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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话 
1995年1月16日于日内瓦 

主席先生，尊敬的执委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在发达国家，三分之二的死亡发生在65岁以后，而在发展中国 

家，三分之二的死亡发生在65岁以下，而且约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下。这 

说明了当前世界上在卫生保健可及性方面存在的不公平。1995年，贫困者 

的死亡和疾病负担仍特别深重。 

关于检査人入享有卫生保健战略实施进展的第三次报告表明在预期寿 

命，婴儿死亡率以及教育和营养状况等全球健康指标方面总的改善。但是, 

如果分解统计，则显示在以国家为总体或国家内的人群中富者和贫困者之 

间在健康方面的差距正在扩大。 

正如在1994年卫生大会上大多数代表团所强调，这一不断扩大的差距 

提出了不只是在生存而且在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可及性方面公平的基本伦理 

问题。它对在全球和毎个国家能否巩固卫生成果提出了疑问。传染病仍对 

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一旦因经济调整和过渡或复杂的紧急情况 

引起经济、卫生和社会基础结构的破坏，那里的传染病又会迅速回升。传 

染病无论发生在何地，都会烕胁到每一个人，因为它们从不受单一的地理, 

行政管理戎社会屏陣的遏制。 

髙发病率和死亡率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大量人力和经济潜力，也是大家 

的损失，包括发达国家，因为它们极大地减少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 

发展的机会。 



如我在其它场合向执委会和区域委员会所说，健康已成为各国政治、 

社会和经济的中心问题。在卫生界以及很大程度上在公众舆论中，普遍认 

识到必须保持以公平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同时， 

不仅在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而且在卫生机构的利用方面，必须实现公平。 

然而，在卫生部门之外，在发展经济学家，资助机构和政治家中间，已浦 

现一种主张以“脱贫”为目标的不同趋势。这已在当前许多发展援助政策 

上得到体现，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已受到强大政治压力随之附和，并对它的 

卫生行动和重点作出相应的调整。 

贫困无疑是卫生发展的主要陣碍。反之，贫困又往往由不健康引起或 

延续。数年来，这一观点激励我不断地向卫生部长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呼吁从最高政治层处理卫生问题并在所有公共政策中给予适当考虑。 

然而，必须明确，脱贫是一个十分不同的目标，它与人入享有卫生保 

健的范围相差甚大。现已开始出现的危险是脱贫政策给卫生提供的资源将 

是最少的，只停留在提供一个仅包拮最基本卫生需要的社会安全网。虽然 

它的目的是减轻贫困带来的最严峻影响，它却默认了有一些人，事实上是 

整个社区，会脱离社会发展进程并被排斥于入类和经济发展的主流之外。 

这样虽有可能脱贫，但却使之制度化。 

我个人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其会员国和秘书处，不应放弃
й
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的原宗旨及其真实含义—一种基于公平、团结和尊重并与世 

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在文字和精神实质上相一致的理想。 

在经济困难及全世界政治、社会和结构过渡时期，我们可能不得不接 

受脱贫搰施的暂时需要，但权宜之计并不等于长期目标和战略，而且肯定 

不会有助于促成卫生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和国际合作。它们未能解决如任其 

恶化下去最终将更为觫手的贫困和疾病的根本原因。况且，无论在国家级 

还是国际级，双轨制社会的发展都将是一枚真正的定时炸弹。这必定会导 

致痏苦和暴力> 社会共识破裂以及文化裂痕和冲突。 



我们必须携手制订实际步》和政策以帮助我们使可行的和可取的一致 

起来。务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形势屈脤；而是表示接受它们的实际情况， 

对此进行工作并逐渐玫变它们,以便创造一个能使我们更接近实现健康理 

想和更公平地满足人民需要和抱负的将来。 

那末（将来霈要_个什么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它的作用和职能应该是 

计么务备会员国对此的期望各不相同。有些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致力于倡 

导卫生及收集、印证和传播卫生情报d这一组会员国还希望强调世界卫生 

组织的规范职能，它在制定技术和伦理标准以及促进解决特定问题研究方 

面的作用。其它一些会员国则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只介入到国家一级技 

术合作Í并限于支持制订政策和实施规划。也有第三组会员国主张维持现 

状并在强调国家级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使命和活 

动范围。 

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改革进程中，关键问题是审査人人享有卫 

生保健的目标和战略以及208D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全面使命。执委会全 

球变化工作组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已建议深入考虑这一问题并在世界卫生 

组织会员国及其许多卫生发展合作伙伴间进行广泛协商。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收到各会员国关于它们对本组织的期望及对其作用 

