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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写 

世界卫生组织文件所用缩写如下： 

 

ASEAN — 东南亚国家联盟 

FAO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IAEA —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RC —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CAO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FAD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LO  — 国际劳工组织（局） 

IMF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O  — 国际海事组织 

INCB —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IOM  — 国际移民组织  

ITU  — 国际电信联盟 

OECD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IE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PAHO — 泛美卫生组织 

UNAIDS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CTAD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P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 

UNFPA —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HCR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 

UNICEF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DO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ODC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 

UNRWA —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及工程处 

WFP — 世界粮食计划署 

WIPO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O — 世界气象组织 

WTO —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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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或地区或其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国境或边界划定的观点。凡报表标题中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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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执行委员会第一四二届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

部举行。会议记录分两卷出版。本卷包括决议和决定以及有关附件。执委会的讨论摘要

记录以及各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详细情况刊印在文件 EB142/2018/REC/2 中。参加人员和

官员的名单包含在文件 EB142/DIV./1 Rev.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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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相关内容已纳入文件 EB142/3 Rev.2，因此本文件未出。 
3 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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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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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议 

EB142.R1 任命美洲区域主任1 

执行委员会，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考虑到美洲区域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九届会议上的提名， 

1． 再次任命 Carissa Etienne 博士为美洲区域主任，任期自 2018 年 2 月 1 日始； 

2． 授权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的规定向 Carissa Etienne 博士签发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任期五年的合同。 

（2018 年 1 月 23 日第三次会议） 

EB142.R2 《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草案2， 

要求秘书处完成关于影响框架、财务估算和投资理由的未结工作，供会员国在第七

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前审议； 

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草案，并欢迎其渴望达到的“三

个十亿”目标所表达的雄心勃勃的愿景； 

                                                 
1 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3 Rev.2。 



2 执行委员会第一四二届会议 

 

 

 

 

注意到批准《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并不意味着批准文件 EB142/3 

Add.2 所载的财务估算， 

1. 批准《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 

2. 敦促会员国支持努力实现《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的愿景； 

3. 要求总干事： 

(1) 将《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作为在 2019-2023 年期间对世卫组织工作进行

计划、监测和评估的战略方向基础，并与会员国磋商，以对收入和世卫组织能

力的切实评估为基础制定规划预算； 

(2) 在实施《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期间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全球健康状况，并

通过为理事机构定期提供最新情况，随时向会员国通报实施进展情况； 

(3) 考虑到各种不同背景情况，向区域和国家办事处提供关于实施《第十三个

工作总规划》的指导和支持； 

(4) 向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报告，就可能将《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延

长到 2025 年提供信息，以便与更广泛的联合国计划周期达成一致。 

（2018 年 1 月 25 日第八次会议） 

EB142.R3 联大终止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筹备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将在 2018 年举行的联大终止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2， 

1. 要求总干事根据终止结核病莫斯科宣言（2017 年）的建议，与所有相关国际、区域

和国家伙伴密切合作，制定一个多部门问责制框架草案，促进必要的监测、报告、审查

和行动，通过独立的建设性和积极方法，加速在全球和国家范围内终止结核病的进展，

确保不丢下任何人，特别是在负担最重的国家，并独立审查这些国家取得的进展，于 2018

                                                 
1 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6。 



 决 议 和 决 定 3 

 

 

 

 

年 5 月由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并于 2018 年向联合国大会终止结核病问题高

级别会议提交，以便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2. 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如下决议草案：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关切地注意到结核病仍然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传染病杀手，2016 年造成约 130

万人死亡，另外还造成 37.4 万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死亡，包括耐药结核病在内

的疾病流行对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优先事项； 

重申以下决议：WHA67.1 号决议（2014 年），卫生大会在其中通过了 2015 年

后的结核病预防、治疗和控制全球战略和目标，后来被称为终止结核病战略；

WHA68.7 号决议（2015 年），卫生大会在其中通过了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全

球行动计划；并忆及联大第 71/3 号决议（2016 年）：“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

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忆及联大第 70/1 号决议，其中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确定了可持续

发展目标以及到 2030 年终止结核病流行的相关具体目标； 

进一步忆及 2017 年 5 月向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关于终止结核病战略

实施情况的报告1，其中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区域和国家级的行动以及投资远远

低于需要的水平，需要高水平的全球支持以及区域和国家的承诺，并注意到战略的

所有三个目标进展缓慢（减少结核病发病率，降低结核病死亡率，以及消除结核病

患者及其家庭的灾难性费用）； 

认识到，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世卫组织终止结核病战略的结

核病目标和里程碑，应当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进展]的范围内考虑到结核病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决定因素和后果，加强与治疗和预防有关的行动，并尤其重视脆弱群体，

同时考虑到国家的背景和条件； 

欢迎联大 71/159 号决议所载的决定，即在 2018 年举行一次防治结核病问题高

级别会议； 

                                                 
1 文件 A70/38，E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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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欢迎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和 17 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政府联合举办的世

卫组织第一届“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终止结核病：多部门合作”全球部长级会议，以

及由此产生的终止结核病莫斯科宣言1，其中作出承诺并呼吁采取行动，尤其涉及

在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推动结核病防治工作；确保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供应；追求科

学、研究和创新；制定多部门问责制框架；以及立即着手筹备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

议； 

注意到莫斯科宣言承诺支持制定多部门问责制框架，由世卫组织理事机构进行

审议，[以期待]2018 年联大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1. 敦促会员国2： 

(1) 支持筹备 2018 年联合国大会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包括促进高层的参

与； 

(2) 争取实施终止结核病莫斯科宣言（2017 年）要求的所有承诺，这将有助于

实现终止结核病战略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终结结核病疫情的具体目标； 

2. 呼吁所有国际、区域和国家伙伴酌情采取终止结核病莫斯科宣言（2017 年）所

要求的行动，并请那些尚未认可该宣言的伙伴也提供支持； 

3. 要求总干事： 

(1) 应要求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筹备 2018 年召开的大会终止结核病

问题高级别会议； 

(2)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一道，支持执行终止结核病莫斯科宣言，以此对联

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成功做出直接贡献，推动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莫斯

科宣言中要求世卫组织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删除通过加强卫生系统，][为

实现（删除推进）][加强卫生系统，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采取行动，包括预防

和治疗结核病；紧急支持耐多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的国家应急反应，并通过支

持实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包括所有国家针对结核病的具体行

动，应对作为公共卫生[（删除安全）]重大威胁的耐多药结核病； 

                                                 
1 可自此获得：http://www.who.int/tb/Moscow_Declaration_MinisterialConference_TB/en/。 
2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http://www.who.int/tb/Moscow_Declaration_MinisterialConference_T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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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战略和技术领导、援助、咨询和支持，并与国际机构和

所有其它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争取获得充足[、（删除和）]可持续[和灵活]

的资金供应； 

(4) 制定全球结核病研究和创新战略，同时考虑到正在开展的和新的努力，在

加强结核病研究与开发的合作与协调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并考虑尽可能利用

现有的相关研究网络和全球行动。 

（2018 年 1 月 25 日第九次会议） 

EB142.R4 应对毒蛇咬伤的负担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全球蛇咬伤负担的报告2， 

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深切关注毒蛇咬伤3每年在全世界造成约 81 000 至 138 000 名男子、妇女和儿

童死亡，而且造成的身心残疾达该数字的四至五倍； 

注意到受蛇咬伤害影响的个人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农牧社区民众，其中大部分人

的年龄在 10 至 40 岁； 

关注若干因素，包括预防、卫生工作者培训、毒蛇咬伤病例的诊断和治疗欠佳

以及可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该病的手段不足，阻碍了应对毒蛇咬伤方面的进一步

进展； 

认识到毒蛇咬伤造成过多的痛苦，但是迄今全球卫生界基本上忽视了该问题，

尽管这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卫生支出并加剧贫困； 

                                                 
1 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7。 
3 毒蛇咬伤是蛇咬之后由蛇毒注射到体内的有害作用所引起的病理学和病理生理改变所导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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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根据世卫组织被忽视的热带病问题战略技术咨询小组第十次会

议（日内瓦，2017 年 3 月 29 日和 30 日）的建议1，世卫组织已把毒蛇咬伤列为高

度重视的被忽视热带病之一2，以便对实施有效控制战略、工具和干预措施的迫切

需要作出回应； 

认识到缺乏统计数据和准确的信息，需要进一步改进毒蛇咬伤流行病学数据，

以更好地了解该病及其控制； 

意识到尽早诊断和治疗对于减少毒蛇咬伤造成的发病、残疾和死亡至关重要； 

满意地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在研究毒蛇咬伤和改善病例管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承认迫切需要在世界上毒蛇咬伤流行的所有地区改善获得安全、有效和负担得

起的治疗； 

认识到世卫组织在制定毒蛇咬伤诊断和管理以及生产、控制和管控抗蛇毒血清

方面指导方针的工作，而且必须向全世界所有地区提供这些指导方针； 

注意到毒蛇咬伤等被忽视的穷人疾病的消极影响可能阻碍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有关贫穷、饥饿、健康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 敦促会员国3： 

(1) 评估蛇咬伤的负担，并在必要时建立和/或加强监测、预防、治疗和康复

规划； 

(2) 为高危人群改善抗蛇毒血清的可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并制定机制确

保所有人都能承受毒蛇咬伤后治疗和康复的相关额外费用； 

(3) 促进会员国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让，以改善全球抗蛇毒血清的供应和有效

的病例管理； 

(4) 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使控制毒蛇咬伤的工作与其它相关疾病控制活动

结合起来； 

                                                 
1 见 http://www.who.int/neglected_diseases/NTD_STAG_report_2017.pdf?ua=1。 
2 见 http://www.who.int/snakebites/resources/s40409-017-0127-6/en/（2017 年 12 月 8 日访问）。 
3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http://www.who.int/snakebites/resources/s40409-017-0127-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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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调动国家资源，改善受到毒蛇咬伤影响的个人获得特定治疗和康复服

务的机会； 

(6) 为相关卫生工作者提供关于毒蛇咬伤的诊断和管理方面的培训，特别是在

高发地区； 

(7) 加强和支持关于毒蛇咬伤的研究，特别是为了开发诊断、治疗、预防和衡

量疾病负担的新工具； 

(8) 通过适合当地文化的公共宣传活动，提高社区对毒蛇咬伤的认识，支持尽

早治疗和预防，并加强社区在宣传和预防工作中的参与； 

(9) 促进会员国、国际社会和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与协作，以加强国家

控制、预防和治疗毒蛇咬伤的能力； 

2. 要求总干事： 

(1) 加速全球努力并协调控制毒蛇咬伤，确保抗蛇毒血清及其它治疗的质量和

安全性，并把高影响力干预措施作为优先重点； 

(2) 继续向包括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在内的从事毒蛇咬伤研究的机构提供技术

支持，以促进在证据基础上更好地开展疾病控制工作； 

(3) 促进国际努力，以便改善为所有人提供的安全有效抗蛇毒血清的可得性、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4)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加强其提高认识、预防、获得治疗以及减少和控制毒

