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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报告 

1H2年8月2«—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执委会规划委员会认定，执委会笫九十一届会议 

应讨论关于人道主义行动及其对本组织政策长期影响的问题。 

本报告对卫生组织畚与紧急救济行动、相关的使命与目的，以及进展和成蛾箬方面 

作了简短回顾。它研究了规划实施问題，并提出了供执委会审议和批准的建议。 

1 .背景情况 

1.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明文规定，卫生组织将“充任国际卫生工作之指导及协调机关
я
 , 

及“遇有政府请求，或愿接受援助时，予以适当之技术援助.并于紧急状况下，予以必需之援 

助” •《组织法》还交铪卫生组织一项使命，即“经联合国之请求，对特别团体提供或协助提 

供卫生服务和设施”。 

2.卫生组织从一开始就在紧急救援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最近它面临着会员国日益增多的紧 

急援助要求。在釆取措施向世界特定地区和人群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方面，联合国安理会起了越 

来越多的作用，这也对卫生組织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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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П89年在总部成立了紧急救济行动司，作为卫生组织这一领域工作的归D单位。区域 

办事处和卫生组织驻国家人员也根椐需要调整了他们的工作方法，以保证紧急救济活动得以进 

行。 

4. ПЧ1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协调的ÍÍI/1Í2号决议 

(见附件�）。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司，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在秘书长和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 

长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新的和更加密切的协调轨道。 

5.卫生组织寻求对新建司工作的密切合作，而该司也要求在联合国系统参与紧急救援的卫生 

领域提供咨询和帮助。本组织参加了新决议决定建立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并寻求通过卫生组 

织代表参加联合国常驻协调员主持的国家级协调。在这类协调行动中总干事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对于联合国系统是否应该参与和如何保障人员安全等根本性问题，卫生组织应跟随联合国的行 

动。 

П.目的 

í.卫生组织在紧急救济行动中的目的是在灾害之后首先提供卫生领域的援助，并支持和恢复 

卫生保健系统，重点为初级卫生保健，同时也蘅要向特殊人群提供卫生服务及他们需要的设施 

本组织还同各会员国合作，以加强国家紧急备灾的能力。 

Ш.进展 

1.卫生组织目前参与了一系列对严重紧急情况的救援行动，如提供技术知识和紧急医疗用品， 

包括特殊的药品、麻醉和外科手术包等。在非洲地区，U个国家遭受自然和人为灾害，有些规 

模很大。在东地中海区域，阿富汗、索马里和苏丹的灾害及海湾危机直接影响到许多国家，而 

有些邻国还是大批难民经过或收容的地方。在东南亚区域，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在近十年受到了 

一系列灾害的影响。在西太平洋区域，菲律宾彼那图波火山暴发对北吕宋岛将产生长期影响。 

还有柬埔寨的救济行动。在欧洲区域，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对欧洲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规棋最大的问題。在美洲区域，旋风在去年危害到一些岛国。 

8.在非洲和拉美，由于卫生服务设施的破坏和某些相关因棄，霍乱和脑膜炎有所增长。这就 

要求卫生组织确保有效地协调国际社会在受害地区的合作，并支持区域的控制与预防活动。 



9. 1П2年4月建立了一个紫急精报系统，以避免工作和资源的重叠，并正在编制一个初步的软 

件g录。同时正在建立一个以发病率分析与报告为基础的早期警报机制。在联合国救灾协调员 

办本处协作下正在收集最薄弱国家的锖报，并编制专家名册.卫生组织在对前苏联新独立国家 

提供医疗援助方面起着精报交换所的作用。 

10.过去两年的其它活动包括：（О与七个紧急救援合作中心签订了协议；（П在i的斯亚 

贝巴改建了泛非紧急备灾与行动中心；（О在哈拉雷建立了南部非洲分区办事处；及（li)召 

开了关干流离失所居民卫生与发展的国家专家会议。紧急备灾与计划的培训工作包括举办一个 

胙洲国家灾害智理培训班，并就组织一系列培训班提供合作，如卫生与灾害培训班、“救援行 

动中的卫生急救”培训班，以及藿乱准各讲习班•发行了一系列快速评价手册指南及以全球和 

国家灾害为基础的数椐。卫生组织还在做必要的安排，以发行涉及营养和环境卫生问题、一线 

救助和救援计划的指导原则。它正在与安哥拉、孟加拉、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 

亚、莫燊比克、尼В利证、菲律宾、鸟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等一系列国家合 

作，以筹划国家级的紧急备灾工作。 

11. ÍHD—IHI双年度卫生组织紧急救援资金来自自愿捐敖，合计ÍDÍD万美元。执行率仅为�5处 

即支出3CÍI1万美元，主要是因为收到认捐款时间较晚。有时本组织从收到认捐到将其兌现之间 

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正常预箕的援助一般局限于总干事和区主任发展规划的资金及各个国家 

