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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 LILS 
  
日期：2021 年 10 月 8 日 

原文：英文  

第四项议程 

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设立的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第一部分，2021 年 4 月 19 日 
至 23 日)的报告 
根据《三方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 
向理事会提交的主席报告 

 
根据《三方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要求，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一部分，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的主席就公约的实施情况提交报告。提请理事会：关注此份报告；任命三方专门委员会主席，任期三
年；批准设立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以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就有
关 39 项海事劳工文书(包括这些文书的分类、可能的撤销或废除以及实际后续行动)的建议作出决定(见决定
草案：第 15 段)。 

相关战略目标：制定并促进标准和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以及加强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 

政策影响：理事会就三方专门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作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 

法律影响：可能撤销 17 项国际劳工建议书、4 项国际劳工公约和 1 项议定书，以及可能废除 14 项国际劳工
公约。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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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影响：与三方专门委员会建议的三方专家会议及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相关的财
务安排。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根据理事会所作的任何决定，就撤销和废除程序开展后续行动。 

作者单位：国际劳工标准司(NORMES)和行业政策司(SECTOR)。 

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26/LILS/3/2、GB.334/LILS/2(Rev.)、GB.334/INS/2/1、GB.342/INS/8/1 和
GB.343/INS/2。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915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57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669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2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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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在第 340 届会议(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决定，理事会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
海事劳工公约》 1 第十三条设立的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分两部分举行。第一部分
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以虚拟形式(在线)举行。495 名与会者远程出席了会议。第
二部分原则上将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在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总部举行
(视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情况而定)，以审议对《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守则》的任何修正建议。 

 根据《三方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的规定，委员会主席应向理事会报告“公约的
执行情况。报告可包括就需要采取的行动向理事会提出的建议，以确保公约得到有效、高
效，并在合适的限度内，全面的实施。” 2 

 尽管会议的虚拟性质带来了挑战，三方专门委员会仍以有效方式处理了议程上的所有事项。
正如会议最后报告所反映的那样，它通过建设性的高级别三方讨论就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
主席的报告重点介绍了会议在每项议题上取得的成果，以及截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已开展
的后续行动。 

 1. 就《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实施情况进行的 
相关信息交流 

 就与实际实施《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有关的若干事项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信息交流，其
中重点特别是放在会议议程上所列的主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对新冠肺炎与海事劳工问
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在结束讨论时，主席注意到，讨论着重指出了需要指定海员为关键工
人，并进一步澄清和执行关于船上最长服务期限的规则。讨论还涉及如何改进国际合作，
特别是在应对危机方面，以及设立一支国际工作队的可能性。另外讨论了需要明确包括疫
苗接种在内的岸上医疗服务所涵盖的内容。船东代表和海员代表提出了对未能履行公约义
务的政府实行制裁的可能性，并提到有必要改善履约情况，例如通过更好地利用实施公约
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和评论。还有代表呼吁进一步澄清在哪些情况下允许对公约规
定实行豁免，以及适用于此类豁免的限制。 3 

 关于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提出的为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而设立一个海事组
织-劳工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的请求，三方专门委员会审议了由海事组织秘书处提交的一

 

1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生效，截至 2021 年 8 月 4 日，已有 98 个成员国批准该公约，占世
界船舶总吨位的 91%以上。 
2 在此忆及，在向本届会议提交三方专门委员会主席报告之时，委员会通过的两项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决议已提交至
第 342 届会议(2021 年 6 月)。见下文第 13 段和第 14 段。 
3 见会议最后报告第 51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8394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6473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97090.pdf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1300:0::NO::P11300_INSTRUMENT_ID:31233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970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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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文件。主席注意到该提案得到了普遍支持，同时总结指出，需要对该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进一步加以明确，包括报告事宜，以及是通过三方专门委员会还是直接向理事会进行报告。
会议商定，为了起草一项关于建议设立海事组织-劳工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并确立这一新
设机构的明确职权范围的决议，劳工局将与海事组织秘书处联络，并与三方专门委员会负
责人密切协商，在其全面指导下拟定一份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一经劳工组织秘书处和海
事组织秘书处最后确定，并经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一致批准，即分发给三方专门委员会
成员，供其以通信方式予以可能的通过。若以通信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将纳入提交国际
劳工局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主席报告，若提案无法及时
商定，从而在 10 月至 11 月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则将提交至理事会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 4 在与海事组织秘书处交换意见后，经与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密切协商并在其全
面指导下，拟定了一份决议草案，以确立劳工组织-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向参加 4 月会议的三方专门委员会成员发送了该决议草案，供其以通信方式予以通过。在
要求的截止日期前，34 国政府作出了答复。其中，33 国政府表示赞成。一国政府表示反
对，但未阻止达成共识。通过三方专门委员会船东组和海员组各自的秘书处与其进行了协
商，两组均对提案表示赞成。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详见附录一。 

