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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议程 

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 

(2019 年)工作相关的事项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

宣言》的决议的后续措施：有关将安全和健康

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建议 

 
文件的目的 

旨在建议一个程序路线图，以审议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

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见决定草案：第 23段)。 

 

相关的战略目标：社会保护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主要相关成果/跨领域政策驱动因素：成果 7：促进包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工作和工作场所的合规性。

成果 8：保护工人免于从事不可接受形式的工作。 

政策影响：对 2021 年或之后的大会议程的影响。 

法律影响：因理事会可能作出的决定而产生的影响。 

财政影响：因理事会可能作出的决定而产生的影响。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因理事会可能作出的决定而产生的后续行动。 

作者单位：政策部门及外地办事机构和伙伴关系部门各司局。 

相关文件：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决议；临时记录 6B(Rev.)；1998 年《国

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

的社会正义宣言》。 

http://www.il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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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来源 

1. 国际劳工大会在其第 108届会议(2019年)上通过了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

的未来百年宣言》的决议。该决议要求理事会“尽快审议有关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建议”。1  

2. 该决议是全体委员会有关向大会提交的拟议国际劳工组织百年成果文件第二部分第

C 节的讨论的后续。拟议案文如下：“职业安全与卫生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

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98 年)所列的那些基本原则和权利之外的另一项基本原

则和权利”。 2 鉴于在以拟议方式宣称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是工作中的一项基本

原则和权利方面仍存在若干尚未解决的法律、技术和实际层面的关切，委员会未就

拟议案文达成共识。 3 作为替代，大会宣称“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对体面劳动十

分重要”4 ，并要求理事会审议有关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

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建议。 

3. 不妨回顾国际劳工组织 1998 年《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重申的与以下

基本权利相关的原则，它们是基本公约的主题： 

(a) 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 

(b)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c) 有效废除童工劳动；以及 

(d) 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5 

程序路线图的主要背景因素  

4. 有关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权利如何产生、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

权利框架如何发展的简要概述可能有助于为理事会审议程序路线图提供参考。 

 

1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决议(2019 年 6 月 21 日通过)，国际

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第 1 段。 

2 国际劳工组织百年成果文件，报告四，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2019 年)。 

3 《临时记录 6B》(Rev.)，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届会议(2019年)，第 986、1014和 1327-1333段。 

4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第 II(D)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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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220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0223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158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21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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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

权利相关的背景因素 

5. 过去一百年以来，保护工人免于遭受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条件一直在本组织的目

标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劳工组织章程》(1919 年)的序言指出，改善“对工人因

公患病和因公负伤的保护”是“当务之急”。《费城宣言》(1944 年)确定国际劳工

组织的一项“庄严义务”是进一步“充分地保护各行业工人的生命和健康”。 6 

2006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号)规定应在所有相关层面推动和促

进“工人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权利”，以此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事项。 7 国

际劳工组织 2008 年《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在社会保护目标下纳入

了“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8 

6. 自 1919年以来，本组织在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通过了 20项公约、1项议定书和 27项

建议书，它们在标准制订工作中占很大一部分。9 在全体委员会的讨论中，一些三方

成员指出已经存在相当多的关于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公约，而其他三方成员则指出仅

有三份文书涉及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基本原则，即 1981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1985 年《职业卫生设施公约》(第 161 号)和 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

框架公约》(第 187 号)。10 迄今为止，仅有不到一半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至少批准

了这三项公约中的一项公约。在全体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及了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的

批准水平。一些三方成员指出，许多公约的批准率很低。其他三方成员则指出，批

准数量少并非不把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选定为基本公约的合理理由；他们忆及，在

通过 1998 年《宣言》时，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只得到了 68 份批准，

然而基本公约批准运动使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171 份。11 

 

6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和宗旨的宣言》《费城宣言》，III(g)。 

7 第 187 号公约，第 3(2)条。 

8 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第 IA(ii)部分。 

9 理事会认为并非所有这些文书都切合当前情况。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根据其初步工作

计划审议了 24 份文书，将 12 份文书归类为“切合当前情况”；10 份文书归类为“需采取进

一步行动，以确保其持续和未来的相关性”；两份文书归类为“已过时”。 

10 《临时记录 6B》(Rev.)，第 988和 1004段。应当指出的是，理事会在其第 307届会议(2010

年 3 月)上通过了一个旨在实现广泛批准和有效实施职业安全与卫生文书(第 155 号公约，其

2002 年议定书和第 187 号公约)的行动计划(2010-16 年)。 

11 《临时记录 6B》(Rev.)，第 988 和 1004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5221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c187_zh.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202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1539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policy/wcms_1256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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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事会有机会于 2006 年审议了职业安全与卫生所带来的安全与生产率之间的协同作