规划的资金，虽然应该记住，许多职员用以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时间也是靠正常预萁维持的。 

IV.分析 

12.很清楚，虽然本组织不能随时随地提供资源，但每当遇到灾害时，卫生组织的技术实力往 

往是可以依赖的；还可以求助于卫生组织制订备灾措施，并在危险阶段结束后开展恢复工作。 

本组织能够在接到通知后迅速提供专家，并通过其区域机构和驻国家人员接近灾害现场。卫生 

组织的代表在发出警报和提供现场咨询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3.今年年初确定的对联合国系统的新安排是向前迈出的重大步聚。一些合作的模式仍在制订， 

同时最近一些事件紧迫地要求特别注重行动领域。联合国要求秘书长向本届大会报告íí2 

号决议的实施情况。联大全体会议在H52年11月2Í日开始讨论秘书长的报告⑴。讨论中提到的 

事项包括： 

⑴联合国大会文件А/П/П5 



—强有力支持íí/П2号决议中阐明的原则， 

-主权与人道主义救济间的关系： 

-协调的重要性，包括有必要吸收非政府组织； 

一需要加快发出共同呼吁的程序，并保证呼吁中包含更多的非食品项目； 

—欢迎布雷顿伍兹机构参与在紧急救援行动中将救济与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工作； 

—越来越关注救济人员的安全与保障问題； 

-早期瞢报与预防的重要性； 

一足够精报系统的必要性； 

—一方面是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是建立和维持和平，两者緊密相联* 

ií.联大提及的一些事项也是卫生组织需要讨论的问题。对卫生组织同样重要的是：灾害发生 

时对需要的快速专业评价，及对国家卫生当局为进行这类评价而开展的培训规划。 

15.如前所述，卫生组织紧急行动大多数靠自愿捐献的资金。目前这类捐助的问題如下： 

-难以说服某些捐助者，不仅直接救济窬要资金，而且长期恢复也蓿要资金， 

一最近建立的共同呼吁系统（一项呼吁通常由人道主义事务司代表各机构提出），虽 

然有了可喜的改进，但比例失调，仍有一些部门很少得到自捐资金。需要作出改进， 

以便当发出一项呼吁时，保证同捐助者协调好下一步的行动。 

-各组织利用新建的中央紧急救援周转基金（附件丨第П至2Í段）需进一步考虑。卫生 

组织最近第一次提出请求支持，并从该基金提取万美元用于在索马里的行动。 

16.上述是迅速发展领域的简短回顾。总干事将髙度评价执委会对今后工作的任何指导和意见 

特别是根椐联大Й/П8号决议提出的意见。 



Distr. 
GENERAL 

A/RES/46/182 
14 April 1992 

第四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143 

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46/L.. 55和Corr.1 )) 

46/182.加强联合国人遒主义紧惠援助的协调 

大会’ 

回頋其1971年12月14日第2816(XXVI)号决议及其后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各项决 

议和决定,其中包括其1990年12月14曰第45/100号决谈， 

又回頋其1989年12月22日第44/236号决议，其附件载有《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 

年国际行动纲领》， 

过灾害和紧急情况的灾民的苦难、生命损失、建民流亡、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和 

財物破坏深感关切， 

念及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落实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系统为提供人遒主义援助 

所作的集体努力，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审查联合国系统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经验和协调安 

排的报告广 

1.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蔌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工作的 

案文； 

2. I秘书长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1年12月19曰 

第7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A/46/568 

92-17124 



附 件 

一 、 指 导 原 则 

1.人遒主义援助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的灾民极为重要。 

2.必须按照人道、中立、公正的原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3.必须按照《联合国宪•》萆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关于这 

方面，必须在受灾国同意和原则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4.各国应首先负责照頋其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的灾民。因 

此，受灾国在其境内发起、组织.协调和执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起主要作.用。 

5 .许多紧急情况的规檨忭持续的时间可能不是许多受灾国的能力可以应付 

的。因此进行国际合作以处理紧急情况和加强受灾国的应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应 

根据国际法和各国法律提供这种合作。不偏不倚地工作和具有纯粹人道主义动机的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应继续在补充国家努力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6.呼吁其人民需要人遒L义援助的国家便利这些组织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特 

别是便利提供灾民必须得到的食物、药品、住所和保健服务。 

7. 促请发生紧急情况国家的近邻必须同受灾国密切参与国际努力，以期尽量 

便利人遒主义援助的通过。 

8.有关政府和国际社会A特别注意防灾和备灾工作¿ 

9.紧急情况、重建和发耗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为了保证救济工作順利地过 

渡到重建和发展，应以支持恢复扣长期发展的方式提供紧急援助。因此，紧急措施应 

视为迈向长期发展的一个步骤。 

10.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对于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的预防和防备极为重 