蛇咬伤的能力； 

(5) 促进会员国之间的技术合作，作为加强监测、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手段； 

(6) 酌情并根据各自的任务，与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合

作，应要求，直接向广泛发生毒蛇咬伤的会员国提供支持，以便加强蛇咬伤管

理活动； 

(7) 向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1 月 25 日第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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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R5 世卫组织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报告2， 

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报告； 

担忧全球快速增加的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障碍和其它精神卫生问题负担及

其对卫生、福祉、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认识到增加身体活动和减少久坐不动行为可以使全世界每年避免至少320万例

与非传染性疾病有关的死亡3，并减少与之有关的残疾和发病，减轻卫生系统的财

政负担及延长健康生命年； 

忆及《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2011 年）4、全面审查和评估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进展的大会高级别会议成

果文件（2014 年）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6以及卫生大会有关预防控制非传

染性疾病的 WHA51.18 号决议（1998 年）和 WHA53.17 号决议（2000 年）、有关饮

食、身体活动和健康的 WHA55.23 号决议（2002 年）、有关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

全球战略的 WHA57.17 号决议（2004 年）和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联

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后续行动的 WHA66.10 号决议（2013 年），其中认可

了 2013-2020 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并确定了到 2025 年将身

体活动不足流行率相对降低 10%的自愿性全球目标； 

                                                 
1 见附件 1。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8。 
3 《2014 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4 年，第 33 页。 
4 联合国大会第 66/2 号决议（2011 年）。 
5 联合国大会第 68/300 号决议（2014 年）。 
6 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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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秘书处开展工作向会员国提供工具，包括世卫组织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进展

监测工具及促进身体活动的指南1，并进一步承认可能需要开发补充工具和指南，

以协助会员国扩大增加身体活动和减少久坐不动行为的行动； 

承认会员国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近些年做出的促进身体活动和减少久坐不

动行为的努力都是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和改善精神卫生领域更广泛工作的一部

分； 

还承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行动并改善环境，以便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促进身体活

动和减少久坐不动行为，同时牢记需考虑各国的不同国情、重点和政策机会， 

1. 批准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2. 通过到 2030 年时将青少年2和成年人3缺乏身体活动全球流行率比 2016 年基线

相对降低 15%的自愿性全球目标，并将其作为到 2025 年将身体活动不足流行率相

对降低 10%的现有自愿性全球目标的延伸4； 

3. 敦促会员国5根据本国国情和重点实施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

划并监督和定期报告进展情况，以提高规划绩效； 

4. 邀请相关国家、区域和国际伙伴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实施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并促进实现其与本国计划或战略一致的战

略目标； 

5. 要求总干事： 

(1) 与其它相关伙伴协作，落实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中建

议秘书处采取的行动，包括就其实施向会员国提供必要支持； 

(2) 与会员国和其它相关利益攸关方磋商，考虑现有全球和区域监测框架和指

标，到 2018 年底时敲定实施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的监测

和评估框架，包括推荐一套过程和影响指标，并将其发布在世卫组织网站上； 

                                                 
1 《有关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2010 年）》。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0 年（http://www.who.int/ 

dietphysicalactivity/publications/9789241599979/zh/，2018 年 1 月 22 日访问）。 
2 青少年（11-17 岁）身体活动不足的定义是每天中等到剧烈强度活动时间少于 60 分钟。 
3 成年人（18 岁及以上）身体活动不足的定义是每周中等强度活动时间少于 150 分钟。 
4 见 WHA66.10 号决议。 
5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http://www.who.int/%20dietphysicalactivity/
http://www.who.int/%20dietphysical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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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2020 年底以前，以最新可获得证据和国际经验为基础，编制首份有关

身体活动（包括久坐不动行为）的全球现状报告； 

(4) 根据 WHA66.10 号决议（2013 年）所载商定的报告顺序，将实施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进展情况纳入 2021 年和 2026 年向卫生大会提交

的报告；并向 2030 年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有关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

行动计划的最终报告； 

(5) 更新有关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2010 年）。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次会议） 

EB142.R6 增进获得辅助技术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增进获得辅助技术的报告2， 

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考虑到有 10 亿人需要获得辅助技术，而且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

病的进一步流行，到 2050 年将有 20 多亿人需要获得辅助技术3； 

注意到辅助技术能够协助和促进残疾人、老年人和有合并症的人融入、参与和

积极参加其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生活； 

回顾 90%需要辅助技术的人无法获得辅助技术，这对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

的教育、生计、健康和福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 

还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确定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最终

目标； 

                                                 
1 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21。 
3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残疾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 



 决 议 和 决 定 11 

 

 

 

 

确认按照国家的重点和国情将辅助技术纳入卫生系统极为重要，有助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以下具体目标，即全民健康覆盖，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包

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赋予所有人权能

并促进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融入，进而减少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建

设包容、安全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确保所有人，特别是残疾人，普遍享有

安全、包容、无障碍的绿色公共空间； 

回顾《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根据该公约，175 个缔约国承诺除其它外，确

保提供费用低廉的高质量辅助技术（第二十条），并承诺促进国际合作（第四、第

二十、第二十六和第三十二条），以支持各国努力实现该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强调需要采取全面、可持续和多部门方针，在国家和次国家级增进获得国家和

国际法规确定的安全和质量标准的辅助技术； 

回顾卫生大会在 WHA69.3（2016 年）、WHA67.7（2014 年）、WHA66.4（2013

年）和 WHA70.13（2017 年）号决议中呼吁会员国，除其它外，增进老年人、残疾

人以及视力和听力损失者获得辅助技术； 

注意到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在关于增进获得辅助技术的 EM/RC63/R.3

号决议（2016 年）中要求执行委员会将辅助技术列为卫生大会议程项目， 

1. 敦促会员国1： 

(1) 酌情制定、实施和加强政策与规划，在全民健康和/或社会服务覆盖的基

础上，增进获得辅助技术； 

(2) 确保各级卫生和社会服务工作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来提供和维

修辅助产品； 

(3) 确保辅助技术使用者及其护理人员能够获得最适当的辅助产品并安全有

效地使用它们； 

(4) 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具体情况，参照世卫组织的重点辅助产品清单，酌情编

制一份可负担的、符合成本效益并达到最低限度质量和安全标准的国家重点辅

助产品清单； 

                                                 
1 适用时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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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促进或投资于研究、开发、创新和产品设计，增强现有辅助产品的可负担

性；酌情与学术界和民间社团，特别是与残疾人和老年人及其代表社团以及私

营部门合作，采用通用设计和新的循证技术，开发新一代产品，包括高端或先

进的辅助技术； 

(6) 鼓励在制造、采购和供应重点辅助产品方面开展国际和/或区域合作，确

保这些产品始终可负担和可跨境获得； 

(7) 收集关于人口健康和长期护理需要的数据，包括收集可以通过辅助技术予

以满足的需求数据，以制定循证策略、政策和综合规划； 

(8) 投资和促进建立包容性的无障碍环境，使所有需要辅助技术的人都能最大

限度地利用辅助技术，独立安全地生活，充分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9) 促进将重点辅助产品和包容性无障碍环境纳入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规划； 

2. 要求总干事： 

(1) 在 2021 年之前，根据最确凿的现有科学证据和国际经验，在秘书处所有

相关单位参与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下，并将在综合方针基础上，编写一

份关于有效获取辅助技术问题的全球报告，包括考虑为此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设

立一个专家咨询小组的可能性； 

(2) 针对国家重点，在技术和能力建设领域为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其

制定国家辅助技术政策和规划，包括采购和筹资、监管、卫生和社会服务培训、

适当服务以及包容性无障碍环境等； 

(3) 应各国要求向其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协助其评估关于建立区域或次

区域辅助技术制造、采购和供应网络以及合作平台的可行性； 

(4) 酌情推动和参与制定重点辅助产品和服务的最低限度标准，以提高其安全

性、质量、成本效益和适宜性； 

(5) 向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然后在 2030 年

之前每四年向卫生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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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R7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的报告2， 

1. 确认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对《职员细则》所作的修订，涉及专业及以

上职类职员的薪酬问题，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 还确认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对《职员细则》所作的修订，涉及定义、

教育补助金、安置补助金、离职回国补助金、调动、特别假、无薪假、辞职、行政复议

和全球申诉委员会，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二次会议） 

EB142.R8 副总干事3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的报告2，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1 条，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关于《人事条例》第（一）条、第（三）条和第（四）条的

建议， 

1. 通过对《人事条例》第 1.11、3.1 和 4.5 条的拟议修订款； 

2. 决定这些修订款应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二次会议） 

                                                 
1 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38。 
3 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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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R9 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的薪酬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的报告2， 

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关于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建议， 

1. 确定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的年薪毛额为 176 292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31 853 美元； 

2. 确定副总干事的年薪毛额为 194 329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43 757 美元； 

3. 确定总干事的年薪毛额为 239 755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73 738 美元； 

4. 决定这些薪酬调整应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二次会议） 

 

 

______________ 

                                                 
1 见附件 2。通过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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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EB142(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2018-2023 年改进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的 

   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草案1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的报告：实施《国际卫生条例

（2005）》2，决定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定：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了改进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的五年期全球战略

计划草案；忆及 WHA70(11)号决定（2017 年），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其中注意

到文件 A70/16 所载的报告，即“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全球实施计划”，

并要求总干事，除其它工作外，“与会员国，包括通过各区域委员会进行充分协商，

根据文件 A70/16 附件 2 所载指导原则，制定《改进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五年期全

球战略计划草案》，经由执行委员会第 142 届会议提交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

议和通过”；赞赏会员国对制定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草案的广泛协商过程的贡献，

包括 2017 年在所有六个区域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讨论、秘书处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3 日进行的网上磋商以及 2017 年 11 月 8 日通过各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进

行的会员国磋商， 

(1) 决定： 

(a) 认可改进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 

(b) 缔约国和总干事应使用自我评估年度报告工具，继续每年向卫生大会报告

《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实施情况3； 

(2) 要求总干事： 

(a) 提供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支持实施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并调整计划

