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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国际劳工大会(劳工大会)在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对《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98 年宣言》)第 2 段进行了修正，从而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
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该决议提请理事会采取一切适当行动，以期在
决议通过后，对所有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进行某些相应修正。  

2. 理事会在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上决定，在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议程上
列入以下一项议题：通过一项公约和一项建议书，以便在对《1998 年宣言》进行修正后，对 15 项
文书的具体条款进行若干相应修正。 1 

3. 鉴于拟议文书是纯粹程序性的，理事会决定，应如同《1946 年最后条款修订公约》(第 80 号)和
《1961 年最后条款修订公约》(第 116 号)的情况， 2 向成员国分发一份简要报告，其中包括拟议文
书案文，作为劳工大会讨论的基础。理事会还认为，按照第 80 号公约的先例， 3 不妨建议劳工大
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对拟议公约予以迅速广泛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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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协商后，将其评论意
见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之前送达劳工局。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以电子方式将其评论
意见提交至法律顾问办公室(jur@ilo.org)。 

 对国际劳工标准的相应修正 

4. 据回顾，通过《关于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
议》，劳工大会宣布应当将《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
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视为《1998 年宣言》意义上的基本公约，并决定今后应当将《1998
年宣言》和《2008 年宣言》分别称为“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
原则和权利宣言》”和“经 2022 年修正的《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促进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
宣言》”。 

5. 因此，有必要对 1998 年后通过的 15 项国际劳工文书(七项公约、一项议定书和七项建议书)进行部
分修订，目的在于对那些提及了最初的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或第一批的八项基本公约，又

 

1 理事会文件 GB.346/INS/3/3/decision。 
2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前三十二届会议对规定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编写公约工作报告的条款进行标准化而通过的关于部分修
订公约的拟议公约，报告九，劳工大会第 45 届会议，1961 年。 
3 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劳工大会第 29 届会议，1946 年，附录六，第 395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48704.pdf
mailto:jur@ilo.org
https://www.ilo.org/gb/GBSessions/GB346/ins/WCMS_86027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1960/60B09_80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1960/60B09_80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46-29).pdf#page=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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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998 年宣言》和《2008 年宣言》原标题的条款或序言部分进行更新。这一修订是纯粹技术性
和程序性的，旨在保持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的清晰一致。 

6. 需要进行部分修订的 15 项文书是： 

•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 

• 《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第 183 号)；  

•  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  

• 《2007 年渔业部门工作公约》(第 188 号)； 

• 《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  

•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  

•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  

• 《2002 年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  

• 《200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  

• 《2006 年雇佣关系建议书》(第 198 号)；  

• 《2010 年艾滋病建议书》(第 200 号)； 

• 《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  

• 《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 

• 《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 

7. 拟议公约的第 1 条阐明了所需的修正，以对八项相关文书中提及《1998 年宣言》和《2008 年宣
言》、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类别以及基本公约清单之处加以更新。 

8. 第 2 条涉及批准拟议公约的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在修订公约生效后批准八项文书中任何一项文书
的成员国将被视为已批准其修正版本，而先前批准了八项文书中任何一项文书的成员国在批准修订
公约后将继续受经修订公约修改的文书约束。 

9. 第 3 条涉及总干事的保管职能，第 4 条规定了一般生效要求，而第 5 条指明，修订公约的生效将终
结对公约和议定书原始版本的进一步批准。第 6 条载有关于未来可能修订的法律效力的一般规定，
最后，第 7 条重述了关于权威性语言版本的标准条款。 

10. 修订公约生效后，劳工局将确保在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所有标准汇编(纸质版和电子版)中仅
出现相关文书的修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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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拟议建议书，草案第 1 至 4 段中的相应修正旨在对相关文书中凡提及《1998 年宣言》和《2008
年宣言》、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类别以及基本公约清单之处加以更新。草案第 5 段涉及总干事就
经修订建议书的正式文本将采取的行动。与拟议公约不同，拟议建议书将自获得劳工大会通过之日
起生效。 

12. 最后，遵循第 80 号和第 116 号公约的先例，建议不对部分修订文书的标题进行修改。  

 拟议案文 

公约草案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忆及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
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议》， 

决定通过关于《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第
183 号)、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
《2007 年渔业部门工作公约》(第 188 号)、《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2019 年暴力和骚扰
公约》(第 190 号)和《<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修正案的某些提议，以在其中引入因通
过《关于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议》而进行的某些
相应修正， 

考虑到这些提议必须采用一项国际公约的形式， 

于二〇二三年...月...日通过以下公约，引用时可以称之为《2023 年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相应修
正)公约》： 

