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劳   工   大   会  
�� 

第 192 号建议书  

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建议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01 年 6 月 5 日在日内瓦举行其

第 89 届会议，并  

决定就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问题——本届会议议程的第四个项

目——通过若干建议，并  

确定这些建议须采用建议书的形态，补充 2001 年农业中的安全

与卫生公约（以下称“公约”）；  

于二千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通过以下建议书，引用时可称之为

2001 年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建议书。  

一．总   则  

1．为落实公约第 5 条，应根据 1969 年 (农业 )劳动监察公约与

建议书包含的原则，采取有关农业中劳动监察的措施。  

2．多国企业应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及《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

策原则的三方宣言》，在其所有单位中——不加区别地以及不论其

所在地点或国家——为农业中工人提供充分的安全与卫生保护。  

二．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督  

3． (1)在同有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组织磋商之后，被指派实

施公约第 4 条提到的国家政策的主管当局应：  

(a) 弄清主要问题，确定行动优先重点，开发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

方法，并定期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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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定预防和控制农业中的各项职业危害的措施时；这些措施要： 

(i) 考虑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技术发展与知识，以及受到承认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的有关标准、准则和业务守则；  

(ii) 考虑保护总体环境不受农业活动影响的需要；  

(iii) 具体说明为预防或控制农业中工人患与工作有关的地方病

的危险而要采取的步骤；以及  

(iv) 规定单个工人不得在没有同外界联络的足够的可能性和获

得援助的手段的情况下，在与外界隔绝或封闭的地点从事

对身体有危害的工作；以及  

(c)为雇主和工人制订指导方针。  

(2)为落实公约第 4 条，主管当局应：  

(a) 通过将适宜的职业卫生服务逐步扩大到农业中工人的规定；  

(b) 建立登记和报告农业中的职业事故和职业病的程序，特别是要

建立汇编统计、实施国家政策和发展企业一级预防计划的程序；

以及  

(c) 通过教育计划和教材促进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以满足农业雇主和工

人的需要。 

4． (1)为落实公约第 7 条，主管当局应建立国家职业安全与卫

生监督制度，此种制度应既包括对工人卫生的监督，也包括对工作

环境的监督。  

(2)此种制度应包括必要的危险评估，以及凡适宜时，特别应包

括针对以下问题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a) 有危害的化学品和废料；  

(b) 有毒、有传染性或可致敏生物制剂和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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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刺激性或有毒雾气；  

(d) 有危害的粉尘；  

(e) 致癌物质或制剂；  

(f) 噪音和振动；  

(g) 极端温度；  

(h) 太阳紫外线辐射；  

(i) 可传染给人类的动物疾病；  

(j) 接触野生或有毒的动物；  

(k) 机器和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在内的设备的使用；  

(l) 人工搬动或运输重物；  

(m) 紧张或持续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与工作有关的精神压力和不适

当的工作姿势；以及  

(n) 新技术带来的各种危险。  

(3)凡适宜时，应为青年工人、孕妇和哺乳妇女及老年工人采取

卫生监督措施。  

三．预防和保护措施  

危险评估和管理  

   5．为落实公约第 7 条，企业一级的一套安全与卫生措施应包括： 

(a) 职业安全与卫生服务设施；  

(b) 依照以下优先顺序的危险评估和管理措施：  

(i) 消除危险；  

(ii) 控制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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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通过以下手段，如设计安全工作制度、采用技术与组织措施

和安全作法，以及开展培训，最大限度地降低危险；以及 

(iv) 在危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提供和使用个人防护设备和服

装——此种设备和服装对工人免费；  

(c) 处理事故和紧急情况的措施，包括急救以及前往医疗设施时可

利用的适宜交通工具；  

(d) 登记和报告事故与疾病的程序；  

(e) 保护在农业工作场所现场的人员、附近的居民和总体环境的适

宜措施，使其免受有关农业活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如因农业化

学品的废料、牲畜粪便、土壤与水污染、土壤流失和地形变化

而带来的危险的影响；以及  

(f) 保证使所使用的技术适应于气候、工作组织和工作惯例的措施。 

机器安全问题和工效学  

6．为落实公约第 9 条，应在考虑使用国当地条件，特别是考虑

工效学影响和气候作用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以保证恰当地选择或改

造技术、机器和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在内的设备。  

化学品的健全管理  

7．(1)应根据 1990 年化学品公约与建议书的原则及其他有关国

际技术标准，采取为农业中化学品的健全管理所规定的措施。  

 (2)特别是，在企业一级要采取的预防和保护措施应包括：  

(a) 为使用化学品的人员和为维修及清洗个人防护设备与化学品施

用设备而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与服装，以及洗涤设施，工

人无需为这些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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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被施用化学品的地区在喷洒过程中与喷洒后的预防措施，包

