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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报告 

第四十七届世界芷生大会审查了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保健质量，注意到卫生组织 

内的许多司和规划正在处理这些问题，并要求总干事在И95年向执行委员会和卫生 

大会报告正在幵展的活动，以便在性与生殖卫生的广泛领域内制定一个全面的研究 

和行动战略（WHA47.9号决议）。本报告概述了本组织与会员国之间在生殖卫生方 

面的技术合作、培训、研究和发展以及规范和标准的制定等领域内的数十年合作。 

它还讨论了生殖卫生的概念及达到第九个工作总规划（19%—2001年）中关于生殖 

卫生总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战略。也根据文件EB95/49 — “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国 

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应结合本文件参阅），要求执行委员会审议一份决议草案， 

其中涉及本组织支持生殖卫生和幵展该国际会议后续工作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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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和政策基础 

1.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查了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保健质量，注意到卫生 

组织内的许多司和规划正在处理这些问题，并要求总干事在1995年向执行委员会和 

卫生大会报告正在开展的活动，以便在性与生殖卫生的广泛领域内制定一个全面的 

研究和行动战略（WHA47.9咢决议）。本报告利用了关于卫生组织生殖卫生活动的 

详细情报，其中包括1卯4年向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卫生组织Z世界银行人类生 

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政策与协调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提交的文件，并吸 

取了卫生组织1994年9月在幵罗向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提交的关子卫生、人 

口与发展的立场文件的精神》 

2.早在1%5年，卫生大会就认识到生殖卫生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及其社会经济后 

果，并有规律地充实这一认识。它敦促会员国加强其计划生育、妇女、卫生与发展、 

孕产妇和新生儿保健、青少年生殖卫生以及性传播疾病和HIV/艾滋疬预防、管理 

和后果等方面的规划。卫生组织《组织法》确认妇幼卫生为本组织的一项重点。19 

72年建立了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其特定使命为处理与人类生 

殖有关的各种科研间题。当卫生大会在1%8年认可其协调全球生殖卫生领域科研工 

作的作用时，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和世界银行成了特别规划的联合主办单位。后 

来，本组织建立了艾滋病（1%7年）、青少年卫生（1ФЭ0年）和孕产妇卫生与安全 

母亲（1990年）等方面的规划。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卫生组织研究与培训合作中 

心网。各区域委员会也考虑到在本区域内应如何处理生殖卫生的各方面问题⑴。卫 

生大会和区域委员会决议为本组织制定范围广泛的生殖卫生技术、培训和研究活动 

提供了政策基础。 

⑴这方面的区域决议涉及加快改进妇幼卫生（非洲区，19%年）；降低孕产 

妇死亡率的区域行动计划（美洲区，1990年）；母婴死亡：社会经济影响 

及对控制的迫切需要（东地中海区，1988年）；妇女、卫生与发展（欧洲 

区，1988年）；初级卫生保健范围内的妇幼卫生保健综合措施（东南亚区, 

1986年）；以及青少年卫生（西太平洋区，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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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的生殖卫生需求最近出现或扩大了，其中涉及到诸如计划生育需求增加、对 

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和发病问题的认识提高、以及HIV/艾滋病大流行等问题。有 

证据表明，由生殖道感染、癌症、性传播疾病和不孕症造成生殖健康不良的负担正 

在加重，而这一负担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现在已清 

楚地认识到，必须釆取整体性的生殖卫生措施，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这 

些挑战之外，还认识到青少年是具有自已的行为和生殖卫生需求的一组人群》 

II.生殖卫生的概念 

4.个人生长和成熟的过程始于家庭之内，这一过程需要在社区内给子生物、文化 

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哺育，并为社会发展和兴旺提供了基础。作为整个健康的一个关 

键性成分，生殖卫生有助子人类发展。根据国际上认可的人权文书，它是个人在社 

会文化和法律条件下的一项权利和义务。 

5.根据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即健康不仅为疾病或蠃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 

