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 行 委 员 会 EB134/DIV./2 

第一三四届会议 2013年 12月 4日 

临时议程项目 1 

 

 

 

 

 

初步日程表 

2014年 1月  其它 

20日（星期一）   

09:30 – 12:30 项目 1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项目 2 总干事的报告 

项目 3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

的报告 

项目 4 区域委员会向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14:30 – 17:30 项目 6 传染病 

项目 6.1 2015 年后结核病预防、治疗和控制全

球战略和目标 

项目 6.2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如时间允许 项目 10 防范、监测和应对 

项目 10.5 肝炎 

 

21日（星期二）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半公开会议 

项目 12 职工配备事项 

项目 12.1 任命东南亚区域主任 

项目 12.2 任命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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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其它 

21日（星期二） 
（续） 

  

 随后举行公开会议 

项目 12 职工配备事项（续） 

项目 12.1 任命东南亚区域主任（续） 

项目 12.2 任命西太平洋区域主任（续） 

项目 7 非传染性疾病 

项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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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言的
后续事宜 

项目 7.2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 

项目 7.3 残疾 

 

如时间允许 项目 8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项目 8.1 监测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
实现情况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中的卫

生问题 

 

17:30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
员会 

雅克•帕里索基金奖
研金遴选小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卫生基金遴选小组 

李钟郁博士纪念奖

遴选小组 

22日（星期三）   

09:00 – 12:30 项目 5 世卫组织改革 

项目 5.1 改革实施计划和报告 

项目 5.2 改进理事机构决策的方案 

项目 5.3 简化国家报告程序和与会员国沟通
程序 

项目 5.4 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 

项目 5.5 筹资对话 

项目 5.6 战略性资源配置 

项目 5.7 行政和管理费用的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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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其它 

22日（星期三） 

（续） 

  

14:30 – 17:30 项目 8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续） 

项目 8.2 通过生命全程方法促进健康老龄化

的多部门行动 

项目 8.3 
1
 

项目 8.4 应对尤其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

题全球挑战 

项目 8.5 《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 

项目 8.6 接触汞和汞化合物带来的公共卫生

影响：世卫组织和政府公共卫生部在

落实《水俣公约》方面的作用 

 

17:30  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 

Ihsan Dogramaci 家

庭卫生基金遴选小组 

23日（星期四）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9 卫生系统 

项目 9.1 传统医学 

项目 9.2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

医疗产品 

项目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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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9.4 将姑息治疗作为生命全程的综合性

治疗内容予以加强 

项目 9.5 加强管制系统 

项目 9.6 为支持全民健康覆盖开展卫生干预

和技术评估 

项目 9.7 获取基本药物 

 

                                                 
1 EB133(1) 删除议程项目 

执行委员会决定： 

(1) 从临时议程上删除项目 6.3； 

(2) 要求总干事与各区域会员国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就该项目标题和内容达成共识； 

(3) 在执委会第 134 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中增加一个无标题项目，并以脚注形式提及本决定，不言而喻，该项目

的最终标题和内容将反映总干事非正式磋商的结果。 

（第二次会议，201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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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其它 

23日（星期四） 

（续） 

  

如时间允许 项目 10 防范、监测和应对（续） 

项目 10.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24日（星期五）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0 防范、监测和应对（续） 

项目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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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0.3 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项目 10.4 脊髓灰质炎：强化全球消灭行动 

项目 10.6 抗菌素耐药性 

项目 11 管理、财务和法律事项 

项目 11.1 评估 

项目 11.2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项目 11.3 不动产：日内瓦建筑整修战略最新情况 

项目 11.4 代管的卫生伙伴关系 

项目 11.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工作小

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项目 11.6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 

 各基金会和授奖 

项目 11.7 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以及执行委员会第 135 届会议日期和

地点 

 

25日（星期六）   

09:3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2 职工配备事项（续） 

项目 12.3 世卫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项目 12.4 人力资源 

项目 12.5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12.6 《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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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其它 

25日（星期六） 

（续） 

  

 项目 13 通报事项 

项目 13.1 咨询机构的报告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项目 13.2 进展报告 

传染病 

A. 2011-2015 年全球卫生部门艾滋

病毒/艾滋病战略（WHA64.14 号

决议） 

B. 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WHA 

64.16 号决议） 

非传染性疾病 

C. 预防儿童伤害（WHA64.27号决议）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D. 生殖卫生：朝着实现国际发展目

标和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

（WHA57.12 号决议） 

E. 女性生殖器切割（WHA61.16 号

决议） 

F. 青少年与健康风险（WHA64.28

号决议） 

G. 实施拯救妇女和儿童生命产品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WHA66.7

号决议） 

H. 气候变化和卫生（EB124.R5 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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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其它 

25日（星期六） 

（续） 

  

 卫生系统 

I.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

战略和行动计划（WHA62.16 号

决议） 

J. 血液制品的可得性、安全性和质

量（WHA63.12 号决议） 

K. 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WHA 

63.22 号决议） 

L.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防

范、监测和应对 

M. 为满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不

断增长的卫生需求，世卫组织的

应对和作为卫生部门牵头机构

的作用（WHA65.20 号决议） 

全组织范围服务/促进性职能 

N. 多种语言：实施行动计划（WHA 

61.12 号决议） 

项目 14 会议闭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