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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日内瓦 

 

机构部分 INS 
  
日期：2021 年 10 月 14 日 

原文：英文  

第六项议程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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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通过的修订后路线图，本文件讨论了与进程相关的问题和国际劳工
大会决定的可能形式，包括将一个技术议题列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议程(见决定草案：第 52 段)。 

相关战略目标：社会保护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目标 7：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和有效的劳动保护。产出 7.2：提高成员国确保安全和
健康工作条件的能力。 

政策影响：对 2022 年或以后大会议程的影响。 

法律影响：拟议修正《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或通过一项新的劳工大会
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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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影响：无。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和指导，编写一份成果文件，供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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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文件 GB.337/PV、GB.337/INS/3/2、GB.341/PV 和 GB.341/INS/6。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086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2434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228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97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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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2019 年)通过了《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百年宣
言》)，其中除其他外，庄严宣布，“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对体面劳动十分重要”。 1 
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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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事会在第 337 届会议(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上，批准了一份“路线图作为规划工具，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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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该路线图可由理事会根据取得的进展进行审查和修改”。 3  

 由于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被取消，第 340 届虚拟会议(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议程
缩减， 4 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恢复了对这一事项的审议，其中批准了一份经
修订的程序路线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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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和
权利框架，并要求总干事在为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编写文件时考虑其讨论过程中
所提供的指导意见。 5 

 理事会最近的讨论表明，既存在若干共同点，但也有几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第一，
似乎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共识，即考虑到《百年宣言》及其所附决议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
(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劳动世界的影响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应在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
上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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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讨
论证实，从程序上说，大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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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权利框架只有两个具体选择： 6 要么修正《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
言》(《1998 年宣言》)，要么另外通过一项单独的独立宣言，并可能辅之以其自身的后续
机制。第三，对《1998 年宣言》的修正得到了大多数发言者的支持。 7 几位发言者提到
有必要继续讨论所有备选方案， 8 有一个三方成员组要求提供关于通过一项单独宣言的进
一步细节。 9 第四，从实质性的角度看，若干讨论表明，承认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是一
项基本原则，应同时体现《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规定的“保护”层面和相关职业安全与
卫生文书中规定的“预防”层面。第五，似乎存在广泛的共识，即对《1998 年宣言》进
行可能的修正或通过一项单独的宣言，应独立于将一项或多项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确定为

 

1《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第 II 节 D 段。 
2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决议，第 1 段。 
3 理事会文件 GB.337/PV，第 116 段。 
4 理事会文件 GB.340/INS/4 仅作为参考文件发布。 
5 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98 段。 
6 见总干事代表的声明，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91 段。 
7 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69 段、175 段、178 段、180 段、187 段和第 189 段。 
8 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77 段、188 段和第 190 段。 
9 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83 段。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714054/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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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5711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22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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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核心或基本公约一部分的进程。最后，有与会者强烈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要将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应提高劳工组
织满足成员国技术援助需求的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共同点，但一个三方成员组认为，就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制定一类可能的
基本原则和工作权利还为时过早，因此应提出替代建议，供在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
内审议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之用。 10 该成员组认为，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不同于职
业安全与卫生；前者必须由各成员国通过立法加以处理，并得到雇主的保障，而后者则是
全体三方成员之间的共同责任，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地采取的行动。 11 鉴此，有关
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的公约可能会作为优先公约获得承认。 

 根据修订后的程序路线图，本文件讨论了与进程有关的问题和大会决定的可能形式，包括
将一个技术议题列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的议程。 

 劳工大会决定的可能形式 

修正《1998 年宣言》或通过一项单独宣言 

 如前所述， 12 劳工大会关于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原则和权利
框架的决定应当采取决议的形式，该决议可以修正《1998 年宣言》，也可以采取一项单
独宣言的形式(该术语通常用于作出正式和权威的声明，重申成员国对某些原则和价值的
重视)。然而，这种大会决议的形式和范围可能有所不同。更具体地说，根据理事会列入
议程项目的确切措辞，大会可能仅限于修正《1998 年宣言》的第 2 段，增加一类基本权
利，或者通过一项新的单独宣言，专门讨论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作为工人的一项基本权
利。在决定吁请大会遵循以下两条途径中的某一条时，理事会不妨注重以下考虑。 