 关于海员的工时和休息时间问题，世界海事大学校长介绍了一项关于海运业工时和休息时
间记录的研究。主席在结束讨论时注意到，各方认识到解决疲劳问题难度很大。政府代表
指出了执行规则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豁免或放宽适用规则方面的各种复杂可能性。对报
告的某些结论，各方意见分歧很大，一些政府代表和海员组表示支持，而船东组则表示反
对。有建议指出，更多地使用电子方式记录工时和休息时间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讨论可
以为进一步探讨改进现行规则实施情况的可能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5 

 关于《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电子文件的使用问题，主席注意到，讨论着重指出了国
际标准和协调一致的必要性，特别是根据海事组织《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的规定和相
关准则。尽管普遍认为存在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有代表对个人数据的安全性表示关切。与
会者还承认，尽管推行数字化，但港口国和船旗国仍有必要进行实物检查，以确保与海员
生活和工作条件有关的要求得以落实。需要强调的是，《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中似乎
没有任何规定禁止使用电子文件或推行数字化。 6 

 2. 审议与海事有关的国际劳工标准 

 在此忆及，2016 年 2 月，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将 68 项国际海事劳工文书的审议工作
转交至三方专门委员会。理事会第 326 届会议(2016 年 3 月)核可了这项决定。鉴于有待审
议的公约和建议书数量众多，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决定将这些公约和建议书按专题归纳，

 
4 见会议最后报告。 
5 见会议最后报告。 
6 见会议最后报告。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7885.pdf
https://www.wmu.se/scholarly-books/a-culture-of-adjustment-evaluat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current-maritime-regulatory-framework-on-rest-and-work-hour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915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62279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9709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9709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970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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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两个阶段进行审议。2018 年三方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第一组共 34 项文书。 7 
第二组共 34 项文书提交至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因此，在第四次会议第一部分期间，三方专门委员会基于劳工局编写的一系列技术说明审
查了 34 项国际海事劳工文书。此外，三方专门委员会再次审议了 2018 年审查的 5 项公
约。委员会就其分类和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提出了相应建议，这些建议的摘要载于附录二
中的表格。下文第 16 段列出了就此拟定的若干决定草案，请理事会予以审议。 

 3. 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人 

 根据《议事规则》第 6 条第 2 款，委员会政府成员决定向理事会提名马丁·马瑞尼(Martin 
Marini)先生(新加坡)于 2021-2024 年担任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 

 根据《议事规则》第 6 条第 3 款，委员会任命以下代表于同期担任委员会副主席： 

• 浦野康弘(Yasuhiro Urano)先生(政府代表，日本)； 

• 德克·马克思·约翰(Dirk Max Johns)先生(船东代表，德国)； 

• 马克·迪金森(Mark Dickinson)先生(船员代表，联合王国)。 

 三方专门委员会一致同意向理事会建议，新任命的负责人的任期应破例在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第二部分结束后开始。因此，现任负责人的任期将相应延长。 

 4. 若干决议 

 三方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两项决议，涉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施和实际适用《2006 年海
事劳工公约》以及为海员接种新冠疫苗方面应采取的行动。这些决议已提交至理事会第
342 届会议(2021 年 6 月)，以便就需要劳工局立即采取行动的事项作出决定。 8 

 根据理事会的决定，总干事于 2021 年 7 月 7 日致函所有成员国，提请注意这些决定，并
鼓励各国政府在遣返海员、尽早为其接种新冠疫苗以及获得在岸医疗服务方面继续并加大
努力，以解决海事行业因疫情面临的危机，确保海员能够享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021 年 8 月 4 日，总干事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了理事会的请求。因此，决定将“新冠肺
炎对海员的影响”问题纳入定于 2021 年 10 月初举行的联合国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在
上述过程中，劳工局均转达了国际航运公会和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对各国政府为遏制新冠
病毒新变种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海事行业形势恶化所表达的关切。特别是，需要立即接受治