和使命的看法的明确政策报告。只有那样，本组织才完全可能对其活动进 

行计划并列出重点，评价其工作情况并相应调整其结构和机制。世界卫生 

组织会员国本身必须清楚知道它们对共同合作寄予的期望，准备如何实现, 

根据那些规章和原则以及通过何种渠道。文件EB95/15是为了便于执委会 

考虑这一关键性问题，而不是对此事作预先判断。 

我个人观点是，为响应会员国关于合作的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诺 

应受下列支配：首先是确定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使命和技术能力范围 

内的明确卫生需要；其次是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的拟议干预捎施与 

卫生大会和其它理事机构确定的工作总规划及重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干预能够而且将会起作用这一事实，因为它具有相对优势。 



然而，我并不认为能把世界卫生组织只限于一项职能或开展合作和规 

划的一种标准模式。它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卫生问题，环境和涉及的合作伙 

伴而不同。我要举三个例子说明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卫生行动中所起的不 

同但是决定性的作用。 

⑴面临令人生畏的HIV/文滋病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 

自它成立起已做了大量工作。全球艾滋病规划在发展国家的抗艾滋病计划 

和机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它还负责拟定全球战略，使对全世界的预防/ 

教育，研究及保健和支持产生一个合理一致的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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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该大流行的扩散范围和复杂性，世界卫生组织呼吁进行跨学科、 

机构及文化和政治界限的资源总动员。世界卫生组织拥护建立一个共同发 

起的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的行动，作为一种达到与联合国其它机 

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协同和互补行动的机会。世界卫生组织技术专 

长，现场经验以及与卫生机构、科学家、社区组织和艾滋病相关人群联网 

的独特组合对新的联合规划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将是一项宝贵财产。 

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活动协调和充实的趋势在最近创办的设在世界卫 

生组织的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被公认为协调的领导 

机构的疟疾控制、疫苗和免疫等领域内同样明显。 

⑵第二个例子是在生殖卫生领域活动的职能性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已确 

定并促进生殖卫生作为一项重点卫生和发展问题。专题小组将进一步明确 

全球和国家级的重点和行动。生殖卫生和家庭卫生是互为支持的。在世界 

卫生组织内它们联成许多处室和规划，达到很髙程度的职能性结合。它们 

共同协调生殖卫生方面的生物医学、实施、社会和行为研究。它们一起促 

进和协调把髙质量的综合生殖卫生保健送到每个人的一生并纳入初级卫生 

保健服务。强调通过家庭环境采取行动，一项为各种文化和社会普遍接受 

并具有成本效益的战略。家庭卫生做法促进了信息、教育和参与——BP, 

使各家庭成员都能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在开罗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在帮助超越政治和宗教差异 

达成一致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是我们对 

健康采取包含一切的做法，这在联合国系统内和全球水平上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其它规划和机构也会关心单一问题、产品或干预搰施，但世界卫生组 

织的建议在医学和伦理可靠性方面得到很高评价，因为我们不带偏袓而且 

优先考虑各种社会每一个人的全面健康和幸福。 

在整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精简和协调时，在全球疫苗和免疫规划，环 

境卫生和营养等领域特别需要此类职能性结合。 

⑶第三个例子是面临不同类型挑战的世界卫生组织防盲规划。全世界约 

有1.5亿人失明或有残疾性视力减退，其中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成功 

的西非盘尾丝虫病规划证明在易损性，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和最终导致死亡 

率升髙等方面失明对社区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 

通过加强联网，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盲规划已经在动员和协调非政府组 

织的资金和支持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方面特别成功。只要发展中国家 

的初级卫生保健基础结构仍然薄弱，就必须继续此项努力。人口年龄普遍 

老化也会迅速增加严重视力残废的入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 

社会产生极大的人力和经济影响。通过其技术和管理领导，以及种子资金 

和少量核心职员，世界卫生组织该项规划在增强非政府组织与会员国之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会起到关键的催化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问积极有效合作的其它范例还有基本药 

