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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第 343 届会议上(2021 年 11 月)决定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的议程上列入一项关于废除 1 项公约并撤销 4 项公约、1 项议定书及 18 项建议书的议题。 1

《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被列入议程，以便予以废除。下列公约、议定书和建议书

被列入议程，以便予以撤销：《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第 70 号)；《1946 年船员起居舱室
公约》(第 75 号)；《1987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修订本)》(第 165 号)；《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

公约》(第 178 号)；《<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的 1996 年议定书》；《1920 年国家海员法规

建议书》(第 9 号)；《1920 年(海员)失业保险建议书》(第 10 号)；《1923 年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0 号)；《192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8 号)；《1936 年港口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48 号)；

《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协议)建议书》(第 75 号)；《1946 年海员(家属医疗)建议书》(第 76 号)；

《1946 年(船上船员)卧具、餐具和其他用品建议书》(第 78 号)；《1958 年船上药箱建议书》(第
105 号)；《1958 年海上医疗指导建议书》(第 106 号)；《1958 年(海员)社会地位和安全建议书》

(第 108 号)；《1970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38 号)；《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空调)建议书》(第

140 号)；《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控制噪音)建议书》(第 141 号)；《1970 年(海员)防止事故建议

书》(第 142 号)；《1976 年商船(改进标准)建议书》(第 155 号)；《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73 号)；《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185 号)。

除第 20 号建议书外， 2 理事会的决定是基于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成立的三

方专门委员会(STC) 3 在其第四次会议的第一部分(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上所提出的建议。标

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已责成三方专门委员会审议 68 份海事文书。 4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查了第
一组 34 份文书， 5 第二组 34 份文书已提交给第四次会议。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第 9 款，若一项生效公约似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或该公约

不再能为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作出有用的贡献，那么大会根据三分之二多数的原则和理事会的
建议，有权废除该项公约。能够提议废除公约，这是标准审议机制程序的一个重要工具，旨在确保

本组织具备一套强劲有力、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这将是第四次要求国际劳工大会就
国际劳工公约的可能废除问题作出决定。《大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规定了在废除或撤销公约和建

议书时要遵循的程序。

1
2

理事会文件 GB.343/INS/2(Rev.1)/Decision 和 GB.343/INS/2(Rev.1)。

理事会原本将撤销第 20 号建议书的议题列入了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理事会文件 GB.334/PV，第 42(d)段)。

这一决定基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四次会议(2018 年 9 月)提出的建议。大会第 109 届会议被推迟，这对大会议程制

订工作产生了影响，导致将会议的议题推迟至后来的大会会议。因此，理事会在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上决定将此
议题列入大会第 111 届会议的议程，该届会议现定于 2023 年举行。

3

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持续评估《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运行情况，并就此向理事会提出意见，或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

4

理事会在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 3 月)上核可了这一决定。见理事会文件 GB.326/PV，第 514 段。

出意见。
5

因此，大会在第 109 届会议上就废除和撤销文书作出了若干决定；见大会文件 ILC.109/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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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如果大会决定废除或撤销上述文书，那么它们将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体系中加以去除，为此，

那些批准了相关公约并仍受其约束的成员国将不再有义务根据《章程》第 22 条的规定提交有关履

约报告，而且可不再接受有关未履约的申诉(第 24 条)或控诉(第 26 条)。对成员国而言，国际劳工
组织监督机构将不需对这些公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同时劳工局将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任何国际
劳工标准汇编中不再印发这些被废除和撤销的文书，或者新的文书、行为准则或相似文件中不再提
及这些被废除或撤销的文书。 6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第 1 款的规定，在一项有关废除或撤销公约和建议书问题的议

题被列入大会议程时，劳工局应不迟于拟讨论该议题的该届会议开幕前 18 个月向各国政府递交一

份简短报告和问卷调查表，要求其在 12 个月内就上述废除或撤销议题表明立场及其所持立场的原
因，同时提供相关信息。为此，要求各国政府在敲定其最后答复之前与最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进行协商。劳工局应根据所收到的答复起草一份含有最终建议的报告，并应在该届讨论此议
题的会议召开前四个月将其分送至各国政府。

由于理事会已将本议题列入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的议程，因此要求各国政府在与

最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进行协商后，务必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将下列调查问卷
的答复送交劳工局。

本报告和调查问卷表可在国际劳工组织网站上查阅。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以电子模板形式完成调
查问卷，并将其答复发送至法律顾问办公室(jur@ilo.org)。

6

有关废除文书的意义、效力和程序的更详细信息，见理事会文件 GB.325/LILS/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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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废除的国际劳工公约的状况

《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
1.