 
7 理事会文件 GB.334/LILS/2(Rev.)，第 16-17 段。在 2021 年 6 月的第 109 届会议上，国际劳工大会根据《海事劳工
公约》三方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废除了 8 项公约，并撤销了 8 项公约和 10 项建议书。 
8 见理事会文件 GB.342/INS/8/1 和 GB.342/Decision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8322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828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828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828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457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609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0250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134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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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却被拒绝使用在岸医疗设施的海员人数增加，以及在获得遣返或上船就业方面面临困难
的海员人数增加。 

 决定草案 

 理事会注意到三方专门委员会主席关于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一部分，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的报告，欢迎该委员会就审议 39 项国际海事劳工文书开展的工作，并决定： 

(a) 任命马丁·马瑞尼先生(新加坡)担任三方专门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2021-2024 年)； 

(b) 将第 55 号、56 号、68 号、69 号、70 号、75 号、92 号、108 号、133 号、134
号、147 号、163 号、164 号、165 号、178 号公约和《<商船(最低标准)公约>(第
147 号)的议定书》，以及第 9 号、10 号、28 号、48 号、75 号、76 号、78 号、
105 号、106 号、108 号、138 号、140 号、141 号、142 号、155 号、173 号和第
185 号建议书归类为“过时”文书，并要求劳工局就此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 

(c)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过时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即安哥拉、阿塞拜疆、
喀麦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捷克、多米尼克、埃及、赤道
几内亚、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伊拉克、以色列、
吉尔吉斯斯坦、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
鲁、摩尔多瓦共和国、塞拉利昂、索马里、塔吉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
其、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优先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d)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第 55 号、56 号、134 号、164 号和第 178 号
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即阿塞拜疆、哥斯达黎加、捷克、多米尼克、伊拉克、埃及、
几内亚、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北马其顿、秘鲁、塔吉克斯坦、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优先批准《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
(第 188 号)； 

(e)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或第 188 号公约或两者皆已批准、但非本部领
土仍受过时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即中国、法国、荷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或第 188 号公约或两者(视其情况)的适用范围扩大
到这些领土； 

(f) 于 2024 年召开为期四天的三方专家会议，旨在就《1946 年海员养恤金公约》(第 71
号)的实施情况进行知识分享，该会议将由三方各 8 名专家组成，并将作为《2024-
2025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草案》中的优先事项获得资助； 

(g) 鼓励仍受《1958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第 108 号)约束的成员国批准经修正的
《2003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本)》(第 185 号)，并为此于 2023 年召开为期四天
的三方专家会议，审查在实施和批准该公约方面仍面临的挑战，并基于三方各 8 名专
家的会议构成，决定会议费用应首先从预算第一编的节余中支出，若不可行，则从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1300:0::NO::P11300_INSTRUMENT_ID:31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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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支出，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果随后证明这仍不可行，那么总干事将在 2022-
2023 两年期后期提出替代资金筹措方案； 

(h) 鼓励已批准第 185 号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108 号公约约束的一个成员国(法
国)，将第 185 号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i) 注意到三方专门委员会关于撤销第 70 号、75 号、165 号、178 号公约和《<商船(最
低标准)公约>(第 147 号)的议定书》，以及第 9 号、10 号、28 号、48 号、75 号、
76 号、78 号、105 号、106 号、108 号、138 号、140 号、141 号、142 号、155
号、173 号和第 185 号建议书的建议，并将就此考虑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
(2023 年)议程上列入一项议题(见理事会文件 GB.343/INS/2)； 

(j) 注意到三方专门委员会关于废除第 163 号公约的建议，并将就此考虑在国际劳工大
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议程上列入一项议题(见理事会文件 GB.343/INS/2)； 

(k) 注意到三方专门委员会关于废除第 22 号、23 号、55 号、56 号、58 号、68 号、69
号、92 号、133 号、134 号、146 号、164 号和第 166 号公约的建议，并将就此考
虑在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议程上列入一项议题(见理事会文件
GB.343/INS/2)； 