 关于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8 年宣言》的可能修正，忆及通过该宣言的目的是通过国
际劳工大会的一项庄严声明，表达国际劳工组织所有成员国对《章程》所体现的工作中基
本原则和权利及其普遍适用的承诺，同时明确承认国际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就某些基本工
人权利的特殊意义达成的共识。 

 在这方面，通过一项对《1998 年宣言》的修正案，以便将保障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作
为第五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将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承认所有成员国作为本组织的成
员，有义务按照《章程》，一本诚意尊重、促进和实现与职业安全与卫生有关的各项公约
所载的基本权利的原则。 

 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其他基本权利并列在一起，将与现有的四类基本原则和
权利拥有相同的章程基础；对《1998 年宣言》的拟议修正案局限于将《劳工组织章程》

 
10 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67-168 段。 
11 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196 段。 
12 理事会文件 GB.341/INS/6，第 17-20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98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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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已明确反映的另一项核心承诺和价值加以具体化。换言之，保障工人的安全和健康
具有明确坚实的章程基础(因为该《章程》的序言和《费城宣言》均明确提到保护工人免
受疾病和伤害，以及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提供充分的保护)，因此各成员国有义务从其成
员身份角度出发，尊重作为一项或多项公约主题的基本权利的若干原则，而前述公约最终
将作为职业安全与卫生领域的基本公约获得承认。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修正案性质上只是宣示性的，而非构成性的。正如在通过《1998
年宣言》时强调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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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此外，通过直接类比《1998 年宣言》对当前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法律影响，重申国
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固有的尊重、促进和实现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的义务将包括两个不可分
割的方面：一方面是所有成员国的承诺——无论是否批准任何相关的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
——促进对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原则的尊重，另一方面是本组织有责任通过其各种行动手
段，包括技术合作，帮助成员国。 14 

 总而言之，拟议的修正案将完全符合《1998 年宣言》的基本方针和理由；它不会改变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宣言》的性质，而只是以非常有限和具体的方式补充其内容。  

 人们似乎普遍认为，通过一项对《1998 年宣言》有限的修正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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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和干预较少的方式。这将对
《1998 年宣言》及其后续措施的现有文本做出程度最小的修改，即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条件作为《1998 年宣言》第 2 段下一个新的(e)分段列入，并对后续措施进行两项相应修
正，将两处提及的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类别(第二章 A 节第 2 段和第三章 A 节第 1 段)中
的“四”字改为“五”字。 

 工作中的所有基本原则和权利都将纳入这一单一文书，从而保持经修正的《1998 年宣言》
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共鸣性。它还将增强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之间在法律上的确定性
和一致性，这些原则和权利在劳工组织内外都应享有同等地位和知名度。它将突出安全和
健康的工作条件与当前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五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
权利也将具有其身后《1998 年宣言》的份量和影响力。最重要的是，第五类的后续推进
机制，与目前适用于现有四类的后续推进机制相同。 

 修正《1998 年宣言》的一份决议草案载于附录。它具体说明了如果保留这一选择，大会
可能作出的决定类型，当然，这并不影响理事会 2022 年 3 月对一份文件草案内容的审议。 

 如果大会被赋予起草和通过一份单独宣言的责任，那么其性质、范围和目标就必须加以澄
清。新的宣言可以与修正目前《1998 年宣言》的声明具有相同、相似或不同的内容。这
将取决于理事会在本届会议上的优先选择和指导意见，以及劳工大会审议期间的起草结果。

 
13 劳工组织，审议一份可能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基本权利的原则宣言及其适当的后续机制，报告七，国际劳工大会第
86 届会议，1998 年，第 10 页。  
14 理事会文件 GB.270/3/1，第 11 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1998/98B09_94_chin.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70/GB.270_3_1_ch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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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机制也是如此；起草者可以决定，《1998 年宣言》下的现有机制应比照适用，但他
们也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监测或报告安排。 

