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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劳工局不印刷会前或会后出版的理事会文件。仅以有限数量印刷会议期间出版的
文件并向理事会理事分发。理事会所有文件可在以下网址查阅：www.ilo.org/gb 

理 事 会 
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日内瓦 

 
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原文：英文 
 

议 程 

 机构部分(INS) 

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1. 批准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议事录  GB.344/INS/1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2. 理事会第 344 届会议安排，包括候选人听证会及总干
事选举和任命安排 

 GB.344/INS/2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3. 国际劳工大会议程     

3.1. 未来劳工大会会议议程  GB.344/INS/3/1  供讨论 

3.2. 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安排  GB.344/INS/3/2  供讨论 

4. 审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宣言》后续措施提交的若干年度报告 

 GB.344/INS/4  供讨论 

5. 旨在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划：关于为确保法律确定
性而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建议以及关于工作计划中其他
行动的信息 

 GB.344/INS/5  供讨论 

6.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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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事项 

 GB.344/INS/6  供讨论 

7. 以人为本复苏问题全球论坛成果报告  GB.344/INS/7  供讨论 

http://www.il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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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8. 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第二阶段会议
工作相关的事项：关于不平等和劳动世界的决议的后
续措施 

 GB.344/INS/8  供讨论 

9. 关于充分、平等和民主参与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治理三
方工作组的报告 

 GB.344/INS/9  供讨论 

10. 《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行动计划(2020-2021 年)》取
得的成果、对 2016-2021 年劳工组织性别平等和主流
化工作的独立高级别评估的行动计划相关结果，以及
《性别平等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拟议纲要 

 GB.344/INS/10  供讨论 

11. 关于为确保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制订备选方案三方工
作组的报告 

 无文件  工作组会议推迟 

12. 关于国际劳工大会第 102 届会议(2013 年)和第 109 届
会议(2021 年)通过的有关缅甸问题的决议的后续措
施：总干事关于缅甸事态发展的报告，包括国际劳工
大会第 110 届会议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的信息 

 GB.344/INS/12  供讨论 

13. 孟加拉国政府关于路线图执行进展的报告，该路线图
旨在处理关于该国未遵守第 81、第 87 和第 98 号公约
的控诉中提到的各项未决问题 

 GB.344/INS/13  供讨论 

14. 评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在确保遵守调查委
员会的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据此审议为确保该国
遵守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预见的措施 

 GB.344/INS/14  供讨论 

15. 结社自由委员会报告  GB.344/INS/15  供讨论 

16. 总干事报告     

定期报告  GB.344/INS/16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16.1. 第一份补充报告：劳动监察一般原则技术指导
方针三方核准专家会议(2021 年 12 月 13 至 16
日)的报告 

 GB.344/INS/16/1  供讨论 

16.2. 第二份补充报告：提交的参考文件  GB.344/INS/16/2  供讨论 

17. 理事会负责人报告  若有   

18. 常设机构和会议的组成、议程与计划  GB.344/INS/18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https://www.ilo.org/gb/WCMS_83461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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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19. 从国际劳工组织权责的角度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GB.344/INS/19  供讨论 

参考文件     

1. 经批准的座谈会、研讨会、讲习班和类似会议  GB.344/INS/INF/1   

2.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2021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1 日，日内瓦)报告 

 GB.344/INS/INF/2   

2. 关于《1986 年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修正文书》批准状况
的最新情况 

 GB.344/INS/INF/3   

4. 关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提交的待决申
诉状况的报告 

 GB.344/INS/INF/4   

 政策制定部分(POL) 

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就业和社会保护分项 

1. 确保对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社会保护：建设更美好
未来的挑战和选择 

 GB.344/POL/1  供讨论 

社会对话分项 

2. 2021 年举行的行业会议和 2022-2023 年行业工作建议  GB.344/POL/2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3. 第五届全球消除童工劳动大会筹备工作最新情况  GB.344/POL/3  供讨论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部分(LILS) 

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法律问题分项     

1. 审议 2018 年 11 月通过的《技术会议议事规则》和《专
家会议议事规则》 

 GB.344/LILS/1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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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分项 

2. 根据《章程》第 19 条第 5(e)款和第 6(d)款的要求于
2023 年提交的关于《1978 年劳动行政管理公约》(第
150 号)和《1978 年劳动行政管理建议书》(第 158 号)
的报告的拟议表格 

 GB.344/LILS/2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3. 对标准审议机制三方工作组运行情况的第三次评估  GB.344/LILS/3  供讨论 

4.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关于延长年度会议会
期以确保分配足够时间完成工作量的建议 

 GB.344/LILS/4  供讨论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部分(PFA) 

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计划、财务和行政管理分项 

1. 国际劳工组织 2020-2021 两年期计划执行报告  GB.344/PFA/1  供讨论 

2. 根据《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17 条进行的授权  GB.344/PFA/2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3. 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常预算账户和周转基金 

 GB.344/PFA/3  供讨论 

4. 与国际劳工组织房地有关的事项     

4.1. 总部大楼改造工程的最新情况  GB.344/PFA/4/1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4.2. 国际劳工组织非洲地区局以及负责科特迪瓦、
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和多哥事务
的阿比让办事处房地的最新情况 

 GB.344/PFA/4/2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5. 国际劳工组织全组织知识和创新战略  GB.344/PFA/5  供讨论 

6. 2023 年预算分摊比额表  GB.344/PFA/6  供讨论 

7. 其他财务事项  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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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文 件  备 注 

审计和监督分项 

8.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报告  GB.344/PFA/8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9. 首席内部审计员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报告  GB.344/PFA/9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人事分项 

10. 职员工会主席声明  无文件   

11. 《职员条例》修正案  无文件   

12. 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有关的事项     

12.1. 其他国际组织对法庭管辖权的承认  无文件   

12.2. 法庭的组成  GB.344/PFA/12/2  供讨论 

13. 其他人事事项：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任命 

 GB.344/PFA/13  以通信方式 
作出决定 

参考文件     

1. 2022-2023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
的会费征收情况 

 GB.344/PFA/INF/1   

2. 《信息技术战略(2018-2021 年)》执行情况最终报告  GB.344/PFA/INF/2   

3. 外部审计计划  GB.344/PFA/INF/3   

4. 首席内部审计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后续
措施 

 GB.344/PFA/INF/4   

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职员组成和结构  GB.344/PFA/INF/5   

6. 特别支付基金董事会报告  GB.344/PFA/INF/6   

7. 联合国大会关于 2021 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的 
决定 

 GB.344/PFA/INF/7   

8. 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第 69
届会议(2021 年)报告的决定 

 GB.344/PFA/INF/8   

9. 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有关的事项：关于联合国共同
制度管辖设置审查的进度报告 

 GB.344/PFA/INF/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