(l) 根据附录一所载的决议，批准设立一个劳工组织-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由海事
组织提名的 8 国政府、8 名船东代表和 8 名海员代表组成，以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
人为因素，并决定 2022 年和 2023 年为期三天的年度会议的相关费用应首先从预算
第一编的节余中支出，若不可行，则从第二编支出，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果随后证
明这仍不可行，那么总干事将在 2022-2023 两年期后期提出替代资金筹措方案；
2024 年的会议将作为《2024-2025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草案》中的优先事项获得资助； 

(m) 要求向理事会及海事组织主管机构报告劳工组织-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的工作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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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关于为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而设立一个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组的决议 

理事会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三条设立的三方专门委员会， 

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以远程方式举行了第四次会议的第一部分会议， 

回顾《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与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之间的协定》第三条，其中允
许设立若干联合小组，以解决似适宜提交此类小组处理的任何共同关心的问题， 

回顾 2019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海员征聘和留用及促进女海员机会问
题行业会议，其中建议(i) 劳工组织加强与海事组织在船旗国和港口国管制检查以及海员征
聘和留用障碍等问题上的伙伴关系，以及(ii) 设立一个劳工组织-海事组织三方工作组，以
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特别是关于《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海员培训、
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所共同涵盖的事项， 

审议了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提交的关于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第 107 届会议和海事组织海上
安全委员会(人为因素、培训和值班分委会的上级机构)第 103 届会议的成果文件，其中人
为因素、培训和值班分委会第 7 届会议呼吁为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而设立一个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三方工作组。该工作组应： 

(i) 审议关于公平对待因涉嫌实施海上犯罪而被拘留的海员的具体建议，并就此向劳工
组织和海事组织提出相应建议； 

(ii) 为港口国和船旗国当局制定关于如何处理遗弃海员案件的实务准则，供劳工组织和
海事组织批准/通过； 

(iii) 按照指示，审议劳工组织和海事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任何其他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海运行业中的体面就业和更多就业机会；与船旗国和港口国管制检查以及海员
征聘和留用障碍有关的问题；安全配员；演习；疲劳；营运和程序安全、安保和环
境保护；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海员福利和福祉，并就此向劳工组织和海事组织提
出相应建议。 

建议理事会在第 343 届会议(2021 年 11 月)上批准设立劳工组织-海事组织联合三方工作
组，以根据附录所载的职权范围，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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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范围 

背景 

1.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查明和处理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联合三方工作组(联合三方工作组)是应
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和海上安全委员会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5 月提出的请求而
设立的。 

目的 

2. 劳工组织和海事组织(下称“双方”)应当根据本职权范围的规定或根据劳工组织理事会和
海事组织相关机构(即理事会、海上安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视情况而定)的联合授权开
展合作，就与海员问题和人为因素有关的事项酌情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或指导。 

3. 联合三方工作组应当在固定时限内、仅为所授权之目的展开工作，其职责应当始终区别于
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十三条设立的三方专门委员会的职责。 

权责 – 期限 

4. 为了实现其目的，联合三方工作组应当进行深入的技术讨论，并就以下事项提出建议和/
或草拟规定： 

(a) 尽快但不迟于 2023 年底为港口国和船旗国当局制定关于如何处理遗弃海员案件的准
则。 

(b) 在 2024 年底前提出关于公平对待因涉嫌实施海上犯罪而被拘留的海员的建议。 

(c) 劳工组织理事会和海事组织理事会可能联合授权的、且在共同商定的时间范围内处
理的议题。 

5. 除非劳工组织理事会和海事组织理事会明确决定延长联合三方工作组的期限，否则联合三
方工作组应当在 2024 年底前完成其工作。 

构成 

6. 联合三方工作组应当由 24 名成员组成。海事组织应当在适当考虑地域代表性的情况下，
任命八(8)名政府代表。劳工组织应当根据三方专门委员会船东组和海员组各自的提名，
在该委员会船东成员和海员成员中任命八(8)名船东代表和八(8)名海员代表。 

7. 对于上文第 4 段所列的各项事宜，联合三方工作组的成员可有所不同。 

8. 联合三方工作组的成员每人最多可由两名专家或顾问陪同。 

负责人 

9. 联合三方工作组应当从政府代表中选出一名主席，从三个小组中各选出一名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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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席应当负责宣布每次会议的开幕和闭幕，指导讨论，给予发言权，确定共识，将问题付
诸表决，并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 

