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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第 331届会议(2017 年 10月至 11月)和第 334届会议(2018 年 10月至 11月)上，国际

劳工局理事会决定将八项公约的废除和九项公约及十一项建议书的撤销问题列入国际劳工

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0 年 6 月)的议事日程。 

以下公约被列入议事日程，以便予以废除：1920年《(海难)失业赔偿公约》(第8号)、
1920 年《海员安置公约》(第 9 号)、1921 年《(海上)未成年人体检公约》(第 16 号)、1936
年《高级船员资格证书公约》(第 53 号)；1946 年《(海员)体检公约》(第 73 号)、1946 年

《一等水手证书公约》(第 74 号)、1949 年《(海员)带薪休假公约(修订)》(第 91 号)和 1976
年《(海员)连续就业公约》(第 145 号)。 

以下公约和建议书被列入议事日程，以便予以撤销：1920 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

(第 7 号)、1936 年《(海上)带薪休假公约》(第 54 号)、1936 年《(海上)工时和配员公约》

(第 57 号)、1946 年《(海员)带薪休假公约》(第 72 号)、1946 年《(海上)工资、工时和配员

公约》(第 76 号)、1949 年《(海上)工资、工时和配员公约(修订)》(第 93 号)、1958 年《(海
上)工资、工时和配员公约(修订)》(第 109 号)、1996 年《海员招募与安置公约》(第 179 号)、
1996 年《海员工时和船舶配员公约》(第 180 号)、1926 年《(船长及徒工)遣返建议书》(第
27 号)、1929 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第 31 号)、1936 年《(海上)工时和配员建议书》

(第 49 号)、1958 年《(外国船舶)海员契约建议书》(第 107 号)、1970 年《(海员)职业培训建

议书》(第 137 号)、1970 年《(技术发展)海员就业建议书》(第 139 号)、1976 年《保护未成

年海员建议书》(第 153 号)、1976 年《(海员)连续就业建议书》(第 154 号)、1987 年《海员

遣返建议书》(第 174 号)、1996 年《海员招募与安置建议书》(第 186 号)和 1996 年《海员

工资、工时和船舶配员建议书》(第 187 号)。 

基于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第三次会议(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以及根据经修正

的《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而成立的特别三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2018年 4月 23日至 27日)
提出的建议，理事会做出了上述决定。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要求特别三方委员会审议

68 项海事文书。 

这将是第三次要求国际劳工大会就国际劳工公约的可能废除问题做出决定。在《1997
年章程修正案》施行后，根据 2015 年 10 月 8 日生效的《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 条第 9
款，若一项生效公约似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或该公约不再能为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做

出有用的贡献，那么大会目前有权根据三分之二多数的原则和理事会的建议对该项公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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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废除。废除公约的能力是标准审议机制程序的一个重要工具，旨在确保本组织构建一套

强劲有力、顺应时代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 

如果大会决定废除或撤销上述公约和建议书，那么它们将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体系中

加以剔除，为此，那些批准了这些公约并仍受其约束的成员将不再有义务根据《章程》第

22 条的规定提交有关履约报告，而且可不再接受有关未履约的申诉(第 24 条)或控诉(第 26
条)。对它们而言，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将不需对这些公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同时劳

工局将采取必要步骤，保证任何国际劳工标准汇编中不再转载这些被废除或撤销的文书，

新的文书、行为准则或相似文件中不再提及这些文书。 

根据《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45 条(乙)第 2 款的规定，在一项有关废除或撤销公

约和建议书问题的议题列入大会议程时，劳工局务必在拟讨论该议题的大会开幕前的 18 个

月内，向各成员国政府递交一份简短报告和问卷调查表，要求其在 12个月内就上述废除或

撤销议题表明立场。结果是，已将报告七 A(1)发送给国际劳工组织所有成员国，并提请它

们最晚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将其答复提交至劳工局。在回顾了上述程序及大会和理事

会的有关决定后，报告概述了理事会提出废除或撤销上述文书的理由。1  

在起草本报告(报告七 A(2))之时，劳工局收到了以下 69个成员国政府的答复：阿尔及

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乍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

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

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大韩民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马里、

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缅甸、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士、泰国、多哥、突尼斯、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

布韦。 

劳工局在其邀请函中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45 条(乙)第 2 款

的规定，其中要求成员国“在确定其最后答复之前同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磋

商”。 

下列 38 个成员国政府确认，在起草答复时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进行了协商或让其