物行动规划，口腔卫生规划以及糖尿病和心血管规划，其健康促进活动涉 

及营养和生活方式。考虑到社区级技术合作的需求和重要性增强，我们还 

在研究能与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地方当局在卫生发展方面发展新的合作伙伴 

关系的途径和方法。 



这些选择并非互相排斥。它们被世界卫生组织以不同组合方式用于促 

进新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我所描述的例子说明了世界卫生组织在精简和 

应变方面的能力，以及霜要保持用不同的方法和结构对不同的卫生挑战作 

出反应的多样性。它们也证实，世界卫生组织的可信性以及在倡导和制定 

标准方面的相关性和影响都是直接基于它的技术力量及关于公共卫生问题 

和环境的第一手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具有技术能力和50年的丰富经验，具有独特的区域结构 

和全球网络优势，得到全世界政府和卫生专业人员的信任。我们了解需要 

什么，我们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你们必须给我们手段去实现必需 

达到的目标。 

在改革过程中和在理事机构的指导下，秘书处一直在努力改进其管理 

和预算工具。已加强了区域间协商和协调。全球政策理事会和管理发展委 

员会现已完善建立。我们的6个发展小组正在进一步落实改革的实施并在 

取得进展。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交流和公共关系政策的报告已定稿，并已提 

交给你们。制定一个能满足我们要求的世界范围管理情报系统的计划已取 

得良好进展。所要求的大部分预算改革已经落实并在当前文件和程序中得 

到反映。我们的人事政策也正在审査中，明年一月会向你们提交一份报告。 

尤为突出的是，在本届会议上你们会从区域主任那里听到世界卫生组 

织6个区域如何响应全球变化以及它们自己的理事机构区域委员会如何理 

解区域和国家级的改革。 

这是执委会对特定规划进行深入审査和评价的第二年。上周，新成立 

的规划发展委员会及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会议。在这二个 

委员会中的任务分配将有利于执委会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规划和预算 

二个组成部分的计划，监测和评价。秘书处欢迎与执委会的这种更紧密的 

合作关系。 



我愿建议执委会审査我们各理事机构，包栝改革过程中建立的各委员 

会，世界卫生大会，执行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及主要由预算外捐款资助的 

规划的理事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 

你们议程上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审议—1997年规划预算草案。这是 

基于第九个工作总规划，它的4个政策方向以及将以前的59个规划重组为 

19个类目的第一个规划预算草案。你们将在议程的另一项目下处理预算问 

题。届时你们将会看到，秘书处再次面临着它本身无力单独解决的困境： 

期望越来越多，会员国要求越来越多，而实际预算增长为零，还必须加上 

严重的费用承担问题和美元汇率的极大波动。 

过去，预算外资源的相对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正常经费的不足， 

但预算外资源不可能永远增长。依赖预算外经费会引起政策和确定重点连 

续性和独立性以及给已经极度紧张的正常预算增加支持费用的问题。况且, 

实施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节约。例如，设立我们新的管理情报系统会需要 

额外资源。 

然而，我确信改革进程正在为扩大对话和合作开辟新的前景。世界卫 

生组织以此新的规划预算草案，正在开始把我所希望的变成完全相互作用 

的过程。正如这一新文件的格式所表明的，我们在积极征求你们的意见和 

建议，以便一起改进这一草案。一旦执委会作出建议，所有改变连同该规 

划预算草案将一并递交卫生大会。我向执委会保证我个人对这一过程的承 

诺，它将帮助我们大家更好地满足会员国的需要和期望。 

世界卫生组织现有的财政手段不能脱离人力资源的问题。规划实施率 

和工作质量将取决于由我们的理事机构和会员国批准和实际分配的人力和 

预算资源的水平。我为我的职员对改革挑战所作的反应以及他们以创新方 

法应变的能力而感到骄傲。在无资源增加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承受增大的 



工作量以便维持规划的执行和保证向国家提供服务。我感谢他们所作的贡 

献，感谢他们为本组织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健康作出的奉献。 

无论我走到世界何地方，无论世界卫生组织在何处工作，不管是在束 

埔寨、波斯尼亚、卢旺达或日内瓦，我始终记住世界卫生组织不只是关于 

预算和机构，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关系到入民，其健康和 

幸福。通过更大的协调，透明度和责任，改革进程的最终目的是改进世界 

卫生组织的工作和能力以满足会员国及其人民的霜要。 

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会员国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一起向 