11. 副主席应当轮流主持主席不能出席的会议或部分会议。 

观察员 

12. 联合三方工作组会议应当向观察员开放。除被任命为联合三方工作组成员的国家之外，双
方的所有成员国均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并参加辩论，但无决策权。 

13. 劳工组织或海事组织已与其建立咨商关系、就此种代表安排签有长期协议或经双方主管机
构特别邀请的正式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其他实体的代表，也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
会议。正式国际组织的代表可以参加辩论，但无决策权。 

14. 观察员应当在会议召开至少 30 天前进行登记。 

15. 主席经副主席同意，可以允许非政府组织代表就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发表或散发声明，供
会议参考。 

16. 主席经副主席批准，可以邀请一定数量的所审议题方面的技术专家参加联合三方工作组会
议。 

秘书处 

17. 劳工组织和海事组织应当设立一个联合秘书处。 

18. 秘书处应当负责拟定议程草案，分发工作文件，起草会议报告，并提供旨在便利联合三方
工作组履行其职能的任何其他服务。 

会议 

19. 联合三方工作组原则上应当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如果经双方相关机构授权
并与之协调，可以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召开额外的会议。劳工组织和海事组织都应当提前
至少两个月发出会议邀请。 

20. 一般而言，联合三方工作组会议应当轮流在海事组织和劳工组织总部举行。议程、时间和
地点应当提前充分公布。双方可以决定举行虚拟会议。 

21. 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当以通信和/或虚拟方式进行。 

22. 联合三方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和会议时间应当由双方与三方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协商安排，并
特别考虑到三方专门委员会已排定的会议。 

文件 

23. 工作文件应当由秘书处编写，并应当在会议召开至少 15 天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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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24. 联合三方工作组可以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这些议事规则应当与其职权范围相符。 

语言 

25. 联合三方工作组的会议应当以英语进行，且除最终成果文件外，所有与其工作有关的文件
都应当以英语编写。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其他语言的笔译/口译服务。 

费用 

26. 会议相关费用应当由主办方承担。 

作出决定 

27. 决定通常应当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若主席未能正式确认并宣布存在共识，则应当根据到
会的联合三方工作组成员所投票数的简单多数作出决定。 

报告 

28. 秘书处应当在每次会议结束时编写一份简要报告。该报告应当在会议闭幕后 30 天内定稿。 

后续行动 

29. 双方应当将联合三方工作组的任何成果提交各自的相关机构审议，并酌情采取可能的后续
行动。 

修订 

30. 经双方一致同意，可以对本职权范围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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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三方专门委员会关于审议国际海事劳工文书的建议摘要 

船员住宿和娱乐设施(技术说明 11)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46 年船员住宿公
约》(第 7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49 年船员住宿公约
(修订本)》(第 92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
审议； 

• 鼓励仍受第 92 号和第 133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批准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
受第 92 号和第 133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2006 年
海事劳工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1970 年船员住宿(补
充规定)公约》(第 133
号) 

过时 

《1946 年(船上船员)卧
具、餐具和其他用品建
议书》(第 7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
(空调)建议书》(第 140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70 年船员起居舱室
(防止噪音)建议书》(第
141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食品和膳食(技术说明 12)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46 年(船上船员)食
品和膳食公约》(第 6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这些文书进
行审议； 

• 鼓励仍受第 68 号和第 69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批准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
受第 68 号和第 69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2006 年海
事劳工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1946 年船上厨师证书
公约》(第 69 号) 

过时 

医疗(技术说明 13)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87 年(海员)健康保
护和医疗公约》(第 164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
审议；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72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76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7079.pdf


 GB.343/LILS/4 14 
 

•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第 164 号公约约束
的成员国优先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
公约。 

《1958 年船上药箱建议
书》(第 10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58 年海上医疗指导
建议书》(第 106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船东责任(技术说明 14)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36 年船东(对病、
伤海员)责任公约》(第
5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
审议； 

•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第 55 号公约约束的
成员国优先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以及第 188
号公约(视情况)；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
受第 55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
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健康与安全保护及事故预防(技术说明 15)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70 年(海员)防止事
故公约》(第 134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
审议； 