 如果起草者的意图是将职业安全与卫生与现有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区分开来，而不一定是要
对它们的地位加以区分，那么起草一份专门关注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的新宣言是恰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份单独的文书可以提出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提升为一项基本原则和
权利的理由和目标，而不是将其纳入《1998 年宣言》。它还可以根据成员国在保护和预
防措施以及保障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所需的持续改进方面的具体需要，制定某种“定制”
的后续机制。可以说，一份单独的宣言比仅仅在《1998 年宣言》的一个分段中增加安全
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更能彰显其地位。 

 归根结底，理事会需要决定，一份不可避免地将现有基本原则和权利与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条件区分开来的单独宣言，是否会提升或损害本组织内外目前已知的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系统清晰度和完整性。 

若干相应的修正 

 无论理事会保留哪种选择，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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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对《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
(《社会正义宣言》)和《2009 年全球就业契约》作出某些相应修正。这些修正只是为了更
新对《1998 年宣言》的任何引用，以反映对新的第五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认可，
而不会影响这两项文书的实质性内容。顺便提一下，理事会于 1977 年通过的《关于多国
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也要作出类似的修正。 

 相应的修正可以纳入大会关于修正《1998 年宣言》第 2 段的决议中，或者在一份单独的
决议中列出，附在一份关于安全和健康工作条件的新的单独宣言之后。 

 至于国际劳工公约中对四类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引用(例如，《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第 5 条、《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第 3 条或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
工公约》第三条)，这将需要通过一项类似于《1946 年最后条款修订公约》(第 80 号)或
《1961 年最后条款修订公约》(第 116 号)的具体公约，对有关文书进行正式的部分修订。
一旦这项“修订”中的公约生效，批准任何有关公约的成员国将受修订后的公约约束。此
外，批准该项修订中的公约将意味着承认，自修订中的公约生效起，原有的工作中基本原
则和权利清单已经扩大。 

 因此，大会决议可请理事会和总干事采取适当行动，以便将有关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被
纳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情况，适当反映在那些迄今通过的明确提到目
前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公约和建议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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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大会决定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效力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一项可能的大会决定对在本组织以外通过的文书的法律效力如
何，特别是经修正的《1998 年宣言》或一份单独宣言对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协定(即自
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的可能影响如何。 15 

 大约 65%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提到《1998 年宣言》，9%的自由贸易协定提到劳工组织的
基本公约，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则提到劳工组织的其他公约、《体面劳动议程》、《社会
正义宣言》或具体的人权文书。劳工条款的规范性内容各不相同，从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
务到理想的政治承诺不等。最常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承诺通过法律、法规和劳
工标准或确保其有效实施；重申其作为劳工组织成员的义务；致力于提高公众对劳动法的
认识、透明度和与公众的沟通；誓言提供诉诸法庭的途径或其他程序性保障，以维护劳动
法律和劳工标准。 16 

 大会在讨论通过《1998 年宣言》的过程中，对其法律效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正
如当时所说，“正如它没有为成员国创造任何新的宪法义务一样，[该宣言]也没有免除它
们在国际法下可能承担的任何法律义务。这尤其适用于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可能加入的其
他多边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它们只能根据这些条约或组成章程规定的条件，或根据《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一般条件放弃这些义务。很明显，鉴于《宣言》甚至
不是一项条约，它不会为减损这些条约本身提供任何法律依据。它也不允许国际劳工组织
就不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事项颁发任何形式的指示。” 17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通常采取以下三种形式之一。第一，有的劳工条款提到
《1998 年宣言》，并列举了其中四类基本权利。 18 第二，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
的条款笼统提到核心劳工标准，但没有明确提到《1998 年宣言》。 19 第三，在其他情况
下，自由贸易协定包含的条款明确提到职业安全与卫生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 20 