括防止食品和饮用水以及洗涤和灌溉用水水源污染的措施；  

(c) 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以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安全与卫生

和对环境危害的方式，搬运和处理不再需要的有危害化学品和

已用完但可能残留有此种化学品的容器；  

(d) 保持农药的施用登记；以及  

(e) 持续基础上的农业工人培训，视情况，此种培训要包括关于做

法和程序或有关各种危害的培训，以及关于与化学制品在工作

中的使用有关须遵循的预防措施的培训。  

接触牲畜和防止生物危险  

    8．为落实公约第 14 条，有关处理会引起感染、过敏或中毒危

险的生物制剂和有关接触牲畜的措施应包括：  

(a) 根据第 5 款采取的危险评估措施，以消除、防止或减少生物危

险；  

(b) 根据兽医标准和国家法律及惯例，就可传染人类的疾病对牲畜

进行管理和检查；  

(c) 对处理牲畜的保护措施，适宜时，提供适当的防护设备和服装； 

(d) 对处理生物制剂的保护措施，假如必要，提供适当的防护设备

和服装；  

(e) 凡适宜时，对接触牲畜的工人进行免疫；  

(f) 提供消毒剂和洗涤设备施，以及保养和清洗个人防护设备与服装； 

(g) 如果接触有毒牲畜、昆虫或植物，提供急救、解毒剂或其它应

急程序；  

(h) 搬运、收集、储存和处理肥料和废物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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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处理和毁掉受传染牲畜尸体的安全措施，包括对受污染场所进

行清洗和消毒；以及  

(j) 包括警告标志在内的安全问题资料以及为接触牲畜的工人提供

培训。  

农  业  设  施  

9．为落实公约第 15 条，有关农业设施的安全与卫生要求，应

具体说明建筑物、设施、护栏、围墙和狭窄空间的技术标准。  

福利设施和膳宿设施  

10．为落实公约第 19 条，视情况和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雇主

应向农业中工人提供：  

(a) 充分供应的安全饮用水；  

(b) 存放和洗涤防护服的设施；  

(c) 用餐设施和，凡切实可行，工作场所内的哺乳设施；  

(d) 男女工人分开的或是分开使用的卫生与盥洗设备；以及；  

(e) 与工作有关的交通工具。  

四．其他条款  

女   工  

  11．为落实公约第 18 条，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对与妊娠或哺

乳妇女的安全与卫生和妇女的生殖卫生有关的任何工作场所危害

进行评估。  

自营就业农民  

12．(1)考虑到自营就业农民的代表性组织的意见，适宜时，成

员国应制定计划，将公约提供的保护逐步扩展到自营就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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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此，国家法律和条例应具体规定自营就业农民在农业中安

全与卫生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3)根据国情和惯例，在制定、执行和定期审查公约第 4 条提到

的国家政策时，适宜时，应考虑自营就业农民的代表性组织的意见。 

13．(1)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应由主管当局采取措施，保证自

营就业农民享有公约提供的安全与卫生保护。  

(2)这些措施应包括：  

(a) 规定要将适宜的职业卫生服务逐步扩展到自营就业农民；  

(b) 逐步制定程序，将自营就业农民包括进登记和报告职业事故与

职业病中来；以及  

(c) 为自营就业农民制定准则、编写教育计划和教材，并提供适宜

的咨询和培训，特别要包含以下内容：  

(i) 在同工作有关的危害方面他们的安全与卫生以及同他们在一

起工作的人员的安全与卫生，包括出现肌肉－骨骼方面不适

的危险，化学品和生物制剂的选择与使用，安全工作制度的

设计，以及个人防护设备、机器、工具和用具的选择、使用

和维修；以及 

(ii) 防止让儿童从事对身体有危害的活动。 

    14．凡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条件不允许将自营就业农民及其

家庭包括在国家的或自愿的保险方案之内时，成员国应采取逐步将

其包括在内的措施，直至达到公约第 21 条规定的水准。应通过以

下手段做到这一点：  

(a) 开发专门保险方案或基金，或是 

(b) 修改现有的社会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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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为落实以上有关自营就业农民的措施，应考虑以下各种人员

的特殊情况： 

(a) 小佃农和分成制佃农；  

(b) 小土地所有者－经营者； 

(c) 参加集体农业企业的人员，如农业合作社社员； 

(d) 视国家法律和惯例所界定的家庭成员； 

(e) 自给自足的农民；以及  

(f) 农业中其他自营就业工人，视国家法律和惯例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