用。 12 劳工局为此次讨论所编写的报告阐述了诸如以下内容： 

(a) 职业事故和不良健康状况在各个层面所带来的明确经济影响；  

(b)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对企业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同时认识到不可能在所有情

况下都达到同等的尽可能最高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水平； 

(c) 国家竞争力与国家职业事故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8. 在国际劳工组织以外，享有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的权利在国际法上得到了承认。

《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保障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以及“公

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 13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后一个概念定义

为包括“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14 与之相似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建立在以下

原则基础上的：“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

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境各异，而分轩轾。”15 

9. 最近几届世界安全与卫生大会一再指出，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应被视为一项基本

人权。 16  

10.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一步证实，以权利为基础的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方

法得到普遍认可：具体目标 8.8 旨在“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

人，特别是女性移民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17 

 

12 理事会文件 GB.295/ESP/3。 

13《世界人权宣言》，第 3 和 23(1)条。 

1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7(b)条。 

15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序言，1946 年。 

16 见 2008 年《首尔职业安全与卫生宣言》序言及 2011 年《伊斯坦布尔职业安全与卫生宣言》

序言。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工作中安全与卫生大会未达成宣言，但是东盟劳工部

长会议声明中忆及了前两份宣言的精神并另外指出“每个工人有权享有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

境”。 

17 国际劳工组织是具体目标 8.8 下有关职业安全与卫生统计指数的监管机构：“8.8.1. 致命和

非致命工伤事故频率，按性别和移民身份分列。”其他相关具体目标包括(通过预防、治疗

及促进身心健康，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3.8 (提供金融风险保护，

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3.9 (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10380.pdf
https://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200-XXI.shtml
http://apps.who.int/gb/bd/PDF/bd47/CH/constitution-ch.pdf?ua=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51736.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events-training/events-meetings/WCMS_163671/lang--it/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events-training/events-meetings/WCMS_163671/lang--i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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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

权利框架相关的背景因素 

11. 理事会在审议有关将安全与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

利框架的建议时，还可参考在就 8 个基本公约和 1998 年宣言作出决定过程中的相关

进展情况，这些公约和宣言迄今为止一直是促进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

利的普遍框架。主要进展情况可概述如下。 

12. 大会在第 81 届会议(1994年)有关国际劳工组织 75周年及其未来方向的决议中首次指

出了 “国际劳工组织涵盖基本权利的公约(包括第 87、98、100、29、105 和 111 号

公约)的特别重要性”。理事会于 1994 年 11 月及 1995 年 3 月审议了该决议的后续行

动， 18 要求劳工局开展一项运动，促进国际劳工组织基本人权公约，即第 87、98、

100、29、105 和 111 号公约。 

13. 1995 年 3 月，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与会者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要求各国

政府提高工作和就业的质量，方法是“维护并促进尊重工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禁止

强迫劳动和童工、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男女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和消除

就业歧视，已批准国际劳工组织这些公约的国家对其予以充分执行，而未批准这些

公约的国家则考虑到其所载的原则，以实现真正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第

54 条(b)款)。1995 年 5 月 25 日，局长启动了关于批准七个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

运动：除了 1994 年决议已确定的六个公约之外，另将第 138号公约加入了清单。 

14. 1997 年 11 月，理事会决定将关于工人基本权利宣言及其适当后续措施的议题列入大

会第 86 届会议(1998 年)的议程。向理事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章程》始终承认实施

某些权利的方法可能因经济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些权利或原则对实现本

组织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该文件提及了原《章程》第 41 条中指出的具有“特别和

迫切重要性”的方法和原则，包括不应将劳动视为货品或商品的原则。该文件还指

出，“作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的日益相互依存所导致的辩论的一个结果，无论国家发

展水平如何，将某些权利视为是真正的基本权利的理由变得更加清楚。由于它们为

在考虑到有关国家的环境的情况下大力改善个人和集体的工作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手