以适应区域情况和现有相关框架； 

(b)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继续每年向卫生大会

提交一份关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其中载有缔约

国提供的信息以及秘书处活动的详细情况； 

                                                 
1 通过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0。 
3 《国际卫生条例（2005）》：缔约国自我评估年度报告工具。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8 年（文件 WHO/WHE/ 

CPI/2018.16；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WHE-CPI-2018.16/en/，2018 年 5 月 10 日访问）。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WHE-CPI-2018.16/en/


16 执行委员会第一四二届会议 

 

 

 

 

(c) 继续支持会员国建立、维持和加强《国际卫生条例（2005）》下的核心能

力，包括应会员国请求支持其使用秘书处制定的自愿监测和评价工具（包括联

合外部评价、模拟演练和行动后审查）评估核心能力。 

（2018 年 1 月 24 日第五次会议） 

EB142(2)  脊灰过渡计划1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关于脊灰过渡计划的报告2， 

(1) 决定： 

(a) 认可总干事设立的脊灰过渡计划和管理小组，以及制定的过渡计划愿景和

战略框架，鼓励划拨适当的资源； 

(b) 注意本报告部分履行了卫生大会在 WHA70(9)号决定（2017 年）中的要求，

并因此要求总干事向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一份与《2019-2023 年第十

三个工作总规划》草案的优先事项和战略方针相一致的详细脊灰过渡战略行动

计划； 

(c) 忆及卫生大会在 WHA70(9)号决定（2017 年）中要求总干事制定脊灰过渡

战略行动计划，其中应明确确定所需的能力和资产，以便在消灭后维持一个无

脊灰世界；在其它规划领域维持进展；并提供关于这些能力和资产的详细成本

核算。该计划应提交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d) 认可在重点国家制定国家脊灰过渡计划草案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重申已阻

断脊灰病毒传播的所有国家政府最终确定和批准国家计划的紧迫性； 

(e) 要求总干事确保通过定期更新专门的脊灰过渡计划网页以及在第七十一

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前组织一次情况介绍会，定期向所有会员国通报脊灰过渡计

划工作取得的进展； 

(f) 进一步要求总干事确保脊灰过渡计划和脊灰认证后的主题领域是

2018-2020 年期间世卫组织理事机构所有会议议程上的常设项目，秘书处在这

些会议期间就这些技术问题提交详细的进展报告； 

                                                 
1 通过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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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还决定注意全球消灭脊灰行动认证后战略草案，敦促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措

施，确保其短期和长期卫生部门计划能够反映维持脊灰规划基本职能的必要性，这

对于保持一个无脊灰的世界必不可少。 

（2018 年 1 月 24 日第五次会议） 

EB142(3)  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和可及问题1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关于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和可及问题的报告2，决定建议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定：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了关于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和可及问题的

报告，决定要求总干事： 

(1) 经与会员国协商后拟定路线图，概述世卫组织在药品及疫苗的可及方面的

工作规划，包括 2019-2023 年期间的活动、行动和可交付成果； 

(2) 通过执行委员会第 144 届会议将此路线图提交 2019 年第七十二届世界卫

生大会审议。 

（2018 年 1 月 24 日第六次会议） 

EB142(4)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1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总体规划审评的报告3及其附件，决定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定：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

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的报告及其附件，决定： 

(1) 敦促会员国结合国家具体情况，酌情落实审查小组根据《公共卫生、创新

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针对会员国提出的建议； 

                                                 
1 通过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3。 
3 文件 EB142/14 Rev.1。 



18 执行委员会第一四二届会议 

 

 

 

 

(2) 敦促会员国进一步讨论审查小组在《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

和行动计划》之外提出的建议； 

(3) 要求总干事根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制定

一份实施计划，落实审查小组针对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重点建议； 

(4) 进一步要求总干事通过执行委员会第 146 届会议向 2020 年第七十三届世

界卫生大会提交执行本决定的进展报告。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次会议） 

EB142(5)  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1 

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报告2，注意到总干事承诺在

《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草案中作为一项平台行动“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和其他脆弱国家中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并注意到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7 日

于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发起了制

定该平台的工作；欢迎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健康的 L.8/Rev.1 号决议，决

定要求总干事： 

(1) 作为一项重点，酌情与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协商，与各区域办事处协调，

为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平台拟订一项行动计划草案，首先在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执行，并通过 2019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第 144 届会议，提交 2019 年 5 月第七十二

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2) 酌情与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协商，并与各区域办事处以及与联合国其他有

关规划和专门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调，拟订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

综合战略草案，通过 2019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第 144 届会议，提交 2019 年 5 月第七

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3) 确保根据 WHA65(9)号决定（2012 年）要求各区域委员会就卫生、环境与气候

变化全球综合战略草案发表意见和作出贡献； 

                                                 
1 通过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2 文件 EB1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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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铭记世卫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开展的知识回顾1，编写关于针对

人类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关系所采取行动的报告，供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

议，以便世卫组织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做出贡献。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次会议） 

EB142(6)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2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有关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的双年度报告3，决定： 

(1) 注意到有关将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 2025 年目标延长到 2030 年的分析； 

(2) 批准文件 EB142/22 所列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球监测框架四个剩余指标； 

(3) 请会员国在根据 WHA68(14)号决定（2015 年）建立国家营养监测框架和报告

时考虑所有指标。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一次会议） 

EB142(7)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2018- 

   2022 年合作伙伴捐款分配比例4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的报告5以及按照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 6.14.5 节的

要求提交的有关合作伙伴捐款在防范和应对之间的分配比例的建议，决定： 

(1) 在今后五年（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底）应维持目前的捐款分配比例，即

70%捐款用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措施，30%捐款用于应对活动。 

(2) 为确保在发生大流行性流感紧急情况期间，这一分配比例不妨碍必要的应对措

施，总干事应能够根据需求暂时更改合作伙伴捐款的分配以应对此类紧急情况；总

干事应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任何此类更改。 

(3) 将于 2022 年重新审查分配比例。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一次会议） 

                                                 
1 连接全球重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知识回顾。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2 见附件 3。 
3 文件 EB142/22。 
4 通过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5 文件 EB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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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评估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评价管理小组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进行评估的报告1，

并在执委会第 142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半公开会议上讨论了该小组的调查结果，决定要求

秘书处根据该报告和执委会的讨论提供的信息，提出一份对总干事选举程序进行调整和

对行为守则作出必要修订的提案，提交 2019 年 1 月执委会第 144 届会议审议。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二次会议） 

EB142(9)  与世卫组织建立或保持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2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关于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报告，包括对

三分之一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审查3， 

(1) 决定： 

(a) 接纳下列非国家行为者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非洲基本药物采购中心

协会；布隆伯格家庭基金会；国际儿童癌症协会；国际小儿肿瘤协会；国际戒

酒会组织；KNCV 结核病基金会；世界医师协会；国际整骨联盟；帕斯适宜卫

生科技组织；公共服务国际；威康信托基金会；美国药典委员会； 

(b) 中止与下列非国家行为者的正式关系：欧洲化学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

心；创新诊断基金会；国际企业与专业妇女联合会；国际康复会； 

(2) 赞赏地注意到文件 EB142/29 附件 2 所列 66 个非国家行为者与世卫组织的合作

并赞扬其继续致力于世卫组织的工作，决定延续其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3) 进一步注意到与一些实体的合作计划仍有待商定，因此决定将审查与这些实体

关系的工作推迟至 2019 年 1 月执委会第 144 届会议，届时应向执委会提交报告说

明商定的合作计划以及关系状况。这些实体是：CBM；国际作物保护联盟；国际防

盲机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国际眼睛基金会；国际癌症治疗

和研究网络；国际物理和康复医学学会；国际奥比斯项目组织；世界盲人联合会；

世界视光理事会。 

（2018 年 1 月 26 日第十二次会议） 

                                                 
1 文件 EB142/26。 
2 见附件 4。通过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 5。 
3 文件 EB1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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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10) 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的报告1并忆及其

早先的决定，即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应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一）开幕并不晚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闭幕2，已批准第七十一届世界

卫生大会经修改的临时议程。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EB142(11) 执行委员会第 143 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执行委员会决定，第 143 届会议将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和 29 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

卫生组织总部召开。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EB142(12) 授予 A.T.舒沙博士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 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3后，将 2018 年 A.T.舒沙博士

基金奖授予巴基斯坦国家卫生服务部的卫生司司长 Assad Hafeez 博士，以表彰其对巴基

斯坦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获奖者将获得 2500 瑞士法郎的等值美元。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EB142(13) 授予 Ihsan Doğ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 Ihsan Doğ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4后，将 2018

年 Ihsan Doğ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授予印度的 Vinod Kumar Paul 教授，以表彰其在改

善家庭的健康和福祉方面作出的杰出和持久贡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获奖者将获得

20 000 美元。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1 文件 EB142/31。 
2 见 EB141(7)号决定（2017 年）。 
3 文件 EB142/30，第 1 节。 
4 文件 EB142/30，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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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14) 授予世川卫生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的报告1后，将 2018 年世川卫生奖授予哥

斯达黎加的 Fundación Pro Unidad de Cuidado Paliativo（支持姑息治疗单位基金会），以

表彰其在绝症患儿权利方面作出的贡献。获奖组织将获得 40 000 美元。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EB142(15) 授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2后，将 2018 年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韩国药品安全和风险管理研究所（大韩民国），以表彰

其在卫生发展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奖组织将获得 20 000 美元。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EB142(16) 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 殿下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

   促进研究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3后，将 2018 年的

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 殿下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研究奖授予阿

尔及利亚的 Association El Badr, Association d’aides aux malades atteints de cancer（El Badr

协会，癌症患者协会），以表彰其为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和人道主义行动发挥的良好榜样

作用。获奖组织将获得 20 000 美元。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EB142(17)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选小组的报告4后，将 2018 年李钟郁博士

公共卫生纪念奖授予马来西亚的 Nazni Wasi Ahmad 博士，以表彰其在法医昆虫学创新研

究方面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她在露西拉蝇蛆虫清创术方面的研究，加快了糖尿病创面和

足溃疡的康复进程。获奖者将获得 100 000 美元。 

（2018 年 1 月 27 日第十三次会议） 

_______________ 

                                                 
1 文件 EB142/30，第 3 节。 
2 文件 EB142/30，第 4 节。 
3 文件 EB142/30，第 5 节。 
4 文件 EB142/30，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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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加强身体活动，造就健康世界—— 

2018-2030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1 

[EB142/18 – 2017年12月22日] 

1. 执行委员会在第 140 届会议上商定，支持秘书处起草有关身体活动的报告和行动计

划草案并提交执委会第 142 届会议审议2。本报告即根据该要求编写。 

[第 2-9 段描述当前形势。] 

