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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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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会议室 

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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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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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8 之后 

 第八次会议 第四次会议 非传染性疾病
起草小组 

14:30 – 17:30  第九次会议 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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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在日内瓦期间，如果您遇到与安全有关的紧急情况或有任何涉及您个人安全的特殊问题，请与世

卫组织安全办公室/值班干事联系，电话为：+41 (0)22 791 11 52。 

我们还要提醒您注意，在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会）期间，已对要求进入万国宫和会议室区域的

车辆和行人加强安全检查。因此我们建议，请您在到达时准备好所需身份和适当的认可参加会议证

明，以便利您进入卫生大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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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卫生大会工作日程 

2013年 5月 24日，星期五 

全体会议 会议大厅 

第八次会议 09:00   

项目 6 执行委员会：选举 

 文件 A66/67 

项目 8 主要委员会的报告 

  

甲委员会 XVIII会议室 

第八次会议 全体会议结束项目 8之后 – 12:30  

第九次会议 14:30 – 17:30 

 甲委员会第三份报告草案 

 文件 (Draft) A66/69 含有一项决议，题为： 

 — 实施联合国拯救妇女和儿童生命产品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项目 15（续） 防范、监测和应对 

项目 15.1（续） —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文件 A66/16 和 A66/16 Add.1 

项目 13（续） 非传染性疾病 

项目 13.3（续） — 2013-2020 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草案 

 文件 A66/10 Rev.1、A66/10 Rev.1 Add.1 和 A66/A/Conf./4 

项目 13.5（续） — 残疾 

 文件 EB132/2013/REC/1、EB132.R5 号决议、A66/12 和

A66/A/Conf./5 

项目 15（续） 防范、监测和应对 

项目 15.2 —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文件 A66/17 和 A66/17 Add.1 

项目 15.3 — 脊髓灰质炎：强化全球消灭行动 

 文件 A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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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时间允许：  

项目 16 传染病 

项目 16.1 —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文件 A66/19 

项目 16.2 — 被忽视的热带病 

 文件 EB132/2013/REC/、EB132.R7 号决议和 A66/20 

项目 16.3 — 疟疾 

 文件 A66/21 

  

乙委员会 XVII会议室 

第四次会议 全体会议结束项目 8之后 – 12:30  

第五次会议 14:30 – 17:30 

 乙委员会第二份报告草案 

 文件 (Draft) A66/68 含有九项决议，题为： 

 —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
法》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 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塔吉克斯坦 

— 2014-2015 年摊款比额表 

— 外汇风险管理 

— 外审计员的报告 

—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 不动产 

— 与政府间组织的协定 

— 将南苏丹从东地中海区域转至非洲区域 

 以及一项决定，题为： 

 — 任命参加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项目 17（续） 卫生系统（由甲委员会转入的项目） 

项目 17.3（续） — 全民健康覆盖 

 文件 A66/24、A66/A/Conf./2 和 A66/A/Conf./2 Add.1 

项目 17.1 —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文件 A66/22 

项目 17.2 —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

事宜 

 文件 A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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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7.4 — 卫生人力：应对短缺和移徙以及迎接新需求方面的进展 

 文件 A66/25 

项目 17.5 — 电子卫生保健与卫生互联网域名 

 文件 EB132/2013/REC/1，EB132.R8 号决议和 A66/26 

  

2013年 5月 25日，星期六 

甲委员会 XVIII会议室  

第十次会议 09:30 – 12:30 

项目 13（续） 非传染性疾病 

项目 13.1（续） — 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综合监测框架和目标草案 

 文件 A66/8、A66/8 Add.1、A66/A/Conf./1 和 

A66/A/Conf.1 Add.1 

项目 13.2（续） —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草案 

 文件 A66/9、A66/9 Corr.1、A66/A/Conf./1 和 

A66/A/Conf.1 Add.1 

  

2013年 5月 27日，星期一 

甲委员会 XVIII会议室 

第十一次会议 09:00 – 12:00  

第十二次会议 14:30 – 17:30 

项目 14（续）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项目 14.1（续） — 监测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乙委员会 XVII会议室 