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一个先决条件”。 19 该文件指

出，在国际劳工组织之外，亦就所涉的这些权利达成了共识。 

15. 大会在第 86 届会议(1998 年)上通过了《宣言》，它忆及了成员国在《章程》和《费

城宣言》中所载的原则和权利方面的义务，这些原则和权利“在被国际劳工组织内

 

18 理事会文件 GB.261/LILS/3/1，GB.261/5/27，GB.262/LILS/4。 

19 理事会文件 GB.270/3/1，第 13 和 16 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1/GB.261_LILS_3_1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1/GB.261_5_27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2/GB.262_LILS_4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70/gb-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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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外部承认为基本公约的公约中以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得到体现和发展”20。

《宣言》的序言概述了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在保持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联系

方面的主要扶持性作用。 

16. 在大会第 87 届会议(1999 年)上，局长在第 182 号公约获得一致通过后立即向大会通

报，他将发起批准该公约的全球运动，将其作为 1995 年发起的批准基本公约运动的

一部分。 

17. 大会在 2012 年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与权利周期性讨论的决议中重申了“工作中基

本原则和权利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其作为人权和扶持性条件的特殊意

义”。 21 

18. 理事会在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上批准了有关《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2014 年议

定书》的报告表格，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第 5 款(e)项的规定，即成员国

有义务就与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其中之一相关的未批准文书提交报告，将该

表格送交成员国。 22 

拟议路线图 

19. 拟议路线图包含时间表以及待理事会审议的问题。 

20. 三方成员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有关百年宣言的讨论中提出了以下问题：是

否应修订 1998 年宣言；若修订，应适用何种程序。 23 或者，理事会可向大会建议，

在一份单独的成果文件中宣称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权利是一项工作中的基

本原则和权利。无论如何，似须由大会决定该事项。鉴于待处理问题的广度以及就

对国际劳工组织如此关键的一个问题达成共识所需的时间，最早有可能将该议题列

入 2021 年大会的议程进行讨论。 

21. 为便于进一步审议和磋商，劳工局建议了以下程序路线图： 

 

20 1998年宣言，第 1段。如同在 1998年《宣言》的筹备工作中强调的那样，“基本权利之所

以说是基本的，并不是因为《宣言》有此阐述，而是由于它们是基本的，《宣言》才做了如

此论述”。这些权利和原则被列为是基本的，因为，如同在《社会正义宣言》中指明的那样，

它们是实现本组织所有章程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们有助于在总体上促进国际劳工标准，

而不是将其分为不同等级；见国际劳工组织：对可能的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基本权利及其适当

后续机制原则的审议，报告七第二部分，国际劳工大会，第 86 届会议，1998 年，日内瓦。 

21 结论第 5(a)和 5(b)段。 

22 理事会文件 GB.325/PV，第 64 段；GB.326/PV，第 524 段；GB.326/LILS/5。 

23 《临时记录6B》(Rev.)，国际劳工大会第108届会议(2019年)，第996、997、1003和1004段。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86/rep-vii.htm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86/rep-vii.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946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005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849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273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15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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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第 338届会议(2020年 3月)：审议实质性问题，以确定可能的基本要素；

根据全体委员会的讨论以及理事会的进一步讨论，除其他外，这些问题可能涉

及：是否能够比照现有的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采取同样方式予以承认、

促进和实现享有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的基本权利；确定相应的公约；批准率；

因承认第五类基本原则和权利而产生的影响，包括在报告安排方面的影响，这

既涉及根据《章程》第 22 条的要求提交报告，也涉及根据《章程》第 19 条的

要求，在 1998 年《宣言》的后续措施框架下提交报告； 

■ 理事会第 340 届会议( 2020 年 11 月)：审议与程序相关的问题以及大会的决定所

可能采取的形式，包括在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1 年)的议程中列入一项技术性

议题。 

■ 理事会第 341届会议(2021 年 3月)：审议将供大会第 110届会议(2021 年)审议的

可能成果文件草案的要素以及会议讨论的安排； 

■ 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1 年)：审议有关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

组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可能成果文件。 

22. 路线图不是一个固定工作计划，而是一个规划工具，理事会可根据取得的进展予以

修改。理事会还可视情况考虑在适宜时开展闭会期间磋商。理事会在就拟议路线图

提供指导时，不妨考虑到另一份文件中所提出的有关大会议程的建议。24 

决定草案 

23. 理事会决定批准理事会文件 GB.337/INS/3/2第 21段所载的程序路线图，以审议

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 

 

24 理事会文件 GB.337/INS/2。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2363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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