疾病斗争并促进持续卫生发展。我们必须一起面对疾病流行和复杂的紧急 

情况。我们一起承诺到2Q0Û年根除脊髄灰质炎和麦地那龙线虫病以及消灭 

麻风和碘和维生素A缺乏症。我们必须一起研究和发展用于疟疾，HIV/艾 

滋病，结核病，正在出现的疾病，癌症或心血管病的疫苗，药物，免疫方 

案,卫生基础结构及健康促进和教育运动。 

为达到我们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我们霄要好的管理工具，因而将继 

续改进我们的机构和程序。为更接近我们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我们 

霜要基于公平、团结和尊重的新的和扩大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也霄 

要确保对公共卫生行动以及国际合作的范围和渠道取得共同的理解和一致。 

在此，我谨向执委会提议我们一起致力于⑴重申我们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目标所作的承诺，⑵振兴我们的战略，以及⑶明确陈述要求世界卫生组织 

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履行的使命。 

如果执委会和卫生大会能同意这一建议，现将开始进行协商，在1997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会员国将能在一起通过我们以人人实现人人享有卫 

生保健的原则为基础的21世纪国际卫生合作的新宪章。谢谢。 



总干事在第四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 

讲 话 

1卯5年5月2曰于日内瓦 

弥合差距 

主席先生、各位部长阁下、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和先生们，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200多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多数在发展中国家, 

并且往往死于可预防病因的合并症。16QG万人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 

成年人当中，烟草造成300万入死亡。每天有60QQ例HIV感染的新病例，受 

感染的累计人数现在已接近2ÛGÛ万，估计到2Q0Û年将达到3GÜ()甚至4Û00万。 

然而这些惊人的数字只是1995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介绍的开始情况，这 

份世界卫生评价报告是应你们的要求而草拟的，它是为对全球变化作出反 

应而进行卫生组织改革的一部分。这第一期世界卫生报告副标题为“弥合 

差距”，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夭折、疾病和残疾并非随意分布。它们反映 

出不平等：卫生保健的差距，这可以形容为人口的差距、贫困的差距和流 

行病学的差距。 

弥合卫生状况的差距一直是卫生组织的主要任务及其卫生主张的首要 

重点。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包括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和人群，仍然 

是卫生组织各顼规划和其与国家合作的主导意图。正如你们在去年大会上 

关于卫生与伦理的发言中阐述的那样，这仍然是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关注的 

压倒一切的伦理问题。在1995年1月，执行委员会再次强烈地坚持了这一 

中心，并为卫生组织的卫生干预和1996 — 1997年规划预算的资源调拨进一 

步确定重点选定了标准。 



第一步总是要弄清事实。我们必须找出卫生问题，并检査卫生干预及 

其效果，更多集中于差距和重点。每年一期的世界卫生报告将很好地为这 

一意图服务。 

本年度报告强调，我们某些主要的卫生挑战一我们必须弥合的差距— 

取决于全球人口趋势。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现在人口为56 

亿,其中40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23亿人，即世界人口的40%在 

20岁以下。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总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1.7%, 65岁以 