《2018-2030 年全球行动计划草案》简介3 

10. 全球行动计划草案为会员国提供一份重点政策行动清单。会员国可以联合各相关部

门采取这些行动，处理造成缺乏身体活动的多个文化、环境和个体决定因素。计划草案

的重点是通过包容性解决方案提高身体活动总体水平并缩小参与差距。将根据以下七个

原则指导计划实施工作：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整个生命历程的公平；循证实践；比例

普遍性；政策协调性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参与和赋权；建立多部门伙伴关系，采取

协调行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1. 全球行动计划草案的目标是，与 2016 年基线4相比，到 2030 年时将成年人和青少

年缺乏身体活动5流行率降低 15%6。 

12. 将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计划愿景，即，“加强身体活动，造就健康世界”，也就是确保

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的促进性环境及各种各样的机会，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身体活

动，进而改善个人和社区健康状况，并促进所有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 

                                                 
1 见 EB142.R5 号决议。 
2 见文件 EB140/2017/REC/2，第十三次会议摘要记录。 
3 全球行动计划草案可由 http://www.who.int/ncds/governance/physical_activity_plan/en/获取（2018 年 3 月访问）。 
4 相关数据会在即将发行的文件《2016 年世卫组织关于身体活动缺乏的国家对照估计》中提供，该文件准备在

2018 年发行。 
5 对成年人而言，缺乏身体活动是指每周中等强度活动时间低于 150 分钟（或相当量）；测量采用已有或正在采

用的方法，例如，根据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阶梯式监测方法中推荐的《全球身体活动问卷》（GPAQ）测

量。对青少年而言，缺乏身体活动是指每天高强度活动时间低于 60 分钟（或相当量）；测量采用已有或正在采用的

方法，例如，通过全球学生健康调查。 
6 该目标体现如下事实：会员国已经商定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监测框架下到 2025 年将身体活动不足相对

减少 10%的自愿目标；15 年的时期（2015-2030 年）提供了机会，以便利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相互关联

的多部门行动产生的政策协同效应，大力加强实施计划产生的影响。 

http://www.who.int/ncds/governance/physical_activity_pl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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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鉴于各国在处理缺乏身体活动问题方面的进展水平不一且能力和资源状况各异，全

球行动计划草案包含四个战略目标，并推荐 20 项政策行动，具体见下表。 

战略目标 1：营造富有活力的社会——社会规范和态度 

加强对各年龄段人群根据自身能力定期进行身体活动的多重好处的认知和理解，使整个社会的

范式发生变化。 

四项行动 

行动1.1. 实施最有效宣传，并将其与基于社区的规划挂钩，提高人们对各年龄段人群根据自身

能力定期进行身体活动、减少久坐不动行为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安康的多重好处的意识、认知、

理解和赞赏。 

行动 1.2. 开展以国家和社区为基础的活动，提升人们对身体活动（特别是更多步行、骑车和

涉及使用轮子的其它移动形式，包括轮椅、滑板和轮滑）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伴随效益的

认知和理解，进而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2、3、4、5、9、10、

11、13、15 和 16）做出重大贡献。 

行动 1.3. 定期在公共场所开展群众活动，让整个社区都能参与进来，免费获得有趣、便宜、

符合公序良俗的身体活动体验。 

行动1.4. 加强卫生部门内外（包括但不仅限于交通、城市规划、教育、旅游和休闲、体育和健

身部门，以及基层社区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专业人员的岗前和在岗培训，使他们获得更多知

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参与和促进创造包容、公平机会营造富有活力社会。 

战略目标 2：创建利于活动的环境——空间和场所 

创建并保持环境，促进和维护各年龄段所有人在自己城市和社区公平获得根据自己能力定期开

展身体活动的安全空间和场所的权利。 

五项行动 

行动 2.1. 加强各级相关政府城市规划政策和交通规划政策的整合，强调紧凑型混合土地利用

原则，使邻里街区更为紧密，从而在城市、郊区和农村社区便利和促进步行、骑自行车、涉及

使用轮子的其它移动形式（包括轮椅、滑板和轮滑）和使用公共交通。 

行动2.2. 改进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网基础设施的服务，从而便利和促进步行、骑自行车、涉及使

用轮子的其它出行方式（包括轮椅、滑板和轮滑）和使用公共交通。制定政策时应适当考虑城

市、郊区和农村社区各年龄段不同能力的人均能安全、普遍和公平地享受到服务，并考虑与其

它承诺相协调1。 

                                                 
1 《新城市议程》2016 年由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人居三）通过，联合国大会 71/256 号决议（2016

年）核准。另见《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和设计：2013 年全球人类住区报告》，英国牛津：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

合国人居署）；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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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2.3. 加快落实政策行动，改善道路安全以及行人、骑车者、涉及使用轮子的其它移动形

式（包括轮椅、滑板和轮滑）的出行者及公交乘客的个人安全，其中重点是根据道路安全的安

全系统方法减轻最弱势道路使用者面临的风险，并考虑与其它承诺相协调1。 

行动 2.4. 使城市、郊区和农村社区各年龄段能力各不相同的所有人都能更便利地利用高质量

公共绿色开放空间、绿色网络、休闲空间（包括河流和海岸地区）和体育设施，确保相关设计

符合安全、普遍、适合老人和公平原则，并且重点关注减少不平等。 

行动 2.5. 酌情加强国家和省市级政策、监管和设计指南和框架，促进公共福利设施、学校、

卫生保健机构、体育和休闲设施、工作场所及保障性住房在设计上就有助于促进具备不同能力

的使用者和访客在建筑内外进行身体活动，其中重点考虑行人、骑自行车者和公交前往的便利

性。 

战略目标 3：培养热爱活动的人群—规划和机会 

在多种环境下创造机会，建立规划，并使这些机会和规划更易于获得，以帮助各年龄段和各种

能力水平的人以个人、家庭和社区为单位定期进行身体活动。 

六项行动 

行动 3.1. 在所有学前、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采用全校动员方法，为女童和男童提供更

多高质量体育教育和更积极的动态康乐、体育和游戏体验和机会，使之具备并不断加强终身健

康和身体素养，并促进其享受和根据自身能力参与身体活动。 

行动 3.2. 作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一部分，酌情在初级和二级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机构中建

立并落实制度，由经过适当培训的卫生和社会保健服务工作者进行患者评估并提供有关增加身

体活动和减少久坐不动的咨询，并确保社区和患者参与和协调利用社区资源。 

行动 3.3. 在私人和公共工作场所、社区中心、休闲和体育设施、宗教活动中心、自然及其它

公共空间和场所大力提供更多的身体活动规划和宣传活动并增加这方面的机会，支持各种能力

水平的所有人参加身体活动。 

行动 3.4. 在重要环境（例如本地和社区场所，卫生保健、社会和长期护理机构，协助生活设

施和家庭）中提供更多适当针对老年人的规划和服务，以增加他们的身体活动，减少久坐不动，

进而支持健康老龄化。 

行动 3.5. 接受所有人的积极贡献，强化发展和实施跨多种社区环境的规划和服务，使各国确

定的活动最少人群（例如女童、妇女、老人、农村和土著社区以及弱势或边缘化人群）参与进

来，增加他们的身体活动机会。 

                                                 
1  见《2011-2020 年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全球计划》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 

publications/road_traffic/UN_GA_resolution-54-255-en.pdf，2017 年 11 月 24 日访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

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加强保护老年人人权的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八次工作会议的报告

（https://social.un.org/ageing-working-group/eighthsession.shtml，2017 年 10 月 16 日访问）；以及《2014 年全球预防暴

力状况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4 年，由世卫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

合发表（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violence/status_report/2014/en/，2017 年 10 月 16 日访问）。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20publications/road_traffic/UN_GA_resolution-54-255-en.pdf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20publications/road_traffic/UN_GA_resolution-54-255-en.pdf
https://social.un.org/ageing-working-group/eighthsession.shtml
http://www.who.int/%20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violence/status_report/201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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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3.6. 在城市、乡镇或社区层面号召整个社区行动起来，激励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优化

组合适用于不同环境的多种政策方法，促进各年龄段能力各不相同的所有人更多参加身体活动

减少久坐不动，其中重点关注基层社区参与、协同开发和主人翁意识。 

战略目标 4：建立支持活动的系统—治理和政策 

跨部门发挥领导作用、开展治理、建立多部门伙伴关系、发展人力能力并建立宣传和信息系统，

以实现出色的资源调配，并卓越执行相互协调的国际、国家和省市级行动，增加身体活动，减

少久坐不动。 

五项行动 

行动 4.1. 加强国家和省市级领导和治理结构，包括多部门参与和协调、政策一致性、身体活

动行动计划、针对各年龄段身体活动和久坐不动行为的建议以及实施和监督旨在增加身体活动

和减少久坐不动的行动。 

行动 4.2. 在国家一级并酌情在省市级加强数据系统和能力，支持监督和问责，并确保对各年

龄段人群在不同领域内的身体活动和久坐不动行为进行定期监测；开发和检测新的数字技术，

将更广泛社会文化和环境决定因素纳入监测系统，从而加强监测系统；就实施情况定期开展多

部门报告，供政策和实践参考。 

行动 4.3. 加强国家和机构研究和评估能力，激励采用数字技术和创新，加快旨在增加身体活

动和减少久坐不动的有效政策解决方案的拟定和实施。 

行动 4.4. 针对重点受众（包括但不仅限于高级领导人、多部门决策者、媒体、私营部门、城

市和社区领导者以及更广泛社区）加大宣传，提升对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联合行动的意识、

认知和参与。 

行动 4.5. 加强供资机制，确保持续实施国家和省市级行动；发展促进性系统，支持拟定和实

施旨在增加身体活动和减少久坐不动的政策。 

 

14. 将使用卫生大会在 WHA66.10 号决议（2013 年）中通过并纳入预防和控制非传

染性疾病全球综合监测框架的两项现有指标，监测实现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 

案12030 年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这两项指标是： 

• 18 岁及以上人群人体活动不足流行率； 

• 青少年（11-17 岁）身体活动不足流行率2。 

                                                 
1  可在世卫组织网站访问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http://www.who.int/ncds/governance/physical_ 

activity_plan/en/。 
2 由于缺少全球基线数据，且对于自我报告或客观测量方法或界定值也没有全球统一意见，并未提出针对 11 岁

以下儿童的指标。 

http://www.who.int/ncds/governance/physical_%20activity_plan/en/
http://www.who.int/ncds/governance/physical_%20activity_pl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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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鼓励会员国根据商定的建议1加强报告分解数据，并体现本行动计划的双重重点，

