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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议程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增编

关于撤销 1929 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
（第 31 号）的建议
1. 理事会在国际劳工大会议程的决策过程中纳入了经理事会批准的关于标准审议机制
三方工作组所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1

2. 在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提及了
其建议对大会议程的影响，强调需将此类后续行动作为机构性的优先事项。 2 在这
一背景下，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将 1929 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第 31
号）视作一个过时的标准，并因而，建议理事会审议在国际劳工大会议程中尽早列
入一项关于撤销该建议书的议题。 3

3. 在此忆及，大会在其第 85 届会议（1997 年）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授权大会废除某项已
生效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修正案，同时大会还修正了其议事规则，允许大会撤
销从未生效的公约或不再有效的公约以及建议书。根据章程第 19 条第 9 款的规定，
“若其似已失去目的或不再为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作出有用的贡献”，大会可废除或
撤销一个公约或一个建议书。废除和撤销文书需遵照同样的程序性保障，包括在诸
如大会上的所需多数、协商程序和在向大会提交的期限方面。一项关于废除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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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331/INS/2，第 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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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331/LILS/2，附件，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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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331/LILS/2，附件，第 14 段。

这份理事会文件印刷数量有限，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和程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气候中和做贡献并提高
效率。恳请出席会议的理事会成员和观察员自带文件，避免重复索取文件。所有理事会文件可在网上查阅。
网址：www.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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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的议题不需要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因为大会可决定在全会会议上审议这一议
题或将其送交总务委员会审议。

4. 废除或撤销一个国际劳工文书将导致明确消除在本组织和成员国之间因该文书而产
生的所有法律效力。被废除和撤销的文书将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体系中删除，在任
何官方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汇编（印刷版或电子版）中将不再全文登载这
些文书。仅保留其全称和序号，并指出在某年某届大会会议上作出将其废除或撤销
的决定。 4 劳工局还将停止公布关于该文书的官方信息。

5. 迄今为止，已废除了四个公约，撤销了七个公约和 36 个建议书。 5 大会第 107 届会
议（2018 年）将审议废除另外六个公约以及撤销另外三个建议书。 6

6. 关于将一项有关废除或撤销文书的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程序规定，除其它事宜外，
劳工局将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报告中应包含关于废除或撤销相关文书的所有相
关信息。 7 因为三方工作组 8 在关于标准审议机制工作组所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
已经对第 31 号建议书进行了审议，本文件的附件提供了一份关于劳工局向标准审议
机制三方工作组提交的信息的概要以及所产生的建议，该附件将作为上文提及的向
理事会提交的报告。

7. 在时间安排方面，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建议理事会审议将一项关于撤销第 31 号
建议书的议题尽早列入大会议程。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45 条（乙），劳工局需向各
国政府送交一份请其就此问题发表看法的简短报告和调查问卷，该报告和问卷应最
晚于将要讨论该议题的大会召开之前 18 个月送达。因此，这一议题最早可由大会在
第 108 届会议（2019 年 6 月）上审议。或者，若理事会决定将 2019 年百年会议专门
用于劳动世界的未来，则可决定将该议题列入第 109 届会议（2020 年）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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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271/4/2，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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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大会：临时记录第 27 号，第 88 届会议（2000 年）；临时记录第 26 号，第 90 届
会议（2002 年）；临时记录第 26 号，第 92 届会议（2004 年），临时记录第 10 号，第 106
届会议（2017 年）。
6

报告 VII(1)，废除 6 个国际劳工公约及撤销 3 个国际劳工建议书，国际劳工大会第 107 届会
议（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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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5.4.1 段和 5.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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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理事会文件 GB.331/LILS/2 和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三次会议（2017 年 9 月 25 日-29
日），技术说明 2：关于防止工业事故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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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的关于国际劳工大会议程的决定草案
8. 理事会可能希望：
(a) 在[第 108 届会议（2019 年）]/[第 109 届会议（2020 年）]的议程中列
入一项关于撤销 1929 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第 31 号）的建议；
并
(b) 就以下方面提供指导：
(i) 百年大会（2019 年）的议程；
(ii) 制订 2019 年之后的大会议程，这既涉及战略性方式，也涉及所审议
的七个题目。

GB331-INS_2(Add)_[NORME-171017-8]-Ch.docx

3

GB.331/INS/2(Add.)

附件
1929 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第 31 号）
相关文书：本建议书是一个独立建议书。该建议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已在后来通
过的文书中予以处理，这些文书体现了在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方式方面的演变，特
别包括以下文书：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2002 年《有关
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的议定书》，1985 年《职业卫生设施公约》（第 161 号）
以及 2006 年《关于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的公约》（第 187 号）以及相关联的建
议书。
评论：该建议书包含了关于防止职业事故的很多问题的详细指导方针，包括：
确保适当安全标准的法律和规章性规定；在国家层面建立可比较的职业事故数据；
以及工人的教育和培训。尽管本建议书没有使用现代的、以政策为导向的方式来防
止工业事故，它采取了现代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综合性方式。自 1979 年以来，本建议
书被分类为“其它文书”，这“包括不再完全符合当前情况，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具
有相关性的文书”。 1
建议：在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
作组建议本建议书被视作一个过时的文书，并因而，建议理事会审议在国际劳工大
会议程中尽早列入一项关于撤销该建议书的议题。另外，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
建议在开展促进和批准后来的体现了在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方式方面演变的公约的
活动时，应特别关注促进那些处理第 31 号建议书所包含原则的文书。标准审议机制
三方工作组还要求劳工局在其下一次会议上报告在计划和实施此类促进性活动时所
采取的步骤，以及其实际和预期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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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283/LILS/WP/PRS/1/2，第 55 段和附件 II，汇总表格以及理事会文件
GB.277/LILS/WP/PRS/4，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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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331/LILS/2，附件，第 13–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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