参与了起草工作：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智利、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冰

岛、日本、约旦、拉脱维亚、墨西哥、摩洛哥、缅甸、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

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

                               
1 国际劳工组织：《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报告七A(1)，国际

劳工大会，第109届会议，2021年。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65105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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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乌拉圭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外，多米尼加共和国、日本、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和乌

拉圭等五个成员国政府表示，它们已努力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协商或让其参与其中，但

在提交答复时仍未收到所有社会伙伴的意见。 

以下八个成员国直接将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的意见提交劳工局：安哥拉、加拿大、洪

都拉斯、马耳他、波兰、塞内加尔、突尼斯和津巴布韦。如果没有收到政府的答复，或者

如果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的答复与其政府的答复不同，那么相应的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的

答复将转载如下。 

本报告是在收到的答复基础上起草的，以下章节介绍了其实质内容及简短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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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的答复概述和评论 

本章节介绍了每一个问题，其中包括收到的政府答复总数与肯定、否定和其他答复的

数量，以及给予答复的政府名单。按照国家字母顺序以简洁的形式进行了解释，并辅之以

政府的答复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意见。除了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的答复与政府的不同

或没有收到特定成员国政府的任何答复情况之外，将不再重述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答复。 

I. 第 8 号、第 9 号、第 16 号、第 53 号、第 73 号、 
第 74 号、第 91 号和第 145 号公约 

1. 您是否认为上述八项公约应予以废除？ 

2.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项公约或哪几项公约

没有失去其意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目标仍在做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答复总数：68。 

肯定答复：65。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放弃对第 9 号、第 53 号、第

91号和第 145号公约发表意见的权利)、乍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

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

亚、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约旦、大韩民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马里、毛里

求斯、摩洛哥、缅甸、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

萄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苏里南、瑞士、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 

否定答复：3。冰岛(第 8号、第 9号和第 145号公约)、墨西哥(第 8号、第 9号、第 16
号和第 53 号公约)和秘鲁(第 8 号、第 9 号、第 53 号和第 73 号公约)。 

评 论 

安哥拉。安哥拉全国工会联合会：是。 

加拿大。政府放弃就非其缔约国的第 9 号、第 53 号、第 91 号和第 145 号公约发表意见的权

利。 

加拿大。加拿大工人大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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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冰岛反对废除第 8 号公约以及第 9 号和第 145 号公约，前者可能仍然适用于非本部领

土，而后两者可能仍然适用于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国家和非本部领土。 

马耳他。马耳他总工会：是。 

墨西哥。政府反对废除第 8 号、第 9号、第 16 号和第 53 号公约，并特别指出，一些国家仍然

是第 8 号、第 9 号和第 16 号公约的缔约国，因此，这些公约只有在这些国家批准了《2006 年海事

劳工公约》后才应予以废除。 

尼日尔。尼日尔工人工会联合会和雇主组织联合会：是。 

挪威。挪威总工会：总工会认为，在第 8 号、第 9 号和第 145 号公约的缔约国批准《2006 年

海事劳工公约》之前，不应废除这些公约。总工会还解释说，被废除和撤销的公约今后也应开放给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方。如果那些被废除和撤销的公约不对外开放，那么国际劳工组织的历史成

就将被埋没。因此，总工会建议国际劳工组织的官方文书汇编应将被废除和撤销的公约作为被废除

和撤销的公约等类别收入其中。 

秘鲁。政府反对废除第 8 号、第 9 号、第 53 号和第 73 号公约，因为这将导致那些尚未批准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成员国出现规范空白。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自治工会联合会：是。 

劳工局评论 

绝大多数政府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支持废除第 8 号、第 9 号、第 16 号、第 53 号、

第 73 号、第 74 号、第 91 号和第 145 号公约。除三个成员国就为数不多的公约持有不同意

见外，答复者一致认为上述公约已经过时，应予以废除。 

II. 第 7 号、第 54 号、第 57 号、第 72 号、第 76 号、 
第 93 号、第 109 号、第 179 号和第 180 号公约 

1. 您是否认为上述九项公约应予以撤销？ 

2.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项公约或哪几项公约

没有失去其意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目标仍在做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答复总数：67。 

肯定答复：66。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放弃对第 54 号、第 57 号、第

72 号、第 76 号、第 93 号、第 109 号、第 179 号和第 180 号公约发表意见的权利)、乍得、

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尔、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大韩民国、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缅甸、新西兰、北

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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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士、泰国、多哥、突