即：(1)降低人口身体活动缺乏的整体水平，(2)针对本国最不好动人群减少久坐不动行

为在国内的差异和水平。 

16. 为了监测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中建议的政策行动实施情况，需要一套适

当的程序和影响评价指标。应尽可能采用现有指标，以及为监测其它承诺（例如健康老

龄化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具体目标2实现情况而正在编

制的指标。秘书处使用 2017 年为制定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开展的磋商过程

以及其它技术性磋商的反馈意见并采用经济性、效率和灵活性的原则3，将最迟在 2018

年 12 月最后确定建议的一套程序和影响指标。据此，秘书处将在其网站上发布一份技

术说明，概述世卫组织将如何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监测进展和评价国家实施情况。 

17. 将根据 WHA66.10 号决议（2013 年）第 3.9 段向卫生大会提交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

动计划草案实施进展报告。因此，第一份报告将于 2021 年提交（采用 2020 年数据），

第二份报告则将于 2026 年提交（采用 2025 年数据）。最后的报告将于 2030 年向卫生大

会提交，作为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卫生相关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报告的一部分。

将根据每年报告周期向联合国大会报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直到 2030 年。 

秘书处的作用 

18. 根据世卫组织的核心职能，秘书处将继续制定并传播规范性指南和实施指导文件，

以支持各区域和各国的行动。秘书处还将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实施全

球行动计划（草案）并制定区域和国家行动计划和监测框架。 

19. 秘书处将确保响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定期更新全球技术指导文件，将已经证明有效

的创新工具和策略纳入其中。此外，秘书处还将加强自身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能

力，以便更好地领导和促进相互协调的全球努力，减少缺乏身体活动现象。重点是促进

多部门伙伴关系、宣传、资源筹措、知识共享和创新。 

20. 秘书处将监测实施情况并报告实现 2030 年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 

21. [本段阐述要求执委会采取的行动。] 

——————— 

                                                 
1 见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和全球监测框架（WHA66.10 号决议和文件 WHA66/2013/REC/1，附件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届国际体育教育与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MINEPS VI），附件 1《喀山行动计

划》，SHS/2017/5 REV，巴黎，2017 年 9 月；以及《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31 条统计和数据收集（第 2 点）。 
2 例如：道路安全（具体目标 3.6）、空气质量（具体目标 3.9 和 11.6）、城市设计和绿色空间（具体目标 11.7 和

11a）、可持续交通（具体目标 12.8 和 12c）及减少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具体目标 5.2）。 
3 评价框架应尽可能采用现有数据收集系统，以尽量减轻数据收集负担，并与为其它相关卫生、社会和环境指标

建立的监测系统相协调，以提高效率和协同效应，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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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EB142/38 – 2018 年 1 月 2 日] 

1.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2，现将总干事对《职员细则》的修订款提交执行委员

会确认。 

2.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1 条，现将对《人事条例》的拟议修订款提交执行委员会，

要求其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予以通过。 

3. 本文件第一节所列修订款源自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 2017 年报告中的各项建议预期将作出的决定3。如果联合国大会不批准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的这些建议，世卫组织将分发本文件的一份补编。 

4. 这些修订款对 2018-2019 双年度的财政影响是，将会增加 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费用。关于建议供执行委员会或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以及对

2018-2019 双年度之后财政影响的报告4列明了这些修订款的财政影响，详见下文。 

5. 所建议的《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载于[本附件的附文]。 

I. 鉴于联大第七十二届会议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预期将作出的决

定而认为必要的修订 

专业及以上职类薪酬 

6.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其 2017 年报告中建议联合国大会批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实行专业及以上职类的统一基薪/底薪表及最新薪酬保护点，调整幅度为 0.97%。标准调整

方法是，在增加基薪的同时，相应减少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实得净薪保持不变。 

7. 据此对《职员细则》附录 1 作出修订，修订款见本文件[附文 1]。 

                                                 
1 见 EB142.R7、EB142.R8 和 EB142.R9 号决议。 
2 《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可自此获得：http://www.who.int/employment/staff_regulations_rules/staff-rules-en.pdf

（2018 年 3 月 12 日访问）。 
3 见 http://www.un.org/en/ga/72/resolutions.shtml（2017 年 9 月 29 日访问）。 
4 文件 EB142/38 Add.1。 

http://www.who.int/careers/what-we-offer/en/（2018
http://www.who.int/careers/what-we-offer/e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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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的薪酬 

8. 按照联合国大会就上文第 6 段的建议作出的决定，总干事提议，根据《人事条例》

第 3.1 条，执行委员会应建议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调整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的薪

金。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的年薪毛额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为 176 292 美元，薪金净额

为 131 853 美元。 

9. 根据上述薪金调整，卫生大会为副总干事1批准的薪金调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年

薪毛额为 194 329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43 757 美元。 

10. 上述薪金调整意味着需对总干事的薪金作出相似的调整。将由卫生大会批准的年薪

毛额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为 239 755 美元，薪金净额为 173 738 美元。 

II. 根据经验并从良好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认为必要的修订2 

《人事条例》拟议修订款 

第（一）条、第（三）条和第（四）条 

11. 拟议修订《人事条例》第 1.11 条、第 3.1 条和第 4.5 条，以反映本组织目前的结构。 

《职员细则》修订款 

定义 

12.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310 条，以落实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15 年报告中关于

配偶津贴的建议（“(b)应按照配偶的所有收入包括养老金和其他与退休有关的收入来确

定配偶的受扶养人资格”）3。 

教育补助金 

13.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350 条，以适当赋予总干事确定“儿童”定义的权力。 

安置补助金 

14.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365 条，规定可在职员于某一工作地点就职或重新派任一年

内因不当行为被解雇或因严重不当行为而被立即解雇的例外情况下收回安置补助金中

一次性总付的部分。 

                                                 
1 本文件以复数形式提及“副总干事”，以反映对“工作人员条例”的拟议修正，以便任命一名以上的副总干事。 
2 见附文 2。 
3 见 http://icsc.un.org/resources/pdfs/ar/AR2015.pdf，第七章 A 节（2017 年 11 月 23 日访问）。 

http://icsc.un.org/resources/pdfs/ar/AR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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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回国补助金 

15.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370 条，明确规定应计离职回国补助金额可能会根据离职前

在经认可居住地的居住年数而减少，而不是目前根据外派服务总年数按比例减少。 

调动 

16.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515 条，以便与《职员细则》第 1050.5.2 条的用语保持一致，

规定应根据《职员细则》第 1050.4 条的规定，在重新派任期间，如有职位空缺，职员应

有“适当的”优先权。 

特别假 

17.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650 条，将关于无薪假的第 655 条和关于特别假的第 650 条

合并，从而消除了重叠之处和相关《职员细则》适用性的不确定因素。 

无薪假 

18. 鉴于《职员细则》第 655 条已被并入《职员细则》关于特别假的第 650 条（见上文），

因此予以删除。 

辞职 

19.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1010 条，以解决《职员细则》中的一个遗漏问题，要求职

员在试用期辞职须提前一个月通知。 

行政复议 

20. 根据新的内部司法制度第一年运作的经验教训，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1225 条。

经修订后，总干事有权确定哪些类别的最终行政决定不需要行政复议（即有关职员可以

直接向全球申诉委员会提交申诉）。 

21.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1230 条，使其与《职员细则》第 1225 条修订款（见上文）

保持一致。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2. [本段载有三份决议草案，在第十二次会议上分别以 EB142.R7、EB142.R8 和

EB142.R9 号决议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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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 

Appendix 1 to the Staff Rules 

A. SALARY SCALE FOR THE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CATEGORIES: 

ANNUAL GROSS SALARIES AND NET EQUIVALENTS AFTER APPLICATION OF 

STAFF ASSESSMENT, (IN US DOLLARS) 

(effective 1 January 2018) 

Step 

Level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D-2 Gross 140 984 144 059 147 133 150 223 153 488 156 750 160 011 163 273 166 535 169 795 – – – 

 Net 108 189 110 341 112 493 114 647 116 802 118 955 121 107 123 260 125 413 127 565 – – – 

D-1 Gross 126 150 128 851 131 554 134 257 136 951 139 654 142 356 145 053 147 757 150 483 153 347 156 209 159 074  

 Net 97 805 99 696 101 588 103 480 105 366 107 258 109 149 111 037 112 930 114 819 116 709 118 598 120 489  

P-5 Gross 108 633 110 930 113 230 115 524 117 824 120 119 122 420 124 716 127 013 129 310 131 609 133 903 136 203  

 Net 85 543 87 151 88 761 90 367 91 977 93 583 95 194 96 801 98 409 100 017 101 626 103 232 104 842  

P-4 Gross 89 253 91 295 93 337 95 379 97 421 99 462 101 636 103 853 106 069 108 284 110 506 112 717 114 936  

 Net 71 332 72 884 74 436 75 988 77 540 79 091 80 645 82 197 83 748 85 299 86 854 88 402 89 955  

P-3 Gross 73 225 75 114 77 005 78 893 80 784 82 674 84 563 86 457 88 345 90 234 92 128 94 016 95 908  

 Net 59 151 60 587 62 024 63 459 64 896 66 332 67 768 69 207 70 642 72 078 73 517 74 952 76 390  

P-2 Gross 56 542 58 233 59 922 61 612 63 304 64 996 66 688 68 375 70 067 71 757 73 446 75 139 76 828  

 Net 46 472 47 757 49 041 50 325 51 611 52 897 54 183 55 465 56 751 58 035 59 319 60 606 61 889  

P-1 Gross 43 792 45 106 46 419 47 734 49 046 50 395 51 829 53 264 54 699 56 134 57 568 59 001 60 437  

 Net 36 347 37 438 38 528 39 619 40 708 41 800 42 890 43 981 45 071 46 162 47 252 48 341 49 432 

a The normal qualifying period for in-grade movement between consecutive steps is one year. The shaded steps in each grade 

require two years of qualifying service at the preceding step. 