要。许多紧急情况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的潜在危机。因此，除了人道主义 

援助之外，还应该重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承诺。在这方面，必须 

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它们的发展问題。 

11.对人道主义援助提供枘助不应减少为国际合作协助发展所提供的资源。 



12.联合国在领导和协调国际社会努力以支援受灾国家方面可发挥独特的中心 

作用。联合国应当在充分尊重上述原则，并注意到大会最近的决议,包括1971年12月 

14曰的第2816 (XXVI )号和1990年12月14日的第45ДОО号决议的情况下确保及时和順 

利执行救灾援助。联合国系统必须调整和加强，以便有效而一致地应付当前和未来 

的挑战。应该向它提供符合未来需要的资源，资源不足是联合国无法对紧急情况作 

出有效反应的一个主要障碍。 

二 、 防 灾 

13.国际社会应该充分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加强预防和减轻灾害 

的能力,例如建立和加强这方面的综合方案。 

14.为了减少灾害的影响，应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制订减少灾害的战 

略，在灾害頻繁的国家尤其如此。应该加强交换和传播关于评估、预測和减少灾害 

的现有的和新的技术资料。减少自然灾寄十年呼吁加紧努力拟订措施,通过技术援 

助方案以及便利取得和转让有关技术的方式来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和类似的紧急情 

况。 

15.应该增强并扩大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亊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开始 

执行的灾害管理训练方案。 

16.应该向参与资助和提供预防紧急情况援助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提供充分并 

可随时动用的资源。 

17.促请国际社会向推动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t的目标和目的的方案和活动提 

供必要的支助和资源。 

二 ч 备 灾 

18.国际救济援助应该补充各国的努力，以提厣发展中国家迅速切实地减少自 

然灾害的影响和有效地应付所有紧急情况的能力。咲合国应该进一步协助发展中国 

家酌情在国家或区域一级加强应付灾害的能力。 



早期警报 

19.联合国应该根据目前的任务,利用系统内现行的监測安排,在联合国有关组 

织和机构的現有能力基础上加紧努力，有计划地汇集、分析和传播关于自然灾軎和 ’ 

其他紧急情况的早期警报资料。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考虑酌情利用各国政府、玫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早期警报能力。 

20.应该无限制地及时向所有有关政府和主管当局、尤其是向受灾国家或灾害 

頻繫国家提供早期警报资料。应该加强灾害频繫国家接受、使用和传播这种资料的 

能力。在这方面，促请国际社会在接到请求时协助这些国家建立和加强国家早期警 

报系统。 

四、准备行动能力 

(a)应急基金安排 

21.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应继续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响应提供紧急援助的要 

求。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准备基金和其他应急基金的安郴应由其理亊机关分别审查， 

以提高这些组织和机构针对紧急情况迅速而协调地开展业务活动的能力。 

22.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辅助性的中央资金提供机制，以保证提供足够的资金 

用于需要全系统采取行动的紧急情况的初期阶段。 

23.为此目的，应在秘书长的领导下设立一个紧急情况中央循环基金，这一现金 

流动机制可保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采取迅速而协调的行幼。 

2 4 .这笔基金开始运作时应有 5 000万美元。基金的筹资由自愿捐款提供。可 

能的捐款国应就此进行协商。为实现这一目标，秘书长应向可能的捐款国发出呼吁， 

并于1992年头一季度召集这类国家举行一次会议,使基金得到有保证的、基础广大 

的和額外的捐款。 



25.应向联合国系统各业务机构预付资金,但有一项谅解,即一旦提出共同呼吁 

之后获得自愿捐款,上述机构即应偿还预付资金。 

26.两年之后应审查基金的业务情况。 

(b)迅速响应的其他措施 

27.联合国系统应在有关组织的现有能力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央登记册,登记联 

合国系统内以及联合国可以随时要求帮助的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所有专门人员、技术专家小组以及救济物品、设备和覆务。 

28.联合国应继续与有关国家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出适当安排， 

使联合国在必要时能够更迅速地利用它们的紧急救济能力,包括提供粮食储备、应 

急库存物品和人员以及后勤支援。秘书长应在下文第35(i)段所说的每年向大会提 

交的报告中说明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29.联合国应制定特别紧急情况规则和程序,他研有组织能够迅速支付紧急资 