第 1 条 

1. 必须以“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取代《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第 183 号)、经修正的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2007 年渔业
部门工作公约》(第 188 号)、《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和《<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序言中所包含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
续措施》”或任何变体。 

2. 必须将“《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
约》(第 187 号)”加入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序言部分第 3 段、《2007 年渔业部门工
作公约》(第 188 号)序言部分第 5 段和《<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序言部分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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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须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加入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作为第三条新的(e)项；
加入《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作为第 3 条第 2 款新的(e)项；加入《2019 年暴力和骚
扰公约》(第 190 号)第 5 条，置于“就业和职业”之后。 

4. 必须以“经 2022 年修正的《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取代
《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和《<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序言中的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 

第 2 条 

1. 本组织任何成员国，在本公约生效后，向国际劳工局总干事递交了第 1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提及的任
何公约或议定书的正式批准书，必须被视为已批准经本公约修正的公约或议定书。 

2. 在批准本公约后，本组织各成员国承认必须继续接受其先前已批准并经本公约修正的第 1 条提及的
任何公约或议定书条款的约束。 

第 3 条 

本公约的两份副本必须由劳工大会主席和国际劳工局总干事签字作证。其中一份必须存放于国际劳
工局的档案中，另一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送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登记。
总干事必须将本公约的核证副本通报国际劳工组织各成员国。 

第 4 条 

1.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必须送请国际劳工局总干事进行登记。 

2. 在不违反本条第 3 款的情形下，本公约必须自两个成员国的批准书经总干事登记之日起生效。此后，
对于任何成员国，本公约必须自其批准书经登记之日起生效。 

3. 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四条，本公约必须对该公约生效。 

第 5 条 

本公约的生效将终结对第 1 条提及的任何公约或议定书的未修正版本的进一步批准。 

第 6 条 

1. 如果劳工大会通过一项对本公约进行全部或部分修订的新公约，则除另有规定外，新公约规定： 

(a) 在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时，各成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的批准，必须依法构成对本公约的立即退出；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必须立即停止接受成员国的批准。 

2. 在任何情形下，对于已经批准本公约但尚未批准新修订公约的成员国，本公约的现行形式和现行内
容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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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 4]同等为准。 

建议书草案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3 年...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其第 111 届会议，并 

忆及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将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
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议》， 

决定通过关于《2002 年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200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2006 年雇佣关系建议书》(第 198 号)、《2010 年艾滋病建议书》(第 200 号)、《2012 年社会保
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和《2017 年面
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修正案的某些提议，以在其中引入因通过《关于将
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议》而进行的某些相应修正， 

考虑到这些提议必须采用一项建议书的形式， 

于二〇二三年...月...日通过以下建议书，引用时可以称之为《2023 年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相应
修正)建议书》： 

1. 必须以“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取代《2002
年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200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2006 年雇佣
关系建议书》(第 198 号)、《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和《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的序言以及《2002 年促进合作社建议
书》(第 193 号)第 8(1)(a)段、《2010 年艾滋病建议书》(第 200 号)第 35 段和《2017 年面向和平
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第 23(a)段和第 41(c)段所包含的“《1998 年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或任何变体。 

2. 必须按照时间顺序，将“《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进职业安
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加入《2002 年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序言部分第五段。 

3. 在《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中：  

(a) 必须将序言部分第 8 段中的“八”改为“十”； 

(b) 必须增加“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作为第 16 段新的(e)分段； 

 
4 须经劳工大会事先通过关于权威性语言版本的标准最后条款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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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案文 

 

(c) 在附件中，“《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
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必须从小标题“其他文书”下的文书清单中删除，添加到小标题
“基本公约”下。 

4. 必须以“经 2022 年修正的《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取代
《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和《2017 年面向和平与复原力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建议书》(第 205 号)序言中所包含的
“《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或任何变体。 

5. 关于第 1 段和第 4 段中提及并经本建议书修正的建议书，国际劳工局总干事必须安排编写正式文本，
并必须将这些文本的核证副本通报本组织各成员国。 

决议草案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于 2023 年召开了其第 111 届会议，  

忆及通过修正《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第 2 段而将安全和卫生的
工作环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决定；  

忆及 2023 年在其第 111 届会议上通过《2023 年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相应修正)公约》；  

考虑到宜迅速广泛地批准《2023 年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相应修正)公约》，以便通过使国际劳工
标准中有关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提法与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
和权利宣言》相符，从而保持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的一致性，  

1. 呼吁迅速广泛地批准《2023 年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相应修正)公约》，同时考虑到经修正的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四条，特别呼吁其缔约国予以迅速广泛的批准；  

2. 提请理事会要求总干事每隔一段适当时间报告《2023 年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相应修正)公约》的
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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