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 

否定答复：1。丹麦(第 7 号公约)。 

评 论 

安哥拉。安哥拉全国工会联合会：是。 

加拿大。政府放弃就非其缔约国的第 54 号、第 57 号、第 72 号、第 76 号、第 93 号、第 109
号、第 179 号和第 180 号公约发表意见的权利。 

加拿大。加拿大工人大会：是。 

丹麦。政府反对在第 138 号公约对其适用之前撤销仍在格陵兰生效的第 7 号公约。 

马耳他。马耳他总工会：是。 

尼日尔。尼日尔工人工会联合会和雇主组织联合会：是。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自治工会联合会：是。 

劳工局评论 

除一国政府外，所有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支持撤销上述公约。 

III. 第 27 号、第 31 号、第 49 号、第 107 号、第 137 号、 
第 139 号、第 153 号、第 154 号、第 174 号、 

第 186 号和第 187 号建议书 

1. 您是否认为上述十一项建议书应予以撤销？ 

2.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回答“否”，请说明您认为上述文书中哪一项建议书或哪几项

建议书没有失去其意义或为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仍在做出有用的贡献及其原因所在。 

答复总数：68。 

肯定答复：67。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放弃对第 27 号建议书发表意

见的权利)、乍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洪都拉斯、

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

大韩民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缅甸、

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第 31 号和第 153 号建议书)、菲律宾、

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苏里南、瑞士、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 

否定答复：1。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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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安哥拉。安哥拉全国工会联合会：是。 

加拿大。政府放弃对第 27 号建议书发表意见的权利。 

加拿大。加拿大工人大会：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商业海员工会协会。协会不同意撤销第 107号、第 139号和第 174号
建议书。《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没有考虑到第 107 号和第 139 号建议书的规定。关于第 174 号建

议书，由于伊朗政府尚未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2014 年修正案，因此建议不予撤销。 

马耳他。马耳他总工会：是。 

墨西哥。政府反对撤销第 137 号、第 139 号、第 154 号、第 174 号、第 186 号和第 187 号建议

书，特别是因为墨西哥尚未成为《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缔约国。 

尼日尔。尼日尔工人工会联合会和雇主组织联合会：是。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自治工会联合会：是。 

劳工局评论 

除一国政府和一个工人组织外，所有答复者都同意撤销上述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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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结论 

根据《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45 条(乙)第 3 款的规定，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审议。

亦提请大会审议并通过以下提议： 

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20 年《(海难)失业赔偿公约》(第 8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20 年《海员安置公约》(第 9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3.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О二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21年《(海上)未成年人体检公约》(第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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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36 年《高级船员资格证书公约》(第 53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5.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46 年《(海员)体检公约》(第 73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6.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46 年《一等水手证书公约》(第 74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7.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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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49 年《(海员)带薪休假公约(修订)》(第 91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8.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废除 1976 年《(海员)连续就业公约》(第 145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废除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9.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20 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第 7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0.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36 年《(海上)带薪休假公约》(第 54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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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36 年《(海上)工时和配员公约》(第 57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46 年《(海员)带薪休假公约》(第 72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3.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46 年《(海上)工资、工时和配员公约》(第 76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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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49 年《(海上)工资、工时和配员公约(修订)》
(第 93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5.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58 年《(海上)工资、工时和配员公约(修订)》
(第 109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6.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96 年《海员招募与安置公约》(第 179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7.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96年《海员工时和船舶配员公约》(第 180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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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О二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26年《(船长及徒工)遣返建议书》(第 27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19.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29 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第 31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0.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О二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36年《(海上)工时和配员建议书》(第 49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 О 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58 年《(外国船舶)海员契约建议书》(第 1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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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70 年《(海员)职业培训建议书》(第 137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3.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 О 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70 年《(技术发展)海员就业建议书》(第 139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76年《保护未成年海员建议书》(第 153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5.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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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76 年《(海员)连续就业建议书》(第 154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6.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87 年《海员遣返建议书》(第 174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7.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二 О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96年《海员招募与安置建议书》(第 186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28.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20 年(5/6)月…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其第 109 届会议，并 

在对关于废除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和撤销九项国际劳工公约与十一项国际劳工建议书的

提议进行审议后， 

于二 О 二 О 年(五/六)月…日决定撤销 1996 年《海员工资、工时和船舶配员建议书》

(第 187 号)。 

国际劳工局局长须将此项撤销文书的决定告知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 

此项决定的英文和法文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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