第六次会议 09:00 – 12:00  

第七次会议 14:30 – 17:30 

项目 18 进展报告 

 非传染性疾病 

 A. 加强非传染性疾病政策，促进积极老年生活（WHA65.3 号决议） 

 B. 减少有害使用酒精的全球战略（WHA63.13 号决议） 

 C. 维持消除碘缺乏症（WHA60.2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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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监测和应对 

 D. 增强国家卫生突发事件和灾害的管理能力以及卫生系统的应变能力

（WHA64.10 号决议） 

 E. 气候变化和卫生（EB124.R5 号决议） 

 传染病 

 F. 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WHA64.16 号决议） 

 G. 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WHA60.1 号决议） 

 卫生系统 

 H. 患者安全（WHA55.18 号决议） 

 I. 饮用水、环境卫生与健康（WHA64.24 号决议） 

 J. 工人健康：全球行动计划（WHA60.26 号决议） 

 K. 把性别分析和行动纳入世卫组织工作的战略（WHA60.25 号决议） 

 L. 药物合理使用方面的进展（WHA60.16 号决议） 

 M. 卫生政策和系统研究战略 

 决议和报告定稿 

  

2013年 5月 28日，星期二 

甲委员会 XVIII会议室 

第十三次会议 09:00   

 决议和报告定稿 

  

全休会议 会议大厅 

第九次会议 紧接甲委员会闭会之后  

项目 8（续） 主要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9 卫生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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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会议简报 

 

甲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Walter T. Gwenigale 博士（利比里亚） 

 随后：Lester Ross博士（所罗门群岛），副主席 

—  甲委员会第二份报告草案 

 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并邀请报告员（Victor Cuba Oré 博士[秘鲁]）

宣读甲委员会第二份报告草案，文件(draft) A66/65 含有一项决议，题为： 

 — 面向普遍的眼健康：2014-2019 年全球行动计划 

 决议得到批准，甲委员会第二份报告草案获得通过。 

项目 14（续）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项目 14.1（续） — 监测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主席宣布再次讨论该项目，并提请委员会注意载于文件第 A66/13 和

A66/47 中的报告。主席宣布开始讨论，随后请秘书处发言，后者对提出

的问题作了回应。会议建议该议程项目尚未结束，将由定于 5 月 23 日

（星期四）16 点开会的非正式工作小组对提出的修正案进一步作出审议

和讨论。该项目的讨论暂停，等待非正式工作小组的结果。 

项目 14.2 — 为增进妇幼健康而设立的高级别委员会所提建议的后续行动 

 请委员会审议文件 A66/14 和载于文件 EB132/2013/REC/1 中的

EB132.R4号关于实施拯救妇女和儿童生命产品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问题决议

草案。应主席邀请，执行委员会代表作了介绍性发言。会议开始讨论发

言。会议宣布，将在甲委员会下次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一项目。 

 主席宣布，将若干项目转至乙委员会。 

 17.1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17.2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

事宜 

17.3 全民健康覆盖 

17.4 卫生人力：应对短缺和移徙以及迎接新需求方面的进展 

17.5 电子卫生保健与卫生互联网域名 

18. 进展报告 

  

乙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Kathryn Tyson 女士（大不列颠以及北爱兰联合王国） 

 随后：Poonam Khetrapal Singh 博士（印度），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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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委员会第一份报告草案 

 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并邀请报告员（Jilali Hayim 先生[摩洛哥]）宣

读文件 (Draft) A66/66 这份乙委员会第一份报告草案，其中含有两项决

议，题为： 

 —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卫

生状况 

— 2012 年 1 月 1 日 –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 

 决议得到批准，乙委员会第一份报告草案获得通过。 

项目 24 管理和法律事项 

项目 24.4 — 将南苏丹从东地中海区域转至非洲区域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议程项目，并邀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66/43

和 A66/43 Add.1 中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未经修订获得批准。 

项目 21（续） 财务事项 

项目 21.2 —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

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项目 21.3 — 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塔吉克斯坦 

 秘书处回答了所提问题。委员会批准了载于文件 A66/55 中的决议草

案。载于文件 A66/45 中的决议草案经修订获得批准。 

项目 21.4 — 2014-2015 年摊款比额表 

  外汇风险管理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项目，并请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