 
15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包括任何涉及劳工权利或最低工作条件的劳工标准以及促进遵守
这些标准的机制，包括协商机构或合作活动框架。 
16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劳工组织《贸易和投资安排中劳工条款评估手册》(2017 年)和《七国集团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
款：比较视角》(2019 年)。  
17 劳工组织，“审议一份可能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基本权利的原则宣言”，第 20 页。 
18 例如，2009 年 2 月 1 日生效的《美国与秘鲁贸易促进协定》第 17.2.1 条规定：“缔约方应在其法规和条例中，以
及在其实践中，采用并保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1998 年)(劳工组织《宣
言》)中所述的下列权利：(a) 结社自由；(b) 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c)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制或强迫劳动；(d) 有效废除
童工劳动，并为本协议之目的，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e) 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另见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日本与英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 16.3.2 条，以及 2011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欧盟与大韩民国自由贸
易协定》第 13.4.3 条。 
19 例如，2000 年《非加太国家与欧共体伙伴关系协定》(《科托努协定》)第 50 条规定：“缔约方重申其对国际劳工
组织(劳工组织)相关公约规定的国际公认的核心劳工标准的承诺。”另见《英国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和莫桑比克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2019 年)附件七第 13 条。1999 年《美国与加纳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的序言中也有类似的提法。 
20 例如，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美国与阿曼自由贸易协定》第 16.1 条规定，“各方重申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1998 年)的承诺”，“缔约方应努力确保[…]第 16.7 条规定的国际公
认的劳工权利受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根据第 16.7 条，这些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除其他外，包括“在最低工资、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6470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922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9226.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uploads/agreements/fta/peru/asset_upload_file73_9496.pdf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11408.pdf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resource/cellar/a2fb2aa6-c85d-4223-9880-403cc5c1daa2.0022.03/DOC_1#L_2011127EN.01000601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resource/cellar/a2fb2aa6-c85d-4223-9880-403cc5c1daa2.0022.03/DOC_1#L_2011127EN.01000601
http://www.acp.int/sites/acpsec.waw.be/files/Cotonou2000.pdf
https://www.sacu.int/docs/agreements/2021/SACU-Mozambique-UK-EPA-EN.pdf
https://www.sacu.int/docs/agreements/2021/SACU-Mozambique-UK-EPA-EN.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uploads/agreements/tifa/asset_upload_file126_7726.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uploads/agreements/fta/oman/asset_upload_file901_88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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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大会决议，修正后的《1998 年宣言》或一份单独的宣言不会直接或
间接对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产生新的法律义务。其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劳工大会决议本身
不能影响本组织以外成员国谈判和缔结的贸易协定或其他国际条约的范围或内容。在贸易
协定的劳工条款中提及《1998 年宣言》或其他劳工组织文书，是这类协定签署方自由决定
的结果。因此，除非现有贸易协定缔约国就此作出决定，否则不能将修正后的宣言或一份
单独的宣言——其中包含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作为一类新的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纳入现有的贸易协定。根据公认的国际条约法原则，贸易协定的解释和适用首先是有关缔
约国的事，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关贸易协定条款可能具体授权的争端解决机构的事。 

 此外，劳工组织成员国可能支持通过一项大会决议，承认保障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是一
项基本原则，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该成员国修订其所加入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义务。
这可以比喻为投票赞成通过一项新的国际劳工公约的方式并不产生批准该公约的法律义务。 

 此外，即使大会决议呼吁成员国修改它们所加入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职业安全和卫生与其
他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一道纳入其中，从法律上讲，这也不过是一项无约束力的吁
请。 

 总而言之，最终将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国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采取步骤，使相关
的劳工条款(如果有的话)与可能的劳工大会决议保持一致，即承认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
是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权利。正如 1998 年通过的《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没有规定成员国有法律义务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当时已存在或尔后若干年缔结的劳工条
款一样，其修订也不会产生法律义务，直接或间接地修改任何此类劳工条款，以便将安全
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列为第五类基本原则。 

 在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议程中增列一项议题 

 从程序上说，预计理事会将以类似于审议《1998 年宣言》和《2008 年宣言》或 2010 年
审议《1998 年宣言》后续措施的方式，将一个具体议题列入 2022 年劳工大会议程。 21 因
此，理事会需要在本届会议上决定将第四个技术议题列入大会第 110 届(2022 年)会议议
程，同时铭记对可列入大会议程的技术议题数量并无法律限制。 22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三个先例中，大会设立了专门的技术委员会来审议文书草案，从而
确保了其制定和通过流程的充分参与性。 