B. Pay protection points for staff whose salaries are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salaries on 

 the unified salary scale (effective 1 January 2018) 
 (United States dollars) 

 

Level  Pay protection point 1 Pay protection point 2 

    
P-4 Gross 117 154 119 373 

 Net 91 508 93 061  

P-3 Gross 97 796 99 686  

 Net 77 825 79 261  

P-2 Gross 78 520 – 

 Net 63 175 – 

P-1 Gross 61 871 – 

 Net 50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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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 

TEXT OF AMENDED STAFF RULES 

310. DEFINITIONS 

310.5 “Dependants” for the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entitlements under the Rules, except as 

otherwise specified, are defined as: 

310.5.1 a staff member’s spouse whose earnings, if any, do not exceed during any 

calendar year the lowest entry level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Service 

gross salary scale in force on 1 January of the year concerned for the duty 

station in the country of the spouse’s place of work. In the case of staff 

members in the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categories, the entry level amount 

shall not at any duty station be less than the equivalent of the lowest entry 

level salary at the base of the common salary system, i.e. G2, step I for 

New York; 

310.5.1.1 if both spouses are staff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pplying the common system of salaries and allowances, neither 

may be recognized as a dependant for the purposes of 

Rules 330.2, 335 and 360; 

…………………………………………………………………………………………………………… 

350. EDUCATION GRANT 

350.1 Internationally recruited staff members shall be entitled to an education grant, except as 

indicated in Rule 350.3, under the conditions which follow: 

350.1.1 the grant is payable for each child as def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up to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in which the child reaches the age of 25, completes four 

years of post-secondary studies or attains a first post-secondary degree, 

whichever is earlier; 

…………………………………………………………………………………………………………… 

365. SETTLING-IN GRANT 

… 

365.5 If a staff member resigns from the Organization or is dismissed for misconduct or is 

summarily dismissed for serious misconduct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his or her 

appointment or reassignment to a duty station, the lump-sum portion of the settling-in grant 

paid under Staff Rule 365.3 is recoverable proportionately under condi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 

370. REPATRIATION GRANT 

… 



 附 件 2 35 

 

 

 

 

370.4 The grant shall not be payable to a staff member assigned to, or residing in, the country of 

his or her recognized place of residence at the time of separation. However, when a staff 

member is transferred or reassigned to duty in the country of his or her recognized place of 

residence prior to separation, the grant may be paid at a full or reduced rate, with the total 

accrued amount of the grant being reduced based on criteria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In such a case, the evidence of relocation referred to in Rule 370.1 shall 

not be required. 

370.5 In the event of the death of a staff member who at the time of death would have been 

eligible for the grant, payment shall be made to the spouse and dependent children who are 

entitled to repatriation, subject to them providing the evidence of their relocation away 

from the staff member’s last duty station: 

… 

…………………………………………………………………………………………………………… 

515. MOBILITY 

… 

515.2 Staff members whose post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who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a 

reassignment process pursuant to Staff Rule 1050 shall be given due preference for 

vacancies during the mobility exercise. 

…………………………………………………………………………………………………………… 

650. SPECIAL LEAVE 

650.1 Special leave with full, partial or no pay may be granted under such conditions as the 

Director-General may prescribe for training or research in the interest of the Organization 

or for other important reasons, including family, health, or personal matters. 

650.2 The Director-General may, at his or her initiative, place a staff member on special leave 

with full pay, or exceptionally with partial or no pay, if he or she considers such leave to b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Organization.  

650.3 Special leave is normally granted without pay, for a period not exceeding one year. 

650.4 Normally special leave is granted when all accrued annual leave has been exhausted. 

650.5 Continuity of service shall not be broken during periods of special leave, which shall be 

credited for all purposes except as otherwise specified in these Staff Rules.  

650.6 Service credits accru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rate of partial pay during special leave 

with partial pay of more than 30 days. 

650.7 Service credits shall not accrue towards sick, annual or home leave, salary increment, 

termination indemnity or repatriation grant during periods of special leave without pay of 

more than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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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8 During special leave with full or partial pay the staff member and the Organizatio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at the full r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Staff Pension Fund, the 

Staff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Accident and Illness Insurance.  

650.9 During any special leave without pa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shall apply: 

650.9.1 cover under any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ese Staff Rules shall cease unless the 

staff member pays both his or her own and the Organization’s contributions 

under the appropriate insurance plans; and 

650.9.2 no contributory service shall accrue for pension purposes unless the staff 

member pays both his or her own and the Organization’s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Staff Pension Fund. 

650.10 Other conditions for special leave may be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 

[655. LEAVE WITHOUT PAY [Deleted]] 

…………………………………………………………………………………………………………… 

1010. RESIGNATION  

1010.1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stated in Staff Rule 1010.2, staff members holding continuing or 

fixed-term appointments may resign on giving three months’ notice. Staff members 

holding probationary fixed-term appointments or temporary appointments of more than 60 

days may resign on giving one month’s notice. Temporary staff members appointed for a 

shorter period shall give the notice specified in their appointment. The Director-General 

may shorten or waive the required notice period at his discretion. 

…………………………………………………………………………………………………………… 

1225. ADMINISTRATIVE REVIEW 

1225.1 A staff member wishing to contest formally a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alleging 

non-observance of his or her terms of appointment, including pertinent Staff Regulations or 

Staff Rules, shall, as a first step, submit a request in writing for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of 

that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A staff member shall not request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until all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channels have been exhausted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has become final. A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is to be considered as 

final when it has been taken by a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and the staff member has received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the decision. The Director-General shall establish which categories 

of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review under this Staff Rule. 

…………………………………………………………………………………………………………… 

1230. GLOBAL BOARD OF APPEAL 

1230.1  Subject to Staff Rule 1230.5, a staff member may appeal before the Global Board of 

Appeal (the Board) against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Decision, against a deemed rejection 

under Staff Rule 1225.5 or against a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not subject to review 

under Staff Rule 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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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of appeal 

1230.5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shall govern the conditions of appeal against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Decision, against a deemed rejection under Staff Rule 1225.5 or against a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not subject to review under Staff Rule 1225. 

1230.5.1 A staff member wishing to appeal must file with the Board, within ninety (90) 

calendar days after receipt of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Decision, within 

ninety (90) calendar days of the expiration of the deadline or extended 

deadline referred to in Staff Rule 1225.5, or within ninety (90) calendar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that is not subject to review 

under Staff Rule 1225, a complete statement of appeal specifying the decision 

against which the appeal is made and stating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pleas. 

The Board shall open its proceedings upon receipt of the appellant’s complete 

statement of appeal.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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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全球孕产妇和 

婴幼儿营养监测框架的更多核心指标1 

[EB142/22 – 2018 年 1 月 2 日] 

1. 本报告叙述执行卫生大会 WHA65.6 号决议（2012 年）认可的《孕产妇和婴幼儿营

养全面实施计划》的进展情况，提供有关各国采取措施落实 WHA34.22 号决议（1981

年）通过并经之后历届卫生大会相关决议更新的《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的情况，

并介绍就终结向婴幼儿不适当促销食品行为编写技术指导文件的进展情况（卫生大会

WHA69.9 号决议（2016 年）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 

行动 5：监测并评估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情况 

20. 2015 年 5 月，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WHA68(14)号决定：(1)批准全球孕产

妇和婴幼儿营养监测框架的更多核心指标；(2)建议会员国从 2016 年起报告整套核

心指标，进展指标 1、4、6 和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 1 除外，执委会将在这四个指标

拟定后进行审查批准，相关报告将自 2018 年起；(3)要求总干事提供更多业务指导

文件。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问题技术专家咨询小组（TEAM）2受

命进一步发展和验证这几个指标。咨询小组已就指标的不同方面开展工作，包括其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的、定义是否恰当及是否有数据可用。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研究，以评

估报告这些指标的可行性。根据该小组的建议，现推荐采用以下四个指标（含定义）（见

下表）。 

                                                 
1 见 EB142(6)号决定。 
2 2015 年根据 WHA67(9)号决定（2014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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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建议的指标及其定义 

指标名称 定义 

1. 最低饮食多样性 得到的食物来自五个或更多个食物组的 6-23 个月儿

童所占比例 

2. 孕期补铁 过去两年间当前或之前妊娠期服用任何铁补充剂的

妇女所占比例 

3. 国家一级在公共卫生和/或营

养规划中提供咨询服务 

存在内容包括通过卫生系统或其它以社区为基础的

平台向 0-23 个月婴儿的母亲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

的国家规划 

4. 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密度 指定年份每十万人中经过培训的营养专业人员数量 

21. 已经根据咨询小组建议拟定了有关这些指标的业务指导文件1。 

[第 22-28 段载有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和《关于终止婴幼儿食品不当促销形

式的指导》的进展情况。第 29 段载有已以 EB142(6)号决定通过的决定草案。] 

 

———————— 

 

                                                 
1 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跟踪实现 2015 年目标进展情况业务指导文件》。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2017 年（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operational-guidance-GNMF-indicators/en/，2017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operational-guidance-GNMF-indicato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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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根据 EB142(9)号决定 

与世卫组织建立或维持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1 

[EB142/29 – 2017 年 12 月 4 日] 

健康促进联盟* 

非洲基本药物采购中心协会 

布隆伯格家庭基金会 

国际慈善社* 

基督教盲人布道团 e.V. 

国际儿童癌症协会 

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欧洲肿瘤医学会* 

FDI 世界牙科联合会* 

全球诊断影像、医疗信息技术和放射治疗行业协会* 

全球医疗技术联盟* 

国际助残联合会* 

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组织* 

国际海伦·凯勒协会* 

Humatem* 

国际防盲机构 

国际艾滋病学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妇女权利平等责任平等联盟* 

国际牙科研究协会* 

国际收容和姑息治疗协会*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 

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 

国际出生缺陷监测与研究情报交换中心*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 

国际眼科理事会*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1根据审查期间（2015-2017 年）的合作情况报告，秘书处请执委会考虑延长与名称带有星号的那些非国家行为

者的正式关系。其它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作出特定决定或决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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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眼睛基金会 

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胰岛素基金会* 

国际麻风协会* 

国际医疗团* 

国际癌症治疗和研究网络 

国际儿童健康、环境和安全网络* 

国际医学物理学组织*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 

国际听力学会* 

国际肾病学会* 

国际小儿肿瘤协会 

国际物理和康复医学学会 

国际固体废料协会* 

国际脊髓学会* 

国际抗性传播感染联盟*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健康促进和教育联合会* 

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国际毒理学联盟* 

国际戒酒会组织 

意大利 Raoul Follereau 之友协会* 

KNCV 结核病基金会 

优生优育基金会* 

世界医师协会 

医学妇女国际协会* 

欧洲药物组织（旧称欧洲非专利药物协会）* 

疟疾药物联合项目* 

防盲组织* 

国际整骨联盟 

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 

国际奥比斯项目组织 

公共服务国际 

RAD-AID 国际组织* 

国际扶轮社* 

全球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网络基金会（GNP+）*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 

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 

国际狮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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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 