金，购买应急物品和设备并招募紧急救济人员。 

30.灾害频繫国家应制定特别紧急情况程序，以埂迅速购买并部著设备和救济 

物品о 

五、共同呼吁 

31.对于需要采取协调行动的紧急情况,秘书长玄与受灾国协商，由联合国系统 

所有有关组织拟订一项初步的共同呼吁，在最短时间巧顶多不超过一星期,发布这项 

呼吁。如果紧急情况继续存在，则应在四星期内根据所得的新资料增补该项呼吁。 

32.有意捐助者应采取必要措施增加并加快交fr捐助，包括拨出备用资金和其 

他资源,在秘书长发出共同呼吁时迅速向联合国系统拨付资源。 



六、协调、合作和领导 

<a)秘书长的领导 

33.秘书长的领导作用非常重要，必须予以加强，以确保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 

情况作对准备，并采取迅速而一致的行动。要做到这一点，应有协调地支持预防和准 

备措施.牛充分地利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共同呼吁、紧急情况中央循环基金以及 

备用能々登记册等。 

34.为此目的，并在上文第24段所说的必要资源都能够提供的情况下秘书长将 

指派一系高级官员担任救灾协调专员与他密切合作，随时与他直接联系,•同联合国系 

统从亊 <遒主义援助的有关组织和机构合作，但仍然充分尊重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任 

务，而不会妨碍大会关于联合国秘书处全面改组的任何决定。这名高级官员的职能 

应当就爱目前秘书长的各个代表为应付重大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作的协调联合国行 

动的工л如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的工作。 

35.这名高级官员设在大会之下,接受秘书长的领导，其职责如下： 

(а、处理会员国提出的、需要采取协调行动的紧急援助要求； 

(b、通过有系统地汇集和分析上文笫19段所说的早期警报资料等办法,经常了 

解各种S忽情况，以期协调和协助联合国系统对需要采取.协调行动的紧急情况所提 

供的人ÏÎ义援助； 

(с、与受灾国家政府协商，组织一个机构间需求评估联合特派团，并准备一份 

共同呼•？书，由秘书长发布,随后要有定期情况报告,包括所有外来援助的情况； 

(d、通过包括在必要时进行谈判等办法,积极帮助业务组织进入发生紧急情况 

地区，P> «在有关各方的同意下，通过诸如在必要时建立临时救济走廊和安宁期及安 

宁区等Í他形式，迅速提供紧急援助； 

(e、与有关业务组织协商，管理紧急情况中央循环基金，并协助调动资源； 

(Г作为与联合国紧急救济行动有关的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的总的协调中心，在必要时，酌情调动它们的紧急救济绝力，包括由他以机构间常设 

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行协商； 

(g)利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能力和其他可利用的资源，向各有关国家政府和 

主管当局，光其是向受灾囯和灾害频繁国家，提供包括紧急情况早期警报等综合资 

料； 

(h)随着他主持的救济活动逐渐结束，与有关组织密切合作，积极推动救济工 

作順利地过渡到恢复和重建工作方面； 

(i)为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协调工作的年度报告,包括关于 

紧急情况中央循环基金的资料,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亊会提交大会。 

36.在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亊处得到加强、現有处理复杂紧急情况的办事处 

得到合并的基础上，应给高级官员配备一个秘书处。该秘书处如人员不足，可从联合 

国系统有关组织借调。高级官员应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以及红十字会国际委 

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国际移徙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在国 

家一级，髙级官员应与驻地协调员保持密切联系，并就有关人遒主义援助事务给予指 

导 。 . 

37.秘书长应确保高级官员与各有关组织之间的安撙已准备就绪，划分在紧急 

情况时采取迅速而协调行动的责任。 

(b)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38.应设立一个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由加强的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亊处提供 

服务，由高级官员担任主席，所有业务组织都参加，并经常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和国际移徙组织发出邀请。在特别情况下可邀请有关非政府 

组织参加。委员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应尽速开会。 



(С)国家一级的协调 

39.在上述总范围内，并为支助受灾国的努力，驻地协调员通常应协调联合国系 

统在国家一级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她）应协助联合国系统的准备工作，帮助迅速从 

救济过渡到发展。他(她）应促进利用所有当地或区域的现有教济能力。驻地协调员 

应主持一个由联合国系统外地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紧急行动小组。 

七、救济、恢复和发展连成一体 

40.紧急援助提供的方式应有助于复原和长期发展。联合国系统各发展援助组 

织应在早期即加入，并在它们现有的任务规定内与负责紧急救济和复原'的人密切合 

作。 

41.国际合作和对恢复与重建的支助在初步救济阶段结束后应继续持续加强。 

应利用恢复阶段来重组和改进被紧急情况破坏的设施和服务,使其能够承受得住未 

来的緊急情况。 

42.应加速国际合作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减轻未来灾害和紧急情况的 

发生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