上人口增长为每年2.1%,而80岁以上入数出现了急剧的增长。 

这些趋势明显地表明，我们的努力和投资必须继续集中于妇女、儿童 

和青少年的健康。同时，我们必须准备大大提髙对与老年人（包括生活在 

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保健和支持相关的卫生和社会问题的重视。我们必 

须不仅确保所有人延长寿命，而且要生活得完美、富有成效和无残疾。 

我认为最引人注目和最不能令人接受的是与儿童生存相关的差距。确 

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的差距与1960和1993年相比，33年 

中缩小了50%。但在这同一时期，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实际 

上扩大了。婴儿死亡率现今差别甚大：从每千活产中5例到160例。如果这 

些得不到改善，就不大可能使有关的人们选择计划生育和实现控制人口增 

长。孕产妇死亡率也差异甚广/从每十万活产中50例到700例不等。在当 

今世界上，只有一半分娩妇女身边有经培训的卫生工作者在情况不好时帮 

助他们。现有所有孕产妇死亡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卫生组织已经将20ÛD年达到显著降低母亲和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定为 

首要重点。在这方面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五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总 



数减少2Û0万以上。这对我们所有入都肯定是一项道德义务。完成这项任 

务还会帮助减少发展中国家现在对不健康状况承担的负担。我们已经证明, 

通过结合扩大免疫规划、儿童疫苗倡议、营养活动、母亲安全倡议、母婴 

一揽子捎施及腹泻病和急性呼吸道感染控制中使用的手段和措施，我们是 

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的。 

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突 

破。它认可了卫生组织生殖卫生的定义，生殖卫生保健应作为初级卫生保 

健的组成部分向所有人提供的原则，及我们对家庭卫生措施的强调。1995 

年1月执委会确认了卫生组织将重点放在生殖卫生、妇女卫生和家庭卫生 

的战略和决定。 

正如世界卫生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贫困及其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和社 

会解体，是影响全球卫生挑战的另一个重大因素。 

如今有10亿人，即五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 

们没有足够食物、饮水和住房，特别易感疾病。绝对贫困剥夺了人们生活 

的基本需要，而影响更多人的相对贫困也严重地限制他们获得保健、教育 

和其它基本服务。贫困还限制人们得到信息，因而即使在有卫生服务的地 

方，可能也不被最需要它们的人们利用。据目前估计，一半世界人口不能 

经常获得对常见病的治疗，也得不到最基本的药物。 

如果我们要以严肃态度去弥合卫生差距，我们就必须战胜贫困！这里 

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过去经济学家和决策入的主要战略错误是，他们仅以经济措施对待发 



展。现在入们广泛认识到，经济增长是霜要的，但对全面和持久发展而言, 

它是不够的。在当今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减少失业和贫困。这 

是我们的主要担心所在,因为我们见到，过去的卫生发展成就和今后的展 

望都受到货币贬值、结构调整规划和经济过渡这些重重冲击的威胁。 

就像贫困是卫生发展的主要陴碍一样，没有卫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经 

济增长或社会发展。这就是我向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转达的信息。我曾强调，非洲河盲症控制虽然取得了显著 