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生殖卫生涉及生命各阶段的生殖过程、机能和系统。它 

意味着人们能够享受负责的、满足的和安全的性生活，而且他们有生育的能力及决 

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生育间隔的自由。这最后一个条件中内舍的内容是男人和 

妇女有权了解和获取他们选中的、不违反法律的、安全、有效、可承受和可接受的 

计划生育和生育控制方法，他们也有权获得适当的卫生保健服务，以便使妇女安全 

渡过孕产期并为夫妻提供获得健康婴儿的最佳机遇。 

6.在每个人的一生期间，有的阶段中的整体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殖卫生决定 

的。新生儿的健康主要是母亲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获取情况的结果。生殖卫生在整 

体健康中所占的位置在婴儿和儿童期不那么突出，但在青少年期和可生育期（光其 

对妇女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到老年时，尽管整体健康继续反映早年的生殖生活 

经历，但其重要性已经减弱了》在出生时，这一模式对男女是相同的，在成人期的 

趋势也类似，但与男人相比，妇女整体健康取决于生殖卫生状况的比例较大。在发 

展中国家，生殖和性卫生问题占妇女总疾病负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男人的相关百 

分比仅为10%左右。 

7.人生更广泛的内容影响生殖卫生，而且也受生殖卫生的影响，其中包括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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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教育、住房和就业情况。复杂的生物、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控制着性行 

为和生殖行为。因此，生殖卫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受益于多个部门的努力； 

达到良好的生殖卫生并不仅仅取决子卫生部门的干预》尽管在缺乏卫生服务和医学 

知识的情况下无法显著地改善生殖卫生多数方面的情况，改善生殖卫生状况常常涉 

及其它社会部门的干顸》计划生育需要有能获取和可被接受的高质服务和技术以及 

其它部门在教育、生活方式、行为和男女平等的促进等领域内的参与》女童和妇女 

的教育不但是决定妇女健康的重要因素以及授权妇女管理自身健康和控制生育的方 

法，而且也对儿童生存和发育有显著的益处。屏弃女性生殖器毁损等有害习俗，除 

了需要卫生干预措施之外，还需要社会、教育和法律干顸措施。妇女的社会地位及 

妇女因为其性别而受到的待遇或虐待，是决定妇女生殖卫生的关鍵性因素。因此， 

授权于妇女是达到健康的一个妙方。 

8.男人和妇女的生殖卫生需求在程度和性质方面有所不同，但两性都需要获得信 

息和服务以促进生殖卫生并发现和处理各秭问题，尤其是性传播疾病。男人对妇女 

生殖卫生起到特定的作用，因为在许多社会中，他们是决策者，并控制着卫生保健 

所需资源的获取。 

9.青少年期及随后的可生育期是一生中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必须以适当的方式 

对待性欲和生殖卫生需求，促进健康和负责的行为，顸防各种问题并提供保健和治 

疗》无论是在婚前或婚后，通常在青少年期开始的无保护措施的性关系增加了对健 

康和生命的危害，其中包括身体和社会生活方面成熟之前的妊娠和生育、不安全的 

堕胎和包括HIV/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卫生组织生殖卫生战略的基石是帮助 

年轻人避免不成熟的性关系并建立以相亙尊重为基础的、导致形成和促进健康家庭 

的关系；确保性功能活跃的人能获得信息和服务以保护自已免于出现意外妊娠和疾 

病；授权人们计划生育的时间、数量和间隔；以及使妇女能安全渡过孕产期并使婴 

儿获得尽可能好的先天条件。这些领域内的投资将对促进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及 

保护这一代人和今后几代人的健康产生巨大的效益。 

Ш.卫生组织的作用：公共卫生措施 

10.健康是一个整体，而且就人或卫生系统而言，生殖卫生是整体健康的一个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卫生组织的规范性工作及其与国家的技术合作提供了生殖卫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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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行动的框架。在履行其职责时，它不但利用了总部和区域办事处的技术力量， 

而且利用了全世界的专家网、卫生组织各合作中心和机构、与会员国的长期合作及 

与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协会的联系》卫生组织的学术客观性及用于确立规范和标准的 

