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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议程 

改进国际劳工大会的运行机制 

背景说明 

1. 理事会在其第 323 届会议(2015 年 3 月)上：(a) 决定建议大会于 2015 年 6月试行两周

会期制；(b) 要求劳工局为理事会第 325 届会议(2015 年 11 月)起草一份关于两周会

期制试行情况的分析报告，这将使理事会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就国际劳工大会未

来的会期安排作出适当的决定。 

两周会期制的总体评价 

1. 改革的成功领域 

2. 在理事会第 324 届会议(2015 年 6 月)期间，大会两周会期制的试行被赞为成功之举，

但仍需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推进。这一成功要归功于三方成员和劳工局的共同努力与

共同承诺。具体而言，以下改革是两周会期制试行的成功因素。 

(a) 筹备工作 

信息发布：尽早发布筹备信息(大会指南、委员会注册表)，举行吹风会和提前将各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上传至网站。 

大会指南的最终版本仅在大会开幕前夕印发，其中包含特别实用的信息并且使会议

日程的篇幅得以压缩。已制作出电子版指南并上传至网站(PDF 和电子版指南的点击

数超过 3,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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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在委员会注册：与 2014 年相比，今年劳工局收到的提前注册量有所增加：政府

代表，103 名(2014 年，59 名)；雇主代表，92 名(2014 年，60 名)；工人代表，33 名

(2014 年，23 名)。 

技术委员会：为每个技术委员会开设专门网页，其中包括劳工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

为讨论活动提供便利；就提交大会的报告进行非正式磋商以及为标准制订讨论活动

作出精心的准备。 

(b) 会间成果 

时间管理：由于大会主席严格遵守大会议程的安排以及各技术委员会有效组织讨论

活动，没有延长会议时间或召开夜会，因此全会在时间管理上取得了进展。然而，

应当指出的是，标准制订委员会将进行第二次讨论，而其第一次讨论可能需要更长

的时间，因此有可能延长会议时间或额外增加会议次数。 

标准实施委员会(CAS)：在案例清单上及时达成协议，并就每个案例通过结论。 

技术委员会：三个技术委员会按时完成了其工作(标准制订委员会甚至提前一天完成

了任务)并成功通过了讨论成果文件。 

全会：299 名发言人(与 2014 年持平)参加了有关局长报告和理事会主席报告的讨论。 

劳动世界峰会：从峰会的高出席率就可看出人们对小组讨论会的主题及下午高级官

员的讲话所怀有的兴趣。 

会外活动：只举行了唯一一场关于移民主题的会外活动(6 月 5 日)，这被视为一个好

苗头。 

信息技术：在所有委员会的会议室安装投影设备，供技术委员会全会讨论修正案和

各委员会起草小组使用。 

大会文件：及时将大会各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上传至网站，这有助于大会的筹备工作

和会间的讨论活动。 

2. 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 

3. 试行两周会期制突显了大会筹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制订一份内容详尽、时限明确的

筹备工作计划的必要性。  

(a) 筹备工作 

4. 关于完善 2014 年和 2015年改革的设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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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早提名委员会主席人选：应全力确保在 4 月底之前完成委员会主席人选的提

名工作，并获得相关委员会的最终认可。同时，也应该确定各委员会雇主和工

人副主席的人选，这样使劳工局能够在与工人活动局、雇主活动局以及雇主组

和工人组的秘书处协调后，适时向各委员会的三名负责人进行通报和协商。提

名人选应具备必要的任职资格(拥有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担任过三方讨论会主

席或副主席)。尽早与各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磋商，这将使劳工局能在 4 月底，

劳工大会召开之前将工作计划草案上传至各委员会的网页。 

(2) 各委员会提前注册的做法今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注册表的内容和格式需

要依照三方成员各小组的特点来加以审查，并在 3 月理事会召开之后立即上传

至网站。 

(3) 新技术：将进一步探索移动应用程序和信息技术设备的使用。 

(b) 会间工作 

开幕当天的小组会议 

■ 大会开幕式前的小组会议的时间总体认为是够用的，尽管有一些政府区域小组

要求提前至周一上午召开其小组会议。 

■ 2015 年 6 月，所有政府区域小组在上午 9 时至 10 时 30 分举行了会议，接着在

大会开幕式之前各政府小组召开了一个小时的会议，上述会议都提供同传服务。

与 2013 年和 2014 年 6 月相比，开幕当天各区域小组会议的时间增加了 30 分钟。 

■ 各技术委员会的雇主组和工人组会议从上午 10 时 30 分开始，与大会开幕式同

步进行。各小组会议、大会四个委员会的开幕式和财务委员会在下午和傍晚举

行了其会议。在大会开幕当天，同传服务相应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 对计划的任何修改意味着将增加同传人员的数量，也意味着费用的大量增加。此