第 163 号公约于 1987 年通过。它要求在港口和船上为海员提供充分的福利设施和服务，并

为此种福利设施和服务的筹资作出必要安排。第 163 号公约得到 18 个成员国批准，最后一

次是由摩洛哥在 2012 年批准的。迄今为止，该公约仍对 4 个成员国有效，14 个成员国因批
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而退出第 163 号公约。

2.

第 163 号公约已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加以修订，不再开放供批准。《2006 年海事劳

工公约》是切合当前情况的文书，其规则 3.1 和 4.4 体现了在港口和船上为海员提供福利设

施和服务方面适用的国际标准。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63 号公约归类为“过时”的公约，
并提议尽快予以废除。三方专门委员会还建议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在仍受第 163 号公约约
束的国家中优先促进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您是否认为上述公约应予以废除？
☐是

☐否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公约没有失去其意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目标仍

在作出有用贡献的原因所在。

双击输入评论意见。

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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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撤销的四项公约及一项议定书的状况

《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第 70 号)
3.

第 70 号公约于 1946 年通过。它规定居住和驻在于一成员国领土内的海员及其受扶养人，由
于海员在该成员国领土内注册的船只上受雇或服务，有权享有医疗待遇、在丧失工作能力情

况下的现金待遇、养老待遇、因海员死亡而向受扶养人支付的现金待遇。此外，第 70 号公约

为居住在船只注册地，但因在船上服务时受伤或非其本人故意行为导致的疾病而被留在另一
个领土的海员提供保护，包括医疗、食宿、遣返和工资。

4.

第 70 号公约得到了 7 个成员国的批准，因此从未满足其生效条件。一个成员国退出了该公
约。第 70 号公约已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加以修订，该公约的规则 4.5 规定了关于海

员社会保障的核心、切合当前情况的原则。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70 号公约归类为“过

时”的公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46 年船员起居舱室公约》(第 75 号)
5.

第 75 号公约于 1946 年通过。它要求船旗国通过法律或规则，确保实行关于船员住宿、制定

船舶建造计划和检查的详细要求。该公约涵盖在其生效后建造的船舶，并在一定程度上，即

在这些船舶重新注册或进行重大变更时，涵盖现有船舶。

6.

第 75 号公约得到了 5 个成员国的批准，因此从未满足其生效条件。第 75 号公约已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加以修订，该公约的规则 3.1 规定了船员住宿和娱乐设施方面的唯一相关

且切合当前情况的国际标准。此外，根据《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标题五的规定，它在船员
住宿方面提供的保护是船旗国负责的船舶监察和认证框架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之一，也是港

口国经授权的官员可能就其开展进一步检查的因素之一。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75 号公约
归类为“过时”的公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87 年(海员)社会保障公约(修订本)》(第 165 号)
7.

第 165 号公约于 1987 年通过。它规定受一成员国立法保护的海员及其受扶养人和遗属(凡适

宜时)应有权享受以下社会保障类别中至少三类的社会保障待遇：医疗；疾病待遇；失业待遇；

养老待遇；工伤待遇；家庭待遇；生育待遇；残疾待遇；遗属待遇。该公约还要求为海员提
供的保护应不低于岸上工人享有的保护。

8.

第 165 号公约得到了 3 个成员国的批准，它们后来因批准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而退出
了第 165 号公约。因此，第 165 号公约已不再有效。它已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加以

修订，该公约的标题四包含一个综合、切合当前情况的海员社会保护框架。三方专门委员会
建议将第 165 号公约归类为“过时”的公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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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撤销的四项公约及一项议定书的状况

《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公约》(第 178 号)
9.

第 178 号公约于 1996 年通过。它要求各国维系一个由中央协调当局主管的负责监察海员工

作和生活条件的制度。第 178 号公约得到了 15 个成员国的批准，后来有 14 个国家因批准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而退出了第 178 号公约。因此，第 178 号公约已不再有效。它已

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加以修订，该公约的标题五通过船舶认证、船舶检查和详细船上
投诉程序规定了关于遵守和执行的唯一相关且切合当前情况的标准。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

第 178 号公约归类为“过时”的公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三方专门委员会还建议应鼓励
仍受第 178 号公约之约束的成员国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第 147 号)的
1996 年议定书》
10.