 

工作时间、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可接受的工作条件”。另见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贸协定》
第 23.3.2 条。  
21 理事会文件 GB.270/PV(Rev.)，IV/1；GB.300/PV，第 18 段。 
22 应记得，在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上，理事会决定将第三个技术议题列入 2022 年大会议程，涉及体面劳动与
社会互助经济(一般性讨论)(理事会文件 GB.341/PV，第 50 段)。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Text/23%20Labor.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Text/23%20Labor.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97-27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0917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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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理事会决定拟议通过一项新的单独宣言，并辅之以本身的后续机制，则应将此事项提
交给一个特设技术委员会来处理。 

 在对《1998 年宣言》第 2 段进行有限修正的情况下，不太清楚是否有必要设立一个正式
的技术委员会，因为拟议的修正案不大可能引起漫长的实质性商判。在这种情况下，该事
项可能首先提交给总务委员会(以前英文为 Selection Committee，其组成传统上与理事
会的组成相同)。考虑到后勤保障问题，特别是以虚拟形式召开大会的情况下，理事会最
好在本届会议上提供这方面的具体指导。 

 如果理事会决定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目前《1998 年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可能
议程项目的标题可以起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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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
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第 2 段作出一处修正，并对其后续
措施、《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和《全球就业契约》
作出若干相应的修正。 

 如果理事会决定应责成大会起草一份关于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作为工作中基本原则和
权利的单独宣言，则可能议程项目的标题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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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
通过一项国际劳工组织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并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
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和《全球就业契约》作出若干相应的修正。 

 承认一项或多项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为一项或多项基本公约 

 正如先前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框
架的同时，应正式确定今后应将一项或多项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视为《1998 年宣言》意
义上的基本公约，并应切实推动其批准。 

 从法律上说，劳工大会或理事会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作出这一权威性决定。看来，
大会最早可以在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审议关于将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纳入国际劳工组
织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可能议程项目时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也将有助于澄清处理可能尚
未批准有关公约的成员国的行动的任何后续机制的范围。就理事会而言，这一决定最早可
在第 346 届会议(2022 年 11 月)上作出，作为大会所作决定的后续行动，并适当考虑到大
会讨论期间所表达的任何具体指导或意见。 

 关于相关文书，劳工大会和理事会以前的讨论提到了《2006 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
公约》(第 187 号)和《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及其《2002 年议定书》，
认为这些文书应被确认为经修正的《1998 年宣言》(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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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基本文书。有时还提到《1985 年职业卫生设施
公约》(第 161 号)。除了在理事会第 341 届会议(2021 年 3 月)上介绍的内容外，以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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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可能会有助于理事会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有关安全和健康环境的提法与劳工组织在职业
安全与卫生领域的主要公约中的章程性原则和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23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1998 年宣言》，八项基本公约和《2014 年议定书》是表达核心价
值并将其细化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公约，在本组织内外都被认为是基本公约。 

 在 2009 年关于第 155 号公约的普查中，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得出结论，第 187
号公约重申了第 155 号公约规定的政策、原则和程序，并就如何制定后一公约第 4 条所设
想的国家政策提供了进一步指导。这两项公约都强调了采用系统性方法管理职业安全与卫
生的重要性，并通过提高认识、培训、教育和宣传活动，逐步建立和维持预防性安全与卫
生文化的长期目标。专家委员会还呼吁促进批准第 155 号和第 187 号公约，因为第 155 号
公约作为绘制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蓝图，仍然具有重要性。 24 

 在 2017 年关于第 187 号公约的普查中，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认识到，促进职业
安全与卫生以及预防工伤事故和疾病是劳工组织的创始使命和《体面劳动议程》的核心要
素。其结论是，第 155 号和第 187 号公约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逐步和持续
改善以提供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的重要蓝图。 25 当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审议普查时，
该委员会回顾说，促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是劳工组织创始使命的核心内容，并认为劳工
局应就批准和实施第 187 号公约开展运动。 26 