外，2016 年 6 月，招聘额外同传人员的工作将会困难重重，因为届时将有一定

数量的同传人员在为世界卫生大会提供同传服务之后继续为世界卫生组织执委

会工作。 

开幕日期 

■ 对政府组而言，在周日举行小组预备会议仍然存在困难。为此，一些区域集团

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建议大会在星期二或星期三开幕，这样可避免被迫连续

三个周末都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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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开幕式时间 

■ 今年将开幕式的时间试行压缩到 90 分钟，这一安排证明是成功的，还需要进一

步加以完善。例如，在任何有关《议事规则》的修正案通过之前，关于《议事

规则》的拟议中止条款将在大会开幕之前以临时记录的形式提交。  

大会全会 

■ 大会全会和委员会会议同时举行，这对全会的出席率，尤其是对小型代表团出

席率而言仍是一个问题。 

■ 在四次全会的序列应保持不变的同时，为了优化时间管理和提高参会率，应考

虑对全会期间的个人发言安排进行一些调整，这些会期包括：第二次全会(讨论

理事会主席和局长的报告)，第三次全会(劳动世界峰会)和第四次全会(委员会报

告的形式和通过)。 

■ 需要进一步考虑避免出现下列情况：安排发言人在报告通过的前后讲话或在下

午面对着空荡荡的会场讲话。 

■ 也应对大会最后两天的日程进行评估，以保持良好态势和避免最后一天“虎头

蛇尾”。为此，要特别考虑大会在星期五下午而非星期六中午闭幕。 

计划实施报告 

■ 在通过《议事规则》第 12 条的修正案之前，将提出中止条款，以便局长在双财

年期的第一年(例如 2016 年)提交计划实施报告以及有关社会政策主题的报告。 

劳动世界峰会 

■ 在小组讨论会的主题和专家们的发言受到欢迎的同时，讨论会的互动性需要进

一步予以重视。各政要的到访应尽可能被安排在同一天(劳动世界峰会)，期间，

午饭前安排一场特别会议以及下午安排不超过三场特别会议。若条件允许，那

就应密集安排特别会议，这样特邀发言人在特别会议前后能在大会全会上讲话。 

标准实施委员会 

■ 2015 年的经验表明，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能够在两周会期的框架下完成其工作。

在及时就案例清单达成一致和及时通过案例的结论等好的做法的基础上，将在

2016 年大会之前讨论如何进一步改进其工作方式(例如，允许大会在星期五下午通

过标准实施委员会的报告)。标准实施委员会工作方式非正式三方工作组将于

2016年 3月召开会议，为 2016年 6月的大会做准备。 



GB.325/WP/GBC/1 

 

GB325-WP-GBC_1_[RELOF-151009-3 ]-Ch.docx  5 

证书委员会 

■ 一方面，证书委员会能够完成其工作，另一方面，工作时间的缩短给委员会成

员国和秘书处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也给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政府被迫

在非常紧迫的期限内就案例提供材料和发表意见。既然已经不太可能进一步缩

短提交异议和申诉的期限，那么进一步完善的方式将仍然取决于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是否有意愿或有能力在最后期限之前尽早地提交其案例，也取决于秘书

处是否有能力迅速地处理案例。此外，能否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委员会

一致决定不予受理那些没有提供充分的事实、证据和论据的异议和申诉。  

获取大会信息 

■ 劳工局将探索各种方式，密码保护国际劳工大会委员会的网页和限制访问有关

委员会成员的信息。需要大力推广电子版的大会指南。 

标准制订委员会 

■ 2015 年的经验显示，标准制订委员会能够在两周会期内完成其工作，与以往一

样，有着同样的时间(9天)、排序、委员会和小组会议的次数。 

■ 在委员会开展实质性讨论之前以及根据大多数标准制订讨论的惯例，三方小组

会议应该都有半天的会期(上午或下午)。 

■ 在不推迟第一批修正案提交时间的情况下，标准制订委员会应在讨论修正案之

前召开半天的一般性讨论会——包括初步声明。 

■ 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文书草案在内的标准制订委员会纸质报告应在大会全会

通过该文书之前的一天，尽早地以临时记录的形式印制出来。 

■ 然而，在标准制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对拟议文书进行审议之后，文书的定稿工

作与及时印发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国际劳工标准的审定过程将需要予以进一

步审议，这是因为 2015 年 6 月，大会起草委员会根据两周会期的安排，在大会

最后投票表决之前没能对文书进行充分的审议。鉴于在下一届大会(2016 年 6 月)