第 147 号公约的议定书于 1996 年通过。它扩展了第 147 号公约附录所载的公约清单。该议
定书得到了 24 个成员国的批准，它们后来因批准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而全部退出。

因此，该议定书已不再有效。《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是体现遵守和执行方面三方共识的切
合当前情况的文书。它为海员提供全面保护，并通过其关于船舶认证、船舶检查和详细船上

投诉程序的详尽规定，确保船东拥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该议定书

归类为“过时”的议定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您是否认为上述四项公约及一项议定书应予以撤销？
☐是

☐否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几)项公约或议定书没有失去其意

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目标仍在作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双击输入评论意见。

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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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撤销的十八项建议书

《1920 年国家海员法规建议书》(第 9 号)
11.

第 9 号建议书于 1920 年通过。它促进系统性地编纂海事劳工方面的国家法律，以便让海员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无论其在本国还是外国的船舶上工作。在起草《2006 年海事

劳工公约》时考虑到了第 9 号建议书。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9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
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20 年(海员)失业保险建议书》(第 10 号)
12.

第 10 号建议书于 1920 年通过。它建议成员国为海员建立有效的保险制度，以在因船只失事

或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失业时提供保护。《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更新了第 10 号建议书所
载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指导。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0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

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23 年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0 号)
13.

第 20 号建议书于 1923 年通过。它规定了组织劳动监察制度的一般原则，并为在实践中组织
这类制度提供了指导，以确保有效执行保护工人的立法。《1947 年劳动监察公约》(第 81 号)

和《1969 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第 129 号)纳入了其实质性条款。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
组建议撤销第 20 号建议书，并认为撤销该建议书不会在覆盖面上造成任何缺口。

《192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8 号)
14.

第 28 号建议书于 1926 年通过。它旨在促进一系列一般原则，以协助成员国建立或重组其海
员工作条件监察制度。该建议书还规定了监察员的地位和职责，以确保他们的公正性、管辖
权限和必要的权力。第 28 号建议书被《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公约》(第 178 号)和《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185 号)所取代。这两项文书均已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加以修订，其中标题五项下的条款为海员提供全面保护，并通过由船旗国和港口国负责的认

证、检查和投诉程序，确保船东拥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28 号建
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36 年港口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48 号)
15.

第 48 号建议书于 1936 年通过。它促进在每个重要港口建立一个官方机构，该机构可由船东、
海员和地方当局的代表组成，旨在就采取措施改善港口海员的条件(如医疗、住宿、娱乐)向

主管部门提供建议。《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和《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73 号)更新了在港口和船上为海员提供福利设施和服务方面适用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的水

废除一项国际劳工公约并撤销四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及十八项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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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已进一步提高，现反映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规则 3.1 和 4.4 中。三方专门委员会

建议将第 48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协议)建议书》(第 75 号)
16.

第 75 号建议书于 1946 年通过。它支持缔结双边协定，确保身为一国国民并受雇于悬挂另一
国国旗的船只上的海员要么继续受其本国强制性社会保险或工人补偿计划的保护，要么受另
一国相应计划的保护。《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更新了第 75 号建议书所载的社会保障方面

的指导。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75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
销。

《1946 年海员(家属医疗)建议书》(第 76 号)
17.

第 76 号建议书于 1946 年通过。它建议成员国在建立普遍覆盖各类工人及其家属的医疗服务

体系之前，努力为海员家属提供适当和充分的医疗服务。《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更新了第
76 号建议书所载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指导。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76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
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46 年(船上船员)卧具、餐具和其他用品建议书》(第 78 号)
18.

第 78 号建议书于 1946 年通过。它涉及船东须提供的船员用品事宜，包括被单和枕套、毛毯、
床单、餐具和其他用品。《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对海员体面住宿方面的标准进行了现代化

更新，并大幅扩展了标准范围，特别是在规则 3.1 项下。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78 号建议
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58 年船上药箱建议书》(第 105 号)
19.