会主席发言，他概述了载于文件 A66/56 中的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的报

告。委员会审议了 EB132.R6 号关于 2014-2015 年摊款比额表问题的决议

草案以及载于文件 A66/32 中题为外汇风险管理的决议草案。委员会批准

了这两个决议草案。 

项目 22 审计和监督事项 

项目 22.1 — 外审计员的报告 

 主席邀请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主席通报其所代表的委员会对这

一议题的讨论情况。外审计员随后对其报告作了介绍。总干事和负责一

般管理部门的助理总干事回答了所提问题。委员会批准了载于文件

A66/58 中的决议草案。 

项目 22.2 — 内审计员的报告 

 主席邀请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其所代表的委

员会对这项议题的讨论情况。秘书处回答了所提问题。委员会注意到载

于文件 A66/59 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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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3 职工配备事项 

项目 23.1 —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 

 主席邀请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其所代表的委

员会对这一议题的讨论情况。秘书处回答了所提问题。总干事对讨论情

况发表了评论。委员会注意到载于文件 A66/60 中的秘书处的报告。 

项目 23.2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项目，并邀请与会代表发表评论。秘书处回答了

所提问题。委员会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 38次年度报告的报告。 

项目 23.3 — 《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项目。委员会注意到载于文件 A66/38 中的报

告。 

项目 23.4 —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项目，秘书处回答了所提问题，委员会注意到

载于文件 A66/39 中的报告。 

项目 23.5 — 任命参加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主 席 宣 布 开 始 讨 论 该 项 目 ， 委 员 会 同 意 提 名 Viroj  

Tangcharoensathien 博士（泰国）为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委

员，任期三年，到 2016 年 5 月届满；P.T. Toelulpe 女士（萨摩亚）为委

员，任期为其剩余时间，到 2014 年 5 月届两；以及 Mahmoud N. Fikry

博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Alejandro Henning 先生（阿根廷）为候补

委员，任期三年，到 2016 年 5 月届满。 

 主席告知本委员会，经过甲委员会和乙委员会的副主席进行磋商并征

得卫生大会主席同意，议程项目 17和 18将从甲委员会转到乙委员会。 

  

甲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主席：Walter T. Gwenigale 博士（利比里亚） 

项目 14（续）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项目 14.2（续） — 为增进妇幼健康而设立的高级别委员会所提建议的后续行动 

 主席宣布再次讨论这一项目，继续讨论载于 A66/14 中的报告以及文

件 EB132/2013/REC/1 中的 EB132.R4 号关于实施拯救妇女和儿童生命产

品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问题决议草案。该议程草案经修订获得批准。 

项目 14.3 — 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议程项目，并邀请与会代表就载于文件 A66/15

中的报告发表评论。秘书处随后被邀请回答所提问题。委员会注意到该

报告，该项目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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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5 防范、监测和应对 

项目 15.1 —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继会员国提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情况作出介绍之后，主席宣布开始讨

论该议程项目并作为例外情况邀请秘书处（Keiji Fukuda 博士）发言。秘
书处作了介绍之后，主席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Zaid Memish 博士）作
了报告。主席随后宣布开始讨论发言。在甲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将继续讨
论这一议题。 

  

乙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Kathryn Tyson 女士（大不列颠以及北爱兰联合王国） 

项目 24（续） 管理和法律事项 

项目 24.1 —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主席邀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EB132/2013/REC/1 中的 EB132.R14

号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未经修订获得了委员会批准。 

项目 24.2 — 不动产 

 主席邀请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向该委员会通报

其所代表的委员会对这一议题的讨论情况。秘书处回答了所提问题。委
员会未经修订即批准了载于文件 A66/62 中的决议草案。 

项目 24.3 — 与政府间组织的协定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该项目，并邀请与会代表发表评论。委员会批准
了载于文件 A66/46 中的决议草案。 

项目 25 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它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主席宣布讨论该项目，并邀请与会代表发表评论。委员会随后注意
到载于文件 A66/44 中的报告。 