没有需要经过正常程序加以审定的文书，因此将在稍后提交有关这方面的进一

步建议。 

非标准制订委员会(一般性/周期性讨论) 

■ 《大会议事规则》没有关于非标准制订讨论的工作方法的规定。根据现行惯例，

一般性和周期性讨论工作方案的基础是自动将每个委员会的时间同等分成四个

主要部分：(1)委员会全会上的一般性讨论(三天)；(2)起草小组(两天)；(3) 提交

修正案(一天)；和(4) 委员会全会讨论修正案(两天)。当然，委员会自己可以随

时对该安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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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以往运行工作组的讨论中，已就以下几个方面发表了看法： 

■ 要根据讨论会各自的任务特点对周期性讨论和一般性讨论加以区别； 

■ 要改善非标准讨论的结构及其工作方法； 

■ 要尽早(提前一年)启动有关报告和主要议题的三方磋商进程，也要将三方磋商

会的日期尽早通知各方； 

■ 要确保那些激发辩论的问题(讨论要点)是以政策和行动为导向，并着力于寻找

对策； 

■ 要通过精心准备确保非标准制订讨论聚焦于实质问题； 

■ 要保证成果文件(通常为结论)是以政策和行动为导向。 

■ 要确保劳工局起草尽量简短的初步结论(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原始结论草案)。 

6. 从运行工作组以往的讨论中及从 2015 年 6 月非标准讨论的实践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对所有周期性和一般性讨论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2)一旦就预期成果的性

质和范畴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应该确定其讨论的方式；(3) 这些讨论的前期准备工

作应该包括就报告的内容、预期成果及讨论要点等问题召开非正式三方磋商会。 

未来的方向 

7. 有鉴于 2016 年大会的议程，在未来的改革中要牢记以下因素。  

8. 大会第 105届会议(2016年 6 月)的议程包括两项非标准制订讨论议题： 

(a) 由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2008 年)的影响评

估工作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此次讨论的方式将在就此次评估的范围和预期成

果进行广泛的三方磋商之后予以确定。对该问题的有关讨论已包括在即将提交

给本届理事会的、关于此次评估筹备工作的文件之中。1
 

(b) 有关全球供应链中体面劳动的一般性讨论的筹备工作已经启动，首先与三方成

员的三个组进行了非正式的磋商。应理事会的要求，已提出富有创意的讨论程

序，以优化协商进程并且使三方成员就即将提交给大会委员会的报告的预期结

构及讨论的初步要点发表意见。 2
 

 

1
 理事会文件：GB.325/INS/3。 

2
 理事会文件：GB.320/INS/2，第 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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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筹备工作 

9. 考虑到 2016 年 6 月非标准制订讨论议题的特殊性，有关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将采取不同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未来可用于周期性或一般性讨论活动的筹备工作之

中。 

10. 依照主题性质和可用时间，未来的大会会议可探索采取以下措施，以便让三方成员

三个组能参与筹备工作。 

■ 劳工局可在讨论开始之前，至少提前一年向各成员国下发一份简化版的调查问

卷，以便就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在讨论要点和成果文件中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收集

其反馈意见；或 

■ 劳工局可在讨论之前，至少提前一年向各成员国提出若干重大的主题，以便就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主要问题征求三方成员三个组的看法，即在他们看来，这些