英联邦盲人协会（视力拯救者）* 

威康信托基金会 

世界收容姑息治疗联盟* 

热带卫生与教育信托基金* 

国际癌症控制联盟* 

美国药典委员会 

国际水援助组织* 

世界盲人联合会 

世界视光理事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世界血友病联合会* 

国际水疗和气候疗法联合会* 

世界聋人联合会 

世界心脏联合会* 

世界肝炎联盟* 

世界高血压联合会* 

世界管道委员会* 

世界中风组织* 

世界兽医协会*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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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 

EB142.R1 号决议：任命美洲区域主任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6.1 领导和治理。 

成果：6.1. 增强全球卫生领域的一致性，其中世卫组织应发挥领导作用，使不同的

行动者能够积极有效地增进所有人的健康。 

产出：6.1.1. 世卫组织发挥有效的领导和管理作用，同时提高世卫组织秘书处和会

员国的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调整、协调和开展努力。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议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议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立即。 

B. 实施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议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实施该决议没有资金影响。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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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 

不适用。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不适用。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不适用。 

 

EB142.R3 号决议：联大终止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筹备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1.2 结核病 

成果：1.2. 根据《终止结核病战略》实现高质量结核病治疗的普遍获得 

产出： 

1.2.1. 全世界调整采用并落实 WHA67.1 号决议有关 2015 年后结核病预防、治疗和

控制的《终止结核病战略》和目标 

1.2.2. 更新政策指南和技术工具，支持实施《终止结核病战略》和实现 2015 年后结

核病预防、治疗和控制目标的努力，其中应包括三个支柱：(1)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

治疗和预防；(2)大胆的政策和支持系统；(3)加强研究与创新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议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多部门问责制框架草案。 

决议含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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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委员会要求总干事与所有相关国际、区域和国家伙伴密切合作，制定一个

多部门问责制框架草案，促进必要的监测、报告、审查和行动，加速在全球和国家

范围内终止结核病的进展，供 2018 年 5 月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b) 一份带有括号的决议草案，供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包含在本文中的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属于与(a)点相关的内容。建议供卫生大

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将在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前

拟定。 

4. 实施该决议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三个月。 

B. 实施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议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13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13 万美元。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零。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 

13 万美元。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不适用。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不适用。 



46 执行委员会第一四二届会议 

 

 

 

 

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0.040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64 

活动 0.07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70 

合计 0.110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134 

 

EB142.R4 号决议：应对毒蛇咬伤的负担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1.4. 被忽视的热带病 

成果：1.4. 增加并保持对被忽视热带病的控制措施的获得情况 

产出：1.4.2. 通过循证技术指南和技术支持实施控制被忽视热带病的措施，并对有

关情况进行监测 

规划领域：4.3. 获得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并加强监管能力 

成果：4.3. 更好地获得并合理使用安全、有效、可负担的高质量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 

产出： 

4.3.1. 提供全球指导文件及制定实施国家政策、战略和工具，促进改善基本药物和

其它卫生技术的获得和使用 

4.3.3. 通过制定规范、标准和指南，加强监管系统以及实行资格预审，提高药品和

其它卫生技术的质量和安全性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议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虽然在编制 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过程中没有具体说明，但计划的可交付成果将

有助于上文详述的产出。具体列出如下。 

• 加速全球努力并协调控制毒蛇咬伤，确保抗蛇毒血清及其它治疗的质量、有效

性和安全性，并把高影响力干预措施作为优先重点； 

• 继续向包括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在内的从事毒蛇咬伤研究的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以促进在证据基础上更好地开展疾病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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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国际努力，以便加强抗蛇毒免疫球蛋白的生产、管理以及质量、安全性与

有效性的控制，并改善为所有人提供的安全有效抗蛇毒血清的可得性、可及性

和可负担性； 

•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加强其提高认识、预防、获得治疗以及减少和控制毒蛇咬

伤的能力； 

• 促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作为加强监测、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手段； 

• 酌情并根据各自的任务，与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合作，应

国家的要求，直接向该病广泛流行的国家提供支持，以便加强蛇咬伤管理活动。 

4. 实施该决议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这一决议目前没有可预见的结束日期，实施工作构成正在进行的有关控制和消除被

忽视热带病工作的一部分。此处介绍的财务信息涉及 2018 年 7 月至 2023 年的六年

期间。 

B. 实施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议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最初 6 年需要 2966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零。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633 万美元。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1063 万美元。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每个双年度 1270 万美元，另加上通货膨胀指数的费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 

零。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633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目前没有。资金筹措将与 2018-2019 双年度可交付成果的主要结果相联系。制

定蛇咬伤环境路线图和组织相关利益攸关方会议，预计将动员至少达双年度预

算 50%的捐助方自愿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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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 − − − − − − − 

活动 − − − − − − − − 

合计 − − − − − − − − 

2018-2019 年 

所需额外资金 

职员 1.32 0.15 0.13 0.12 0.07 0.12 0.14 2.05 

活动 2.53 0.55 0.23 0.31 0.16 0.24 0.26 4.28 

合计 3.85 0.70 0.36 0.43 0.23 0.36 0.40 6.33 

2020-2021 年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1.98 1.04 0.69 0.83 0.33 0.63 0.70 6.20 

活动 2.85 0.47 0.21 0.28 0.16 0.22 0.24 4.43 

合计 4.83 1.51 0.90 1.11 0.49 0.85 0.94 10.63 

今后双年度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3.26 1.08 0.96 0.86 0.50 0.87 0.98 8.51 

活动 2.55 0.49 0.22 0.29 0.16 0.23 0.25 4.19 

合计 5.81 1.57 1.18 1.15 0.66 1.10 1.23 12.70 

 

EB142.R5 号决议：世卫组织 2018-2030 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2.1 非传染性疾病 

成果：2.1. 增加获得预防和管理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的干预措施  

产出： 

2.1.1. 加快制定和实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国家多部门政策和计划 

2.1.2. 促进各国实施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可改变危险因素（烟草使用、饮食、缺乏

身体活动和有害使用酒精）的策略，包括减少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 

2.1.4. 落实监测框架，报告履行《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

会议政治宣言》所载承诺和《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

行动计划》所取得的进展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议的理由：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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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无。 

4. 实施该决议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八年。 

B. 实施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议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3030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940 万美元。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零。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810 万美元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2022-2023 年：640 万美元。 

2024-2025 年：640 万美元。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 

零。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940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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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1.2 0.8 0.8 0.6 0.7 0.6 0.7 5.4 

活动 2.8 0.2 0.2 0.2 0.2 0.2 0.2 4.0 

合计 4.0 1.0 1.0 0.8 0.9 0.8 0.9 9.4 

2018-2019 年 

所需额外资金 

职员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活动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合计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20-2021 年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1.2 0.8 0.8 0.6 0.7 0.6 0.7 5.4 

活动 1.5 0.2 0.2 0.2 0.2 0.2 0.2 2.7 

合计 2.7 1.0 1.0 0.8 0.9 0.8 0.9 8.1 

今后双年度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2.4 1.6 1.6 1.2 1.4 1.2 1.4 10.8 

活动 0.8 0.2 0.2 0.2 0.2 0.2 0.2 2.0 

合计 3.2 1.8 1.8 1.4 1.6 1.4 1.6 12.8 

 

EB142.R6 号决议：增进获得辅助技术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2.4 残疾和康复 

成果：2.4. 增加获得全面的眼保健、听力保健和康复服务 

产出：2.4.1. 根据国家重点实施《世界卫生组织 2014-2021 年全球残疾行动计划：

增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 

规划领域：3.2 老龄化和健康 

成果：3.2. 提高能够健康长寿的老年人所占比例 

产出：3.2.1. 促进各国发展生命全程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战略和能力 

规划领域：4.3 获得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并加强监管能力 

成果：4.3. 更好地获得并合理使用安全、有效、可负担的高质量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 

产出：4.3.1. 提供全球指导文件及制定实施国家政策、战略和工具，促进改善基本

药物和其它卫生技术的获得和使用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议的理由：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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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预计不会有额外可交付成果，但支持建立区域或次区域辅助技术制造、采购和供应

网络方面的现有可交付成果（特别是编制《世界辅助技术报告》第一稿）将得到扩

大和加强。 

4. 实施该决议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实施时间框架目前计划到 2030 年。如需要，相关工作可能在此之后继续进行。 

B. 实施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议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2030 年前为 3250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245 万美元。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255 万美元。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每个双年度 500 万美元。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每个双年度 500 万美元。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 

245 万美元。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255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2030 年前为 1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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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1.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0 

活动 0.20 0.15 0.05 0.15 0.05 0.20 0.05 0.85 

合计 1.80 0.15 0.05 0.15 0.05 0.20 0.05 2.45 

2018-2019 年 

所需额外资金 

职员 0.25 0.10 0.05 0.10 0.05 0.10 0.05 0.70 

活动 0.60 0.20 0.10 0.20 0.25 0.25 0.25 1.85 

合计 0.85 0.30 0.15 0.30 0.30 0.35 0.30 2.55 

2020-2021 年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1.85 0.10 0.10 0.10 0.05 0.10 0.05 2.35 

活动 0.65 0.40 0.20 0.40 0.25 0.50 0.25 2.65 

合计 2.50 0.50 0.30 0.50 0.30 0.60 0.30 5.00 

今后双年度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1.85 0.10 0.10 0.10 0.05 0.10 0.05 2.35 

活动 0.65 0.40 0.20 0.40 0.25 0.50 0.25 2.65 

合计 2.50 0.50 0.30 0.50 0.30 0.60 0.30 5.00 

 

EB142.R7 号决议：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 

EB142.R8 号决议：副总干事 

EB142.R9 号决议：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6.4. 管理和行政 

成果：6.4. 在全组织以一致方式提供有效和高效的管理和行政服务 

产出：6.4.2. 建立有效和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协调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议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议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关于 EB142.R7 号决议，《职员细则》的相关修订款将在以下日期生效： 

(a) 涉及专业及以上职类职员薪酬问题的修订款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b) 涉及定义、教育补助金、安置补助金、离职回国补助金、调动、特别假、无薪

假、辞职、行政复议和全球申诉委员会的修订款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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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B142.R8 号决议，反映本组织目前结构的《人事条例》相关修订款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关于 EB142.R9 号决议，关于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人事条例》相关修

订款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未确定实施的终止日期。 

B. 实施该决议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议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资金需求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 

关于调整职员薪酬的 EB142.R7 号决议第一段和 EB142.R9 号决议，由于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数、汇率、职员的抚养补助金和教育补助金等因素，薪金费用总会有些波

动，因此，这些额外费用将在总体工资预算波动幅度内予以消化。 

EB142.R7 号决议第二段没有任何资金需求。  

关于 EB142.R8 号决议，《人事条例》修订款本身并无任何资金需求。但本组织现

有结构内新增职位的资金将由现有预算拨款提供。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议的资金： 

不适用。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不适用。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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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42(1)号决定：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2018-2023 年改进公共卫生防范和应