项目 17 卫生系统（由甲委员会转至的项目） 

项目 17.3 — 全民健康覆盖 

 主席宣布开始讨论这一项目。该项目尚未结束，将在委员会以后的
会议上进行讨论。 

 会议休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  

 主席：尾身茂博士（日本） 

 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 

项目 7 授奖 

 主席欢迎各奖项尊敬的获奖者，以及代表世川卫生纪念基金的日本
基金会主席和世卫组织消除麻风病亲善大使 Yohei Sasakawa 先生；代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的卫生政策副部长助理 Mahmoud Fikri 博士；

代表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的科威特卫生部长 Mohammad Barrak Alhaify

博士阁下以及代表李钟郁博士纪念基金的韩国国际卫生保健基金总裁
Soo-Ku Lee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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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列昂 • 伯尔纳基金奖 

 主席宣布将 2013 年列昂 •伯尔纳基金奖授给滕树忠博士。 

 滕树忠博士是凤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他因对中国湖南省凤

凰地区的卫生培训和卫生保健服务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此殊荣。 

 滕树忠博士不能参加授奖仪式，秘书处已作出安排，将奖牌向他转交。 

 根据章程第八条规定，列昂•伯尔纳委员会决定对列昂•伯尔纳基金

章程第二条作出修订，将“社会医学”替换为“初级卫生保健”。这一修订

已经向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供参阅。 

  世川卫生奖 

 Yohei Sasakawa 先生代表世川纪念卫生基金向卫生大会致词。 

 将 2013 年世川卫生奖授予大韩民国的 No-Yai Park 教授。 

 No-Yai Park 教授在大韩民国一直大力推动提高公共卫生中心和卫生

人员教育的质量，特别是在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护理领域。 

 No-Yai Park 教授接受该奖，并向卫生大会致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卫生政策副部长助理 Mahmoud Fikri 博士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

基金向卫生大会致词。 

 将 2013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给科威特的 Layla Ali 

Akbar Bastaki 博士。 

 Layla Ali Akbar Bastaki 博士因对本国遗传病研究与管理工作所作出

的杰出贡献而获此殊荣。通过开展研究，与基因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她

制定了涵盖科威特最常见的遗传病的各项方案。 

 Layla Ali Akbar Bastaki 博士接受该奖，并向卫生大会致词。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 

 科威特卫生部长 Mohammad Barrak Alhaify 博士阁下代表科威特国

健康促进研究奖向卫生大会致词。 

 2013 年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奖授予中国的王贵齐医生。 

 王贵齐医生获奖是因为对中国早期发现和治疗食道癌所做出的显著

贡献。王贵齐医生及其同事为来自 28 个省的 2100 名卫生专业人员提供

了培训。这种得到加强的筛查能力优化了农村地区癌症预防和控制的初

级卫生保健系统。 

王贵齐医生接受该奖，并向卫生大会致词。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 

 韩国国际卫生保健基金总裁 Soo-Ku Lee 博士代表李钟郁博士纪念基

金向卫生大会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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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由两名候选者共享： 

 — 安东博士（中国） 

 安东博士因致力于在中国西南部贵州省预防和控制燃煤污染型地方

性氟中毒及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得到认可。 

 — 马尔代夫糖尿病协会 

 马尔代夫糖尿病协会获此荣誉是因其唤起了对糖尿病的公众意识，

在马尔代夫制定了预防糖尿病和其它非传染性疾病的健康促进干预措

施，并培训当地人员，提供咨询和最终治疗。 

 安东博士接受该奖，并向卫生大会致词。 

 Aishath Shiruhana 女士代表马尔代夫糖尿病协会接受该奖，并向卫

生大会致词。 

 授奖仪式结束后，主席告知卫生大会，曾经作出决定由他本人修改

两个委员会的工作日程。经与两个委员会的主席磋商，决定将以下议程

项目从甲委员会转至乙委员会： 

 17.1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17.2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

事宜 

17.3 全民健康覆盖 

17.4 卫生人力：应对短缺和移徙以及迎接新需求方面的进展 

17.5 电子卫生保健与卫生互联网域名 

18 进展报告。 

  

III. 技术介绍会 

在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将举行下列技术介绍会。 

2013年 5月 24日，星期五 12:30–14:00 XII会议室 

全民健康覆盖：它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衡量进展？ 

将提供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同传 

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全民健康覆盖问题的两个决议（2005 年 WHA58.33 和 2011 年