 第 155 号和第 187 号公约的重要性在劳工组织以外得到了认可。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安全
与卫生的首要地位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和《欧洲社会宪章》第 3 条中
得到了体现。还可以参考 2008 年《职业安全卫生首尔宣言》，该宣言在 2011 年《工作
安全与健康伊斯坦布尔宣言》中得到了重申，该宣言回顾说，促进工人享有安全卫生的工
作环境的权利应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明确提到推行系统性方法，同时考虑到第 155 号
公约的原则，呼吁优先批准第 187 号公约。 

 除了哪些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可被视为《1998 年宣言》意义上的基本公约的问题外，重
要的是考虑修正后的《宣言》是否应提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权”或“安全和卫生的
工作环境权”。在这方面，建议根据规范性职业安全与卫生标准中的定义保留后一种表述。 

 首先，“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的概念似乎比“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的概念更广泛，
因为它不仅涉及工人的工作条件，而且还涉及第 155 号公约第 8 至 15 条确定的所有政策
领域，这些政策领域使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成为可能，并要求采取超越工作场所的系统
性办法，例如成员国有义务规范用于职业用途的机械、设备或物品的安全设计、制造、进

 
23 理事会文件 GB.341/INS/6，第 26-30 段。 
24 劳工组织，ILO standard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romoting a safe and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
ILC.98/III(1B)，2009 年，第 294-295 段。 
25 劳工组织，Working together to promote a safe and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ILC.106/III/1B，2017 年，第
573 段、第 579-580 段。 
26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大会第 106 届会议《临时记录第 15 号》，第一部分，2017 年，第 138 段，第 2 和第 10 小段。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previous-sessions/98thSession/ReportssubmittedtotheConference/WCMS_10348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64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86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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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转让。第 161 号公约第 1 条提到建立和保持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所必需的条件，这反
过来又将有利于对工作最适宜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第 1 条(a)款(i)项)。 

 第二，“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有赖于“国家安全和卫生文化”的发展。第 187 号公约
明确确认享有安全与卫生的工作环境的权利(第 3 条第(2)款)，这是“国家预防性安全与卫
生文化”的基础。正如第 187 号公约的筹备工作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安全文化是工作环境
的产物，包括有助于健康与安全管理的个人和群体价值观、态度、看法、能力和行为，其
发展是一个动态和渐进的过程。此外，第 187 号公约第 1 条强调，这种文化是政府、雇主
和工人积极参与确保“通过一套限定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制度保证安全与卫生的工作环
境”——这些本身就构成了工作环境中所包含的条件。“安全文化”的概念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在国际间使用，并已应用于职业安全与卫生的预防性方法，以及工作环境中有效
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的人与行为方面。 

 第三，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的前提是政府、雇主和工人共同致力于实施国家职业安全与
卫生政策，表明“公共当局、雇主、工人和其他人在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工作环境方面各
自的职能和责任”(第 187 号公约第 1 条(a)款和第 3 条，第 155 号公约第 4-7 条，第 161
号公约第 2 条)，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计划，其中包括要在事先确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的
目标、优先事项和行动手段，以及评估进展的方法(第 187 号公约第 1 条(c)款)，以及国家
职业安全与卫生体系或“为实施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和计划提供主要框架的基础设
施”(第 187 号公约第 1 条(b)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行业性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如
《2001 年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84 号)提到，通过消除、尽量减少或控制农业工
作环境中的危险，防止由工作引起的、与工作有关的或在工作中发生的事故和健康伤害，
这一定义包括农业环境中存在的多种健康决定因素。 

 关于在国家法律中的使用，一些成员国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在职业
安全与卫生立法中采用了“工作环境”一词，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加拿大、
格鲁吉亚、圭亚那、圣卢西亚和加蓬等。 27 

 还应指出的是，关于保护劳工权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8 具体规定了为所有工人，包括移
民工人，特别是移民妇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有保障的工作环境的重要性。 