 对的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草案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E.2. 各国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 

成果: E.2. 所有国家评估并处理突发卫生事件防范领域存在的关键不足，包括在《国

际卫生条例（2005）》核心能力和针对所有危害的突发卫生事件风险评估能力方面

的不足 

产出：E.2.4. 为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提供秘书处支持 

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的实施要求在整个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范围内开展活

动，其费用包含在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整体规划预算之内。决定实施费用只是秘书处

支持协调五年期全球战略计划的实施、监测和报告费用。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五年。 

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1065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240 万美元。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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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394 万美元。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2022-2023 年期间 431 万美元。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无。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240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评定会费的分配尚不清楚。 

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a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0.61 0.25 0.27 0.20 0.23 0.20 0.25 2.00 

活动 0.1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40 

合计 0.71 0.30 0.32 0.25 0.28 0.25 0.30 2.40 

2018-2019 年 

所需额外资金 

职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活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20-2021 年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0.63 0.52 0.56 0.42 0.48 0.41 0.51 3.52 

活动 0.1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42 

合计 0.73 0.57 0.61 0.47 0.53 0.46 0.56 3.94 

今后双年度 

需要编入的 

资金 

职员 0.65 0.54 0.58 0.44 0.50 0.43 0.53 3.66 

活动 0.16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65 

合计 a 0.82 0.62 0.66 0.52 0.58 0.51 0.61 4.31 

a由于四舍五入关系，有些数字相加后并不等于总数。 

 

EB142(2)号决定：脊灰过渡计划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待定。本决定反映了需要制定一个消除脊灰后时代的过渡计划。该计划

由世卫组织制定、传播和实施，应该支持跨多个规划领域的工作，而且不会自然地

纳入现有的成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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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待定。 

产出：待定。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过渡计划规定了支持的行动： 

• 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过渡计划； 

• 制定认证后战略； 

• 使关键性脊灰控制长期职能主流化； 

• 将资产转用于其它卫生重点； 

• 制定逐步淘汰非必要职能的预先计划； 

• 就过渡的优先重点形成共识； 

• 建立和维持消灭脊灰规划人力和物力资产的全球清单； 

• 总结消灭脊灰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构成成本核算基础的其它可交付成果如下： 

1. 设立世卫组织脊灰过渡计划和管理小组； 

2. 拟定用于过渡计划及其预算和资金供应的愿景和战略框架，并制定与《2019- 

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的优先重点和战略方针一致的脊灰过渡详细战略

行动计划； 

3. 向所有会员国定期通报脊灰过渡计划工作进展情况（直到 2020 年），并就这些

技术问题提供详细的进度报告； 

4. 在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前组织一次会员国情况介绍会。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24 个月（2018 年至 2019 年），分析和工作大都在 2018 年初进行。 

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为了执行本决定的可交付成果，将需要 900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235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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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664 万美元。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100 万美元。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800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未确认资金。 

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1.25 0.53 0.00 0.13 0.00 0.44 0.00 2.35 

活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25 0.53 0.00 0.13 0.00 0.44 0.00 2.35 

2018-2019 年 

所需额外资金 

职员 2.73 0.80 0.00 0.60 0.00 0.50 0.00 4.63 

活动 2.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 

合计 4.74 0.80 0.00 0.60 0.00 0.50 0.00 6.64 

 

EB142(3)号决定：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和可及问题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4.3 获得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并加强监管能力 

成果：4.3. 更好地获得并合理使用安全、有效、可负担的高质量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 

产出：  

4.3.1. 提供全球指导文件及制定实施国家政策、战略和工具，促进改善基本药物和

其它卫生技术的获得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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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通过制定规范、标准和指南，加强监管系统以及实行资格预审，提高药品和

其它卫生技术的质量和安全性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18 个月。 

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60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60 万美元。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60 万美元。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零。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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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0.4 0.0 0.0 0.0 0.0 0.0 0.0 0.4 

活动 0.2 0.0 0.0 0.0 0.0 0.0 0.0 0.2 

合计 0.6 0.0 0.0 0.0 0.0 0.0 0.0 0.6 

 

EB142(4)号决定：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4.3 获得药品和其它卫生技术并加强监管能力 

成果：4.3. 更好地获得并合理使用安全、有效、可负担的高质量药品和其它卫生

技术 

产出：4.3.2. 实施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五年（2018-2022 年）。 

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2018 至 2022 年总计 3150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1080 万美元。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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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1360 万美元。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710 万美元。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300 万美元。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780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正与会员国开展讨论，以筹措更多资金。 

估计资金需求细目（百万美元） 

资金的精确分配将在卫生大会通过决定后确定。 

 

EB142(5)号决定：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3.5 卫生和环境 

成果：3.5. 减少健康面临的环境威胁 

产出： 

3.5.1. 加强各国评估卫生风险及制定并实施政策、战略或法规的能力，以预防、减

轻和管理环境和职业风险对卫生的影响 

3.5.2. 就与空气和噪声污染、化学品、废物、水和卫生设施、辐射和气候变化有关

的环境和职业卫生风险和效益建立规范和标准并拟定指南，并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为

其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3.5.3. 在实施有关环境的多边协议和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的）

《巴黎协定》、与职业卫生和安全有关的国际劳工公约以及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时

落实公共卫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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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决定将产生两个可交付成果：(1)为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环境下气候变化对

健康影响的旗舰行动拟定行动计划草案；(2)有关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全球综合

战略。 

建议这两个可交付成果是因为总干事在其授权范围内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和环境，也

因为这是《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提出的新平台。因此，这些可交付

成果虽然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但可以纳入现有预算空间。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决定第一部分可由当前理事机构授权覆盖，并可在六个月之内实现（到 2018 年 7

月底时）。 

决定第二、三部分需要更长的审议过程，包括由区域委员会审议。将在 2019 年第

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时完成（即，16 个月时间）。 

因此，该决定将在本双年度内得到全面实施。 

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103 万美元。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总资金需求可在《2018-2019 年规划预算》内得到满足，主要通过改变为相关目的

编制的预算空间用途（例如，现在可以将为提供气候变化和卫生领域技术支持准备

的预算空间用于本决定第一部分的工作）。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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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总部和区域办事处气候变化规划内有50万美元可用于支持实施决定第一部分。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53 万美元。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预计决定第一部分将获得 5 万美元自愿捐款。 

表：估计资金需求细目（千美元） 

双年度 费用 总部 区域 总计 

非洲 美洲 东南亚 欧洲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决定第一部分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60 15 30 15 15 15 30 180 

活动 75 50 100 50     175 450 

合计 135 65 130 65 15 15 205 630 

决定第二、三部分 

2018-2019 年 

已编入预算的 

资金 

职员 90 15 15 15 15 15 15 180 

活动 130 15 15 15 15 15 15 220 

合计 220 30 30 30 30 30 30 400 

 

决定第一部分：拟订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环境下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

的旗舰行动的一项行动计划草案。 

建议通过为太平洋（西太平洋区域）、加勒比海（美洲区域）和印度洋（非洲区域

和东南亚区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召开三次专门磋商会拟定行动计划草案。相关差旅和

其它费用包括在表格中，列入相关区域活动预算。磋商会将通过总部获得顾问支持。制

定计划工作还将包括举行对所有会员国和区域办事处开放的在线磋商。 

为所有区域办事处和总部支持在线磋商进程、投入技术文件工作和审阅计划的职员

安排了职员时间费用。 

决定第二、三部分：拟订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综合战略草案，通过区域委员

会与会员国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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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综合战略草案需要职员大量投入，一开始是在总部，成本核算是 P5 级别三个

月 90 000 美元。活动费用涵盖与一位顾问签署 49 500 美元的合同（550 美元/天×90 天），

加上至少一位职员及该顾问参加相关区域委员会会议的差旅费（总计 50 000 美元）。 

此外预计还需要 30 000 美元的文件制作费用（假设翻译免费），该战略草案拟向第

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 

区域层面的费用是职员审阅和就战略草案提出意见的时间费用。 

EB142(7)号决定：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2018-2022 年合作伙伴捐款分配比例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不适用。 

成果：不适用。 

产出：不适用。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实施不在

《2018-2019 年规划预算》范围之内，但支持按照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所开

展的工作。 

该框架第 6.14.5 节规定，总干事将根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咨询小组的意见，就用于

大流行间期的防范措施的伙伴关系捐款比例和为发生大流行情况时的应对活动所

预留的捐款比例向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该决定确定，将于 2022 年重新审查（合作伙伴捐款在大流行流感防范和应对之间

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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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实施该决定不会带来额外费用影响。该决定将在获得资金时，由秘书处通过全组织

范围内的有关司和部门实施。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不适用。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不适用。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不适用。 

 

EB142(9)号决定：与世卫组织建立或保持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 

A.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1. 该决定如果获得通过将促进《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哪些规划领域、成果和产

出。 

规划领域： 

6.1 领导和治理 

6.2 透明、问责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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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6.1. 增强全球卫生领域的一致性，其中世卫组织应发挥领导作用，使不同的行动者

能够积极有效地增进所有人的健康 

6.2. 世卫组织以可问责和透明的方式运作，并建立运转良好的风险管理和评估框架 

产出： 

6.1.2. 与其它联合国机构和非国家行为者进行有效的联系，以便制定与会员国重点

相一致的统一卫生议程 

6.2.1. 在本组织各层级确保问责制和加强全组织风险管理 

2. 如果与《2018-2019 年规划预算》中指明的结果没有联系，则请扼要说明审议该决

定的理由： 

不适用。 

3. 请扼要阐述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 2018-2019 双年度期间秘书处任何

额外可交付成果： 

不适用。 

4. 实施该决定估计所需的时间（年数或月数）： 

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是执行委员会 1 月份会议的常设议程项

目。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建立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得到审查，并在适用的情况下，

根据商定的工作计划将这一关系延长三年。 

B. 实施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资金影响 

1. 实施该决定所需的资金总额（百万美元）： 

本组织与具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所涉资源（收入和支出）是本组

织正常计划的一部分，不单独计算。 

2.a. 已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2.b. 未编入《2018-2019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3. 《2020-2021 年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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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后规划预算的估计资金需求（百万美元）： 

不适用。 

5. 可用于在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百万美元） 

– 可用于当前双年度实施该决定的资金： 

不适用。 

– 当前双年度的资金缺口： 

不适用。 

– 预料有可能获得的有助于填补当前双年度缺口的资金： 

不适用。 

 
 

 

 

 
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