问题是否应该成为讨论的基础并且为成果文件提供框架。 

■ 三方成员对问卷的答复或反馈意见将被纳入报告之中，也有可能上传至该委员

会的网页。这些意见将使劳工局能够对提交给委员会讨论的初步要点进行提炼

和完善。讨论要点将反映三方成员的主要关切、期望值和优先重点，并将为一

般性讨论奠定坚实基础。 

(b) 会间工作 

11. 为了确保(1) 一般性讨论有序展开并聚焦于讨论要点；及(2) 通过更加明确一般性讨

论的主题和改进沟通渠道等方式让所有委员会成员充分参与有关结论的讨论工作，

可对以下愿景进行探讨。 

■ 三方成员的初步反馈意见应为一般性讨论提供一个框架。它们将使一般性讨论

更为有序展开并聚焦于讨论要点。通过组织讨论，委员会成员和秘书处能够在

每次会议结束后对将在成果文件中反映的讨论内容有更清晰的理解。若有必要

和有可能的话，那么会议主席或秘书长代表在每次会议结束后可就讨论的内容

进行归纳总结。  

■ 劳工局可遵循最近的做法，在每天的一般性讨论结束后与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

一次简短的非正式见面会，以确定当天讨论的主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劳工局

原始文本中应予以保留。 

■ 与以往的大会一样，一般性讨论将于星期一下午开始，并于星期四中午或下午结

束。然后，秘书处将在有关负责人的指导下就成果文件(初步结论)的原稿进行

说明，该成果文件将由三方起草小组在星期六和，如有必要，在星期日进行讨

论。2015 年，起草小组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均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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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委员会届时已完成其任务，星期五可以安排一个小组讨论会，以交流各地

区或次区域及各国的经验。若有这样的请求，那么劳工局也可以在会上介绍与

讨论议题相关的一些特殊项目。当天，委员会秘书处可以完成初步结论的终稿

工作，并将于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上午将结论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版提交给

三方起草小组并散发给起草小组成员。  

■ 起草小组应尽可能在星期日中午之前完成其工作，这样使劳工局能够在当天完

成结论草案的翻译工作。星期一上午，将向各三方小组散发成果文件草案并上

传至委员会的网页。 

■ 第二周(星期一至星期三下午)，委员会可以从若干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这要

取决于起草委员会所达成共识的程度，其中包括： 

(1) 通过修正案的常规程序，其中星期一上午将举行小组会议和星期一下午提

交修正案；或  

(2) 星期一，委员会全会恢复工作，其中在临近中午时举行一次全会，雇主和

工人副主席以及起草小组的政府成员(或一位政府发言人)届时将介绍起草

小组经三方讨论达成的文本草案，就如何在拟议文本上达成共识进行说明，

这样做将帮助那些没有参与起草工作的委员会成员更好地了解文本产生的

过程。此后，若仍有需要，委员会的成员还有机会在下午就结论草案提交

正式的修正案。 

■ 在剩余的两天内(从星期二上午到星期三下午——四次会议)，委员会将要么讨

论所受理的修正案，要么逐段讨论拟议文本；若委员会负责人作出相关决定，

那委员会仍有可能在星期二晚上再次召集起草小组会议，对相互冲突的修正案

再一次进行审议，并就第二天提交给大会全会的共识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也将

对该文本进行再次修订。  

12. 提出上述建议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对其他工作方法的思考，从而认识到每次讨论

都会碰到各种挑战，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c) 有关《议事规则》的拟议中止条款和修正案 

13. 劳工局将向理事会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 3 月)提交一系列有关《大会议事规则》的

拟议中止条款，这是继续实施两周会期制的前提条件，也是根据工作组和理事会意

见对此作进一步调整的前提条件。劳工局已准备对《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一次更为

全面的评估，其目的在于确定必要的改革，以实现两周会期制的正规化并就《议事

规则》提出其他可能的改进和更新之处。若理事会就此作出决定，那么可将有关

《议事规则》的正式修正案提交给 2016 年 11 月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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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 

14. 根据对 2015年 6月两周会期制试行情况的讨论以及未来大会实施可能的改进

措施的讨论，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大会运行工作组向理事会提议： 

(a) 为未来国际劳工大会确立两周会期制； 

(b) 要求劳工局为理事会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 3 月)起草一份大会第 105 届

会议(2016年 6月)基于两周会期制的详细工作方案； 

(c) 要求劳工局对《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以便向其第 328

届会议(2016年 11月)提交有关《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的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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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国际劳工大会第 105 届会议的议程 

常设议题 

I. 理事会主席和局长报告 

II. 计划预算及其他事项 

III. 关于公约和建议书的实施情况和报告 

由大会或理事会列入议程的议题 

IV. 全球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一般性讨论) 

V. 面向和平、安全和灾难平复的体面劳动：修订《1944 年(从战争到和平过渡期间)

就业建议书》(第 71 号) (标准制订，两次讨论) 

VI.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2008 年)的影响评估 

VII. 海事事项： 

■ 批准对《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守则》的修正案 
3
 

■ 关于《2003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定)(第 185号)附件的修正案 
4
 

 

 

3
 如果拟议修正案由特别三方委员会于 2016 年 2 月在其会议上予以通过。该特别三方委员会

是根据《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三条款而成立的。 

4
 如果拟议修正案由特别三方海事委员会于 2016 年 2 月在其会议上予以通过。该特别三方海

事委员会是为了修订《2003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第 185 号)而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