 下一步准备阶段 

 根据理事会于 2021 年 3 月批准的路线图，理事会应在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上审议
一份可能的决议草案内容，供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审议，并审议为此次大会讨
论所作出的若干安排。为此，劳工局准备在必要时组织召开三方协商会，以便根据其给与
的指导和发表的意见来完善该决议草案。 

 
27 劳工组织，《职业安全与卫生促进框架》，ILC.93/IV(1)，2005 年。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93/repor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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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理事会： 

(a) 决定将下列议题列入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议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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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要求总干事根据讨论理事会 GB.343/INS/6 号文件过程中提出的指导和发表的意见，
为理事会下届会议编写一份决议草案，供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审议，并
为此组织召开若干次非正式协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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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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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框架的初步决议草案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于 2022 年召开了其第 110 届会议， 

回顾其第 86 届会议(1998 年 6 月)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
其后续措施》，它标志着实现本组织目标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回顾 2019 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以期促进以人为本构
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针以及创建一个实现本组织创始愿景的劳动世界未来，并宣布安全和健康
的工作条件是体面劳动的基础， 

企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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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提
高国际劳工组织核心价值和《体面劳动议程》的普及度和影响力的手段， 

考虑到应当采取一项有关《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
(修订版)的修正案形式， 

决定修正《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修订版)第 2 段，
在“(d)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之后增加“(e) 有效保护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并对其附件
以及附件中具体指定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和《全球就业契
约》作出若干相应的修正， 

决定上述文书今后应当称为经修正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
后续措施》(修订版)、经修正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和经修
正的《全球就业契约》， 

[宣布......公约(第...号)和......公约(第...号)必须被视为经修正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意义上的基本公约]， 

或 

[提请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期尽早在适当时机明确说明一项或多项国际劳工公约应当
被承认为经修正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意义上的基
本公约]， 

[提请理事会要求总干事采取一切适当行动，以便有关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被纳入国际劳
工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框架的情况应当在所有明确提到当前四类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国
际劳工公约和国际劳工建议书中得到适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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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附件的若干相应修正 

第二章 A 节第 2 段 

A. 目的和范围 

…… 

2. 后续措施每年涉及《宣言》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四五个领域。 

第三章 A 节第 1 段 

A. 目的和范围 

1. 本报告的目的是就前一个四年期期间注意到的四五类基本原则和权利的情况提供一幅

总的能动画面，作为评估本组织所提供援助效力的基础，并以特别旨在动员实施技术合作所需

的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技术合作行动计划的形式，确定下一个四年期的优先重点。 

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的若干相应修正 

序言部分第四段 

确信国际劳工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帮助促进并实现进步和社会正义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 

– 依靠并重申经修正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

施》(1998 年)，成员国在该《宣言》中承认诸如结社自由和有效地承认集体谈判权利、

消除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地废除童工劳动以及、消除有关就业和职业歧视以及有

效保护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这些基本权利在行使本组织的权责方面的特殊重要性； 

对《全球就业契约》的若干相应修正 

第 9 段 

9. 行动必须遵循《体面劳动议程》以及劳工组织及其三方成员在经修正的《2008 年关于

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中作出的承诺。…… 

第 14 段第(1)项 

14. 国际劳工标准为工作中的权利创造了基础并支持工作中的权利，而且有助于建立危

机时期尤为有益的一种社会对话文化。为了防止劳动条件方面不断加剧的恶化并打造复苏，承

认下列各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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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尊重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对人的尊严至关重要。它对恢复和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有必要： 

(i) 提高警惕，以实现消除和防止强迫劳动、童工劳动和工作中的歧视等形式的增加，
并有效保护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和 

(ii) 无论是在正规还是非正规经济中，将更加尊重结社自由、组织权利以及对集体谈判
权利的有效承认作为在社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时期开展对生产有促进作用的社会对
话的有利机制。 

第 28 段 

国际劳工组织承诺划拨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并与其他机构一道努力，以帮助需要此类支

持的三方成员利用《全球就业契约》。在这样做时，国际劳工组织将接受经修正的《2008 年关

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及其附属决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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