严格审查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光其是在涉及人们生活中敏感的个人问题的这一卫生 

领域中。 

11.为了在初级卫生保健中幵展生殖卫生服务，必须釆用公共卫生措施。这种措施 

符合人们（尤其是妇女）的需求，并使他们参与规划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价， 

从而树立了一种主人翁的强烈感情。它强调了以可承受的代价对大多数人造成最大 

影响的持久性战略和行动。指导原则涉及人权、伦理、公平性、保健质量、参与、 

合作、相亙结合、最佳利用资源以及持久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立部门之间的 

合作关系和责任分担对促进新恩想和措施及确保服务普及面和保健质量是非常重要 

的。 

12. 1994年5月批准的第九个工作总规划（19%—2001年）提出的卫生组织在生殖 

卫生方面的两项主要职能是与国家开展技术合作以及指导和协调国际卫生工作。这 

两项职能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合在一起包括倡导改进卫生的措施，促进和动员特定 

的卫生行动以及传播情报；制定准则、标准、计划和政策；培训；促进科研；直接 

技术咨询；以及资源调动。第九个工作总规划申明，世界卫生组织将与国家合作， 

适当时支持制定和实施改进个人和夫妻性生殖卫生的行动计划，并将促进和支持生 

殖卫生保健有关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此外，它提出了生殖卫生的一些指标，其中涉 

及妇女卫生、孕产妇和新生儿卫生、生有控制、性传播疾痼和HIV/艾滋病⑴。 

⑴第九个工作总规划中有关的生殖卫生指标包括如下方面：妇女无残疾出生 

期望寿命在所有人口中将提高15%;孕产妇死亡率将减少50%;所有怀孕 

妇女将获得产前保健，分娩时获得经过培训的接生员接生，高危妊娠及产 

科紧急情况时获得转诊设施；妇女（15—49岁）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将下 

降33% ;低出生体重（低子2.5公斤）比例将减少到10%以下；新生儿破 

伤风将被消灭（所有区县的发病率将低于千分之一）；所有个人和夫妇均 

将获得信息和服务以预防妊娠过早、过密、过晚或过多；到卫生设施寻求 

性传播疾病保健并得到适当检查和治疗的人数比例将达到至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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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卫生组织行动的战略框架 

13.卫生组织生殖卫生总战略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将是倡导在卫生和相关部门内 

制定政策和规划》目标将是在两性平等的关系中和横跨几代人的范围内促进健康、 

负责的行为；确保普遍获得计划生育的信息和服务；避免依靠不安全的堕胎；保护 

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减少性传播疾病和HIV感染；以及为需要的人提供保健。 

本组织将继续贗行在生殖卫生方面制定准则和开展研究的职责，这将以科研和国家 

经验为基础，涉及进一步制定与生殖卫生促进和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幵发有关的准则、 

标准、方针（包插道德方针）和方法。两个重点领域将是明确地确认和划定不同层 

次的生殖卫生保健一榄子计划的必要成份，并且确定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扩大和综 

合各项服务的经济有效的实际方法。 

14.卫生组织将力图更进一步地加强国家确定自已在生殖卫生方面的重点及建立必 

要的持入性卫生基础设施以使生殖卫生概念转变为行动的能力。卫生组织将继续帮 

助国家评估其生殖卫生状况和趋势；评价基础设施和资源方面现存和潜在的能力（包 

括私立部门）；确认未满足的需求和重点；估计资源需求；并在考虑到与其他组织 

和各国现存或计划的合作的同时，制定生殖卫生行动计划。服务重点一生育控制、 

安全母亲（包括新生儿健康）、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管理、以及青少年生殖卫生， 

源出于对脆弱人群关心的问题和在有关卫生投资获得重要收效的人生关键性阶段的 

需求作出反应的义务。 

15.卫生组织将向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以开展加强其生殖卫生规划实施工作的生物医 

学、流行病学、社会和实施研究。将尤其强调关于经济有效地综合和提供生殖卫生 

保健的实施研究》卫生组织将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处理特定问题和有效地参与国际 

研究的能力。作为其关子伦理与卫生工作的一部分，卫生组织将确认生殖卫生方面 

的生物伦理学问题（研究与临床应用），并促进交流意见和分享情报。 

16.卫生组织将向国家、联合国各机构和有关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以便确保 

使现场工作人员得到关子生殖卫生的学术上可靠的情报和前后一致的信息》这种机 

构间协调措施将加强生殖卫生领域内光其与儿童基金会、幵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和 

世界银行的已经很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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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基本干预措施 