进展，但疟疾等疾病在继续夺走人们的生命，并影响人类和农业的发展6 

我强调说，霍乱、鼠疫和白喉的明显威胁足以摧毁国家的经济系统和国际 

贸易。我还警告说，贫困是一种强加在人群和个人头上的暴力，往往会造 

成报复的暴力。 

与物质滥用、商业性性活动、家庭暴力、忧郁、自杀和懈怠相关的卫 

生问题，使我们不仅联想到个人的行为，而且还联想到经济压力和社会弊 

端。正如我们将为今年9月计划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起草文件所述， 

妇女生物学上特定的脆弱性，由于她们总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下降而大大增 

加。往往卫生差距是一种性别差距¿ 

贫困和不平等的发展机会会引起人群和社区间的紧张，在极端情况下 

会引起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基于公正和公平的卫生和社会发展政策， 

是建立和平、政治共识和社会内聚力的最有力手段的一部分。在所有国家， 

卫生都成了群众主要关心的问题和各国最高级政府重大政策问题。正如第 

九个工作总规划所指出的那样，卫生和人类发展现在必须纳入各项公共政 

策О 



最后，世界卫生报告指出流行病学趋势在确定我们必须弥补的卫生差 

距以及我们所共同面临的挑战时具有决定作用。可信的流行病学信息应该 

指导我们的全球卫生战略以及在国家一级的具体对策。一种疾病病人数量 

或总的发病情况是采取行动的第一个指征。但是我们判断的决策的一个更 

重要的依据应当是任何一种疾病引起的死亡、痛苦和残疾对人民和国家所 

带来的实际的负担。我们对采取行动的选择经常被知识、技术和资源的缺 

乏而限制。但是找出途径克服这些限制以便使人们的痛苦得以减轻他们的 

幸福和健康得以改善是我们的责任。 

同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依然占死亡的最大的数字，即每年16Û0万， 

多数在发展中国家。仅疟疾就使200万人致死，其中一半是儿童。结核19 

93年的登记死亡数是3QQ万左右，预计1995年近90Q万个新发病例，被卫生 

组织宣布为全球紧急对待的疾病。结核，贫穷的伴侣，现在即使在工业化 

国家也在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为领导将努力和资源集中到减轻全球死亡和疾病的负担 

上面，确定了2ÜÜÜ年的具体目标。我们在消灭脊灰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进 

展。它正在调动起无数富有奉献精神的卫生工作者，志愿人员，政治领导 

人和平民。它已获得了非政府机构的广泛参与以及联合国机构和规划的不 

断支持。与此相同，麦地那龙线虫病的消灭也获得了热情支持，现在几乎 

已经实现。麻风病做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将很快被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 

麻瘆也已做为2000年之前消灭的目标。 

这些努力不仅仅正在驱走世界上的病鹰。他们也正在帮助将持续初级 

卫生保健的基础设施扩展到每个国家最偏远的角落。我要公开赞颂那些帮 

助我们使“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梦想的这一部分得以实现的入们。并且我 

教促所有其他的人都参加进来，以确保这一伟大事业得以胜利完成。 

不久前，我们都目睹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的发生，比如鼠疫的抬头, 



脑膜炎、白喉和霍乱的严重爆发，以及诸如艾滋病、霍乱新毒株和疟疾和 

结核多种药物抗药菌株等新疾病的出现。这些情况的发展掲示出尤其在发 

展中国家对更新流行病学监测系统和加强实验室能力的普遍霈要。对信息 

的更好的协调将使对流行病更快速有效的反应，减少惊慌成为可能。旅游、 

劳工和贸易的全球化也要求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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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艾滋病的大流行也己传播到所有的区域和国家。在未来的牟代里, 

我们必须预料到全世界艾滋病发病人数爆炸性的增长。这个大流柠对年入 

和家庭的巨大破坏将会对所有的社会，他们的经济潜力和卫生保健和支持 

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损失。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已经组成，以进免分 

散并确保资源和活动结合成一个共同的阵线以不遗余力地对付这个全球性 

的病害。在这个过渡阶段，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的关注是在国家中的活动 

的连续性不要被破坏。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所有的会员国帮助我们保持我 

们对各个国家的支持水平，直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完全运转起来。 

许多非传染性疾病> 如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曾被认为反映了发 

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从前曾认为在这方面的卫生差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然而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受到影响的人数正在变得与发达国家一样多，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多。在获得筛査、初级预防、保健和康复受到限制的 

地方死亡率也更高。 

1993年，循环系统疾病在全球导致10Û0万人死亡，其中44%发生在发 

展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就突发性心脏病来讲，男人比女人的危险髙4 

倍或5倍。癌症平均每年使600万人致死，其中58«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 

如果消除了吸烟，世界上癌症死亡的20外是可以预防的。就全世界来讲， 

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与生活方式、饮食和职业或环境卫生危害等因素有关。 

和过去一样，最佳的反应是展望和预防。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减少 



疾病负担的关键战略。性传播疾病，包栝HIV/艾滋病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由法国政府倡议的去年12月巴黎首脑会议通过的《艾滋病宣言》正确地要 

求建立一个有效促进艾滋病信息和教育以及获得预防方法和产品的社会， 

法律和政治环境。在学校和家庭扶植健康教育是重要的。此外，在一个正 

在经历迅速城市化以及城市中穷人被排斥的世界中，必须计划具体的活动 

来处理青年人的健康问题。 

健康教育对增进有关健康、卫生的一般知识水平，带来态度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以及减少引发危险的行为是重要的。它鼓励个人的自我依靠，并 

