补充或合并，后者说明了劳工组
织社会保障标准，特别是《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的某些条
款中使用的性别化语言的影响。理事会当时通过了该文件，作为对三方工作组所提
建议的后续行动。 

8.2.5. 三方工作组建议理事会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21 届会议议程上纳入一项关于废除第 17
号、18 号和第 42 号公约并撤销第 22 号、23 号和第 24 号建议书的议题，以便在
2033 年废除或撤销上述文书。将于 2028 年进行一次评估，以摸清有效批准这些过
时公约的成员国是否已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批准第 102 号公约(第六部分)或第 121 号
公约。如未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则理事会可重新考虑国际劳工大会审议上述议题的
日期。 

关于今后会议的考虑 

9. 三方工作组决定借第七次会议之机对已取得的工作进展和今后会议的组织情况进行梳理，相关
成果总结详见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  

 
7 仅针对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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