17.生殖卫生一榄子计划至少必须包括计划生育、性传播疾病的顸防和管理以及安 

全母亲等部分。任何生殖卫生战略都必须以一系列安全母亲干预措施为中心。生殖 

卫生服务也应针对有害习俗、意外妊娠、性传播疾病（包括HIV/艾滋病）、性别 

和性暴力、不育症、营养不良和贫血、生殖道感染和癌症等问题。有关的服务必须 

达到普及并包括信息、教育、咨询、预防、检出和管理健康问题、保健及康复。目 

的是形成一种环境，使人们有权在生殖生活方面进行选择。 

18.卫生组织已经确认了在每个国家的基本生殖卫生一榄子计划中可能都很重要的 

一系列概念明确的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其中一个例子是母婴一榄子计划，其中确 

定了减轻孕产妇和围产期疾患负担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规划和服务⑴。 

19.计划生育服务不但应当提供信息、教育和全面普及范围广泛的安全可靠的方法, 

而且应当与其它生殖卫生服务紧密相联或相结合。隨着计划生育服务演变为对生殖 

卫生具有更广泛认识的、光其强调年轻人需求的服务项目，卫生组织将扩大对这种 

服务的技术支持。 

20.在基本生殖卫生一榄子计划中，必须考虑到不安全堕胎对健康的影响。这是一 

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每年约有2000万例不安全堕胎发生，造成的死亡和残 

疾负担很重》卫生組织认为不应把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措施来宣传。在无法获 

得安全堕胎的地方，应认识到和管理不安全堕胎对健康的影响，而且应为并发症提 

供咨询和治疗。所有妇女都应能获得高质和可承受的咨询和服务。 

(1)母婴一榄子计划的基本成分包括预防意外和不合时宜的妊娠的计划生育措 

施；以社区为基础的产前保健，包括信息和教育、破伤风类毒素免疫、治 

疗梅毒、供给徼量营养素（铁、叶酸和碘）、治疗疟疾和其它常见感染、 

检出并发症、以及提供转诊和运输设施；以社区为基础的正常分娩护理， 

包括由经培训的助产士进行新法接生、检出和管理并发症、产科急救（包 

括用子早期惊厥的镇静剂和手工摘除胎盘）、提供转诊和运输设施及在出 

生时使用抗生素预防淋病性眼炎；以及在第一转诊级普及高危妊娠和产科 

并发症的基本产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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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需要在初级卫生保健一级把性传播疾病服务纳入妇幼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诊所, 

而不是象现在那样经常在独立的设施中提供。这种服务的基本特征包括信息和教育、 

症状的诊断和治疗、避孕套分发、可治疗性传播疾病的病例检出、性伴推荐、高危 

人群强化干预措施及转诊安排。 

22.在有需要或存在能力的地方，基本生殖卫生一榄子计划中可以加上其它成分， 

例如顸防和管理不育症，治疗生殖道感染，提供乳腺癌和宫颈癌方面的信息、教育 

和筛检，以及积极阻止女童生殖器毁损。 

23.加强生殖卫生干预措施的行动将包括卫生和其它部门内的信息、教育和沟通， 

重点尤其是缺医少药人群的需求。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能否获得训练有素的工 

作人员，他们必须了解生殖卫生的整体概念，对服务对象的需求很敏感，具备必要 

的技能并得到适当的支持。 

24.通过使生殖卫生保健不同部分和层次之间建立工作联系并确保持续提供保健的 

综合措施，可最有效地应用生殖卫生的整体概念。这意味着扩大初级卫生保健，使 

之包括超出传统妇幼卫生服务范围的生殖卫生干预措施。通过把性传播疾病预防和 

控制纳入妇幼卫生（包括产前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等方法，有潜力可提高以社区 

为基础和以诊所为基础的保健质量，并扩大这种保健的范围以使之包括其它干预措 

施。原则必须是不应失去满足一切生殖i生需求的任何机会。但是，应以实事求是 

的方法对待各项服务相结合的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各国的不同状况，而各顼 

服务相结合应当是在这样做会使之更加经济有效的时候才进行。 

VI.卫生组织的支持 

25.应会员国的要求，卫生组织将努力促进更加综合的生殖卫生措施。行动将包括 

对确保有效形势分析的支持，其中包括使用由卫生组织规范作用产生的方法和工具; 

以及根据学术上可靠的有关情报满足既定需求的技术合作。 

26.卫生组织制定了形势分析方法和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处理生殖卫生各方面的问题》 