且给人们对自己的和家人的健康一种责任感。预防疾病的健康教育也是对 

将来的一种投入。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促进健康，对营养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 

不会过分。我们关于将营养做为一个优先领域的决定在今年一月份的执委 

会上通过了。食品安全对所有人都应该提高，更好的饮食结构在所有的社 

会中都应得以促进。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到2Q00年消灭徹量元素如维生 

素_碘的缺乏，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身体的和精神的残疾。通过在人 

生中尽早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营养习惯，我们也能够保证非传染性疾病 

的明显减少。 

仅权倡导是不够的。为了持续卫生发展，必须使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被 

所有人都能享有，使其贴近需要它的人。在1995年1月，执委会挑选出提 

高初级卫生保健，包括疫苗和基本药物，作为一个优先领域。世界卫生组 

织正在这方面尽最大努力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在哥伦比亚研制的疟疾疫苗。 

促进健康和初级卫生保健的发展也意味着拥有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以保证 

人们能够享有安全的水和环境卫生。由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区发起的“非 

洲20130年"的行动的目的就是特别要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点上，消除国 

家间和种族间的差异要求政府领导人和所有有关国家和国际伙伴做出坚定 



的承诺。成功将带来无价的回报，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人类方面。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迎接这些复杂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开始了具 

有深远意义的改革进程。它已调整了其规划的结构以更直接地强调优先项 

目。它已修改了其行政和预算程序并正在发展一个全面的管理信息系统， 

以加强协调和责任。它也正在秘书处和理事机构尝试新的工作方法。多数 

的改革是适宜的，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更加有条件对全球的变化傲出反应。 

但是同时，本组织的活动因预算的实际零增长仍然受到严重的限制。 

在过去一年，预算困难因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和过髙的通胀率影响了国家和 

区域办事处的花费而被加重。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把费用控制在提出的19 

96 —1997规划预算内。但这样必然削弱我们实施规划的能力和对全球及国 

家需要做出反应的灵活性。我们的努力必须得到在区域和国家的所有水平 

上在提高效率、自我帮助和确立优先项目方面类似行动的配合。团结要求 

我们根据出现的霈求和优先项目分享资源。我们必须一同确保本组织具有 

一个资源水平，使其能够实施规划和活动以满足全球，特别是那些最需要 

国家和人群的健康需要。你们在本次大会上对预算问题的考虑将对我们工 

作的发展和我们共同目标的实现是头等重要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进程。我们必须共同关注卫生问题 

并寻找机遇。决心、勤奋和创造性的思考将确保我们能够一道对今后的健 

康挑战做出成功的反应并领导国际卫生合作。我们将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以 

及我们的全球合作中心网络协调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还 

将寻求非政府组织和文明社会其他各部分更大的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拥有19Ü个成员国，是联合国系统会员国最多的一 

个组织。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帕劳的人民和政府加入到我们中间。看到世 

界卫生组织这个家庭发展和因此而壮大总是令人拔奋。 



世界卫生组织的使命是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健康、人类发展和和平。我 

们首要的任务是为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其形式可以是倡导，对战略和政策 

提供指导原则，或是随着这些国家自己建立基础设施、培训卫生入员和实 

施其卫生政策及干预措施与他们直接幵展技术合作。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 

支持还可以是对国家的规范性指导。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其《组织法》有对 

技术和道德标准提出建议和在全球范围协调这些标准的责任。这适用于广 

泛的领域，如生物医学的研究和实践、药品、和更具普遍性的公共卫生和 

国际合作。这包括确保公平的伙伴关系和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信息技术和 

数据库产生和被应用于卫生领域时能够公平地享有它们。 

我们的使命并不在2Û00年终止。世界卫生组织“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慷慨的和非常霜要的理想，这个理想可以通过地方、国 

家和国际社会强烈的团结感而得到实现。它意味着消除弱者与强者之间的 

差距，消除贫富之间的差距，消除科学知识与实际享有保健、信息和技术 

之间的差距，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消除期望的和可行的之间的 

差距。它意味着在所有水平上，在所有公共政策和社会所有部门，我们必 

须调动资源和伙伴关系来满足今天和明天的健康霜要。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