WHA64.9）之后，许多国家作出努力，为实现全民覆盖对其卫生体系实施变革。越来越多

的国家政府在这一方面向世卫组织争取技术和政策支持。2013 年 2 月，世卫组织和世界银

行共同举办了一次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部长级会议，参与方包括卫生部、财政部、发展伙伴

以及民间社会。要求作出的明确说明涉及到：什么是全民健康覆盖，什么不属这一范畴，

为了更加靠近全民健康覆盖，各国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及各国如何才能监测其进展方面的

信息。该技术介绍会将包括部长级会议情况报告，随后对全民健康覆盖的框架展开讨论，

并对如何才能监测进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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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它会议 

秘书处获悉，在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将举行下列会议。 

2013年 5月 24日，星期五 

  

07:45–08:45 

VII会议室 

美洲集团会议（GRUA）。 

将提供英文和西班牙文同传。 

08:00–08:45 

XVI 会议室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英文和法文同传。 

08:15–08:45 

IX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08:30–08:50 

VIII 会议室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08:30–08:50 

XXIV 会议室 

欧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2:15–13:45 

IX 会议室 

阿富汗医院部门的公私伙伴关系。由阿富汗代表团组织召开。 

12:30–14:00 

XXIII 会议室 

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千年发展目标及其以后。由孟加拉国代表团组织召

开。 

12:30–14:00 

IV 会议室 

身体活动、体育与健康。由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之友小组组织召开（由

哥斯达黎加和卡塔尔代表团联合主持）。 

12:45–14:15 

XXIV 会议室 

被忽视的热带病、结核病和疟疾方面的新型用药：全球卫生创新技术基

金（GHIT）新行动。由日本代表团组织召开。 

13:20–14:20 

VIII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7:45–18:45 

VIII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18:00–19:30 

XII会议室 

全球基金实施方会议。由苏丹代表团组织召开。 

将提供英文和法文同传。 

2013年 5月 25日，星期六 

  

08:00–08:45 

XVI 会议室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英文和法文同传。 

08:15–08:45 

IX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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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50 

VIII 会议室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08:30–08:50 

XXIV 会议室 

欧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3:20–14:20 

VIII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2013年 5月 27日，星期一 

  

07:45–08:45 

VII会议室 

美洲集团会议（GRUA）。 

将提供英文和西班牙文同传。 

08:00–08:45 

XVI 会议室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英文和法文同传。 

08:15–08:45 

XII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08:30–08:50 

XV 会议室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08:30–08:50 

XXIV 会议室 

欧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2:30–14:00 

XXIV 会议室 

将银屑病当做一种对人们生活具有很大影响的严重慢性自身免疫非传染

性疾病。由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代表团组织召开。 

将提供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同传。 

12:30–14:00 

XXIII 会议室 

慢性病患者面临的伦理挑战以及卫生体系的利用问题：一个案例研究。

由智利代表团组织召开。 

将提供英文和西班牙文同传。 

13:20–14:20 

IV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7:45–18:45 

XII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2013年 5月 28日，星期二 

  

08:00–08:45 

XVI 会议室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英文和法文同传。 

08:15–08:45 

XII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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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50 

XV 会议室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08:30–08:50 

XXIV 会议室 

欧洲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3:20–14:20 

IV 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17:45–18:45 

XII会议室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会员国代表团会议。 

将提供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同传。 

  

 

V. 通知 

设施 

A.821 房间为卫生大会代表商务中心，供代表进行文字处理和复印。 

在万国宫所有重要的公共区域内备有开放的无线上网设备。 

—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www.who.int 

— 世界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文件：http://www.who.int/gb/e/index.html  

世卫组织信息产品和纪念品销售 

世卫组织书店位于万国宫 13 号和 15 号门之间。备有世卫组织及其区域办事处的最新

出版物和信息产品并以 50%的折扣出售。还将陈列世卫组织纪念品。万国宫书店的营业时

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 16:30，而世卫组织总部书店则从 09:00 – 16:30 营业。 

个人邮件 

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请每天到问询处领取其个人邮件、便

笺、请柬。 

医疗服务 

需要医疗服务的代表可拔打：022917 4048。 

=       =      = 

http://www.who.int/
http://www.who.int/gb/e/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