第 105 号建议书于 1958 年通过。它就从事海上航行的所有船只都应携带药箱的要求提供了

指导。药箱应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次，通常不超过 12 个月。第 105 号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已

反映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中，其中亦规定所有船舶都应携带药箱，且主管当局应通过
预先安排的系统，确保通过无线电或卫星通信向海上船舶免费提供全天 24 小时医疗咨询服

务。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05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58 年海上医疗指导建议书》(第 106 号)
20.

第 106 号建议书于 1958 年通过。它就预先安排的系统提供了指导，除其他外，该系统旨在

确保海上船只均可通过无线电免费获得全天候医疗咨询服务。第 106 号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已

反映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中，其中亦规定主管当局应通过预先安排的系统，确保通过
无线电或卫星通信向海上船舶免费提供全天 24 小时医疗咨询服务。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06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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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海员)社会地位和安全建议书》(第 108 号)
21.

第 108 号建议书于 1958 年通过。它旨在重申船旗国有义务有效行使管辖权和控制权以保障

远洋商船上的海员的安全和福利。在起草《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时考虑到了第 108 号建议
书，该公约通过由船旗国和港口国负责的认证、检查和投诉程序提供了全面保护。三方专门

委员会建议将第 108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70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38 号)
22.

第 138 号建议书于 1970 年通过。它涉及港口和船上的海员福利设施事宜，并规定所有国籍
的海员，不论肤色、种族或信仰，都应能够使用港口设施。《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和《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73 号)更新了在港口和船上为海员提供福利设施和服务

方面适用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的水平已进一步提高，现反映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

规则 3.1 和 4.4 中。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38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
议尽快予以撤销。

《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空调)建议书》(第 140 号)
23.

第 140 号建议书于 1970 年通过。它就在其通过后建造的总注册吨位达到或超过 1000 吨的船
舶上的空调系统提供了一系列建议，因长期作业于温带气候条件下故而不需要空调系统的船
舶除外。《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在规则 3.1 和导则 B3.1.2 项下对船员体面住宿标准进行了

现代化更新，并大幅扩展了标准范围。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40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

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防止噪音)建议书》(第 141 号)
24.

第 141 号建议书于 1970 年通过。它致力在研究和采取保护措施的基础上，预防与船上噪音
有关的风险。《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在规则 3.1 和导则 B3.1.12 及 B4.3.2 项下对相关标准

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并大幅扩展了标准范围。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41 号建议书归类为
“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70 年(海员)防止事故建议书》(第 142 号)
25.

第 142 号建议书于 1970 年通过。它补充了《1970 年(海员)防止事故公约》(第 134 号)，列

出了需要调查的对象。它进一步规定，各国应适当考虑到相关的安全条例示范守则或劳工组

织的业务守则。《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修订并整合了第 142 号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在规则

4.3 项下对其进行了实质性补充和现代化更新。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42 号建议书归类
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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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商船(改进标准)建议书》(第 155 号)
26.

第 155 号建议书于 1976 年通过。它补充了《1976 年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第 147 号)，并

要求国家法律法规或适用的集体协议的标准水平至少与第 147 号公约附录中所列出的各项公

约相当。在起草《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时考虑到了第 155 号建议书。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
将第 155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予以撤销。

《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书》(第 173 号)
27.

第 173 号建议书于 1987 年通过。它补充了《1987 年海员福利公约》(第 163 号)，并规定了

若干准则，包括不断审查现有的福利设施是否充足，并监测是否需要提供额外设施或收回未

充分利用的设施。《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修订了第 163 号公约和第 173 号建议书，其中

规则 3.1 和 4.4 项下载有关于港口和船上海员福利设施和服务的最具相关性且最为切合当前

情况的标准。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73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尽快
予以撤销。

《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185 号)
28.

第 185 号建议书于 1996 年通过。它补充了《1996 年(海员)劳动监察公约》(第 178 号)，并

就中央协调当局的作用、可供监察员使用的手段以及监察员的职责和权力作了进一步规定。

在起草《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时考虑到了第 185 号建议书，其中标题五项下的条款为海员
提供全面保护，并通过由船旗国和港口国负责的认证、检查和投诉程序，确保船东拥有一个

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将第 185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的建议书，并提议
尽快予以撤销。

您是否认为上述十八项建议书应予以撤销？
☐是

☐否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几)项建议书没有失去其意义或为

实现本组织目标仍在作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双击输入评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