•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第 134 号公约约束
的成员国优先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
公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
受第 134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
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1970 年(海员)防止事
故建议书》(第 142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获得使用岸上福利设施(技术说明 16)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87 年海员福利公
约》(第 163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废除该文书进行审议； 
•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第 163 号公约约束

的成员国优先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1936 年港口海员福利
建议书》(第 4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70 年海员福利建议
书》(第 13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72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72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7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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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海员福利建议
书》(第 173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社会保障(技术说明 17)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36 年(海上)疾病保
险公约》(第 56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
审议； 

• 要求劳工局发起一项倡议，推动仍受第 56 号公约约束的
成员国优先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公
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公约、
但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56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
些领土。 

《1946 年(海员)社会保
障公约》(第 70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87 年(海员)社会保
障公约(修订本)》(第
16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20 年(海员)失业保
险建议书》(第 10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46 年海员社会保障
(协议)建议书》(第 7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46 年海员(家属医
疗)建议书》(第 76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遵守与执行(技术说明 18)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76 年商船(最低标
准)公约》(第 147 号) 

过时 • 于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该公约的情况，以
便决定是否废除或撤销该公约； 

• 鼓励仍受第 147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批准《2006 年海事
劳工公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仅非本部领土
仍受第 147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2006 年海事劳工
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1976 年商船(最低标
准)公约>的 1996 年议
定书》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 鼓励仍受第 178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批准《2006 年海事

劳工公约》和第 188 号公约。 

《1996 年(海员)劳动监
察公约》(第 17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72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72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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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国家海员法规
建议书》(第 9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26 年(海员)劳动监
察建议书》(第 2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58 年(海员)社会地
位和安全建议书》(第
108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76 年商船(改进标
准)建议书》(第 15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1996 年(海员)劳动监
察建议书》(第 185 号) 

过时 • 国际劳工大会尽快就撤销该文书进行审议。 

未经《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修订的公约(技术说明 19) 

文书 建议归类 拟议建议 

《1946 年海员养恤金公
约》(第 71 号) 

将于三方专门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 

• 召开一次三方专家会议，旨在就该公约的实施情况以及
文书未被批准的原因进行知识分享，从而确定需要开展
的行动，并于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该公约
的情况。 

《1958 年海员身份证件
公约》(第 108 号) 

过时 • 于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该公约的情况，以
便决定是否废除或撤销该公约； 

• 鼓励仍受第 108 号公约约束的成员国批准第 185 号公
约； 

• 鼓励已批准第 185 号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108 号
公约约束的成员国，将第 185 号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
这些领土； 

• 就第 185 号公约召开一次三方专家会议，从而审查在实
施和批准该公约方面仍存在的挑战，并尽快确定需要采
取的行动。 

2018 年被归类为“过时”的文书，已提交供进一步审议(技术说明 20) 

文书 拟议建议 

《1926 年海员协议条款
公约》(第 22 号)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审议； 
• 再次鼓励仍受该公约约束的国家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再次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22 号公约

约束的国家，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1926 年海员遣返公
约》(第 23 号)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这些文书进行审议； 
• 再次鼓励仍受这些公约约束的国家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再次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23 号公约

和第 166 号公约约束的国家，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
到这些领土。 

《1987 年海员遣返公约
(修订本)》(第 166 号)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81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76819.pdf


 GB.343/LILS/4 17 
 

《1936 年(海上)最低年
龄公约(修订本)》(第 58
号)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审议； 
• 鼓励仍受该公约约束的国家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58 号公约约束

的国家，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 鼓励已批准《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 (该公约明确规定最低年龄

为 14 岁)、但仍受第 58 号公约约束的国家： 

(i) 根据《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标准 A1.1 第 1 段，规定最低年龄至少为
16 岁；或 

(ii) 对于已将海事劳工最低年龄规定为 18 岁的国家，应向劳工局送交一份
声明，指出第 138 号公约第 3 条适用于海事劳工。落实第(i)项和第(ii)项
的建议将导致自动退出第 58 号公约。 

《1976 年海员带薪年休
假公约》(第 146 号) 

• 国际劳工大会第 118 届会议(2030 年)就废除该文书进行审议； 
• 鼓励仍受该公约约束的国家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 鼓励已批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但仅非本部领土仍受第 146 号公约

约束的国家，将《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这些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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