这些方法和干预措施强调了参与措施，从而可确保文化针对性、承诺以及吸取公众 

和专业人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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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总的说来，形势分析由如下部分组成：拟定人群生殖卫生概况，其中包括按年 

龄和性别分解的情报并考虑到特硃人群的需求；对关于生殖卫生情报、教育、交流 

和服务的现有规划和顼目进行定性审查；以及评估关子生殖卫生行为、保健和服务 

及情报获取的政策和法规。 

28.加强干预措施的行动将包括促进更加综合的生殖卫生服务措施，光其是在计划 

生育、孕产妇和新生儿保健、以及性传播疾病的顸防和控制方面。最低需求将是制 

定和实施政策，帮助提供服务的所有人员认识到接受任何一项服务的服务对象（及 

其性伴）很可能在生殖卫生其它领域也需要给子关注。一旦对整体性综合措施有了 

承诺，就可根据当地的需求和能力以多种方式达成各项服务间的工作联系，而且所 

需的费用往往较低。 

29.年轻人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等服务条件较差人群的一个关键性需求是帮助他 

们及时利用现有服务。将加强情报、教育和沟通运动的协调，并就生殖卫生的整体 

性及如何和到何处去寻求帮助提供实用的咨询意见。各部门间类似的联系是必不可 

少的，光其在区县级将形成加强这种关系的措施。 

30.综合措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以尽可能简单的方法不断监测引进的变化鼓 

励服务条件较差人群使用现有服务的程度、干预措施的有效程度及生殖卫生各项服 

务功能性结合的程度。 

31.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工作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使他们对服务对象的观点 

很敏感并具备提供其职责规定的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卫生组织可帮助提供在系统内 

不同层次培训此类人员的工具，并将鼓励生殖卫生整体概念方面的在职和基本专业 

培训。 

32.促进研究、增加和应用知识、分享情报和可行的方法以及加强研究能力，将仍 

然是卫生组织战略的核心。研究光其有助于形成可靠的政策和规划，并提供了监测 

和评价行动的必要基础》它涉及获取关于生殖卫生状况、保健质量及政策和法规影 

响的有关基线情报。卫生组织可促进创新的措施以协助达到这些目标，其中包括鼓 

励开展实施研究以评估在服务提供、培训以及各项服务之间、各项服务与情报、教 

育和沟通活动之间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方面引进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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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包括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名人在内的社区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卫生组织将促进以普遍认可的卫生与人类发展概念为基础并提供关子卫生需求和不 

满足这些需求的危害性的可靠情报的宣传措施，以便为消除生殖卫生政策和规划障 

碍、加强资源基础并屏弃有害和歧视性习俗汇集基础广泛的支持。 

VD.机制和资源 

34.将通过国家、区域办事处和总部的规划实施卫生组织的战略。有区域代表参加 

的总部生殖卫生协调委员会将确保最大程度的合作和互补性，并确保国家的投入得 

到适当的协调和综合》通过把研究和开发活动与使生殖卫生技术和规划适应国家情 

况并向国家输送这种技术和规划的工作联系起来的联合专题小组和工作小组，将继 

续开展、加强和扩大合作工作。这些机构将依靠现有机制，包括关于研究生育控制 

技术引进和转让和关于孕产妇卫生研究的专题小组，以及关于生殖卫生研究与规划 

制定中的性别问题、关于加强国家和区域合作网、关于青少年生殖卫生及关于难民 

情况中生殖卫生需求的联合工作小组。 

35.世界卫生组织为履行其在生殖卫生方面扩大的责任，将继续需要顸算外资源， 

并预期这些资源将增加，以因应对卫生的这一领域日益增多的需求和关切。世界卫 

生组织将对现有预算资源可支持其愈益致力子改善生殖卫生的方式给子特别考虑》 

36.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处于经济过渡时期的国家中，实施生殖卫生规划将需要提供 

额外的资金，其中有一部分将必须来自外部的来源。卫生组织将继续努力为最需要 

的国家的生殖卫生规划增加捐助。与此同时，它将帮助会员国最佳利用现有国家资 

源以确保充分满足经济条件低下人群的卫生需求》 

37.卫生组织将继续加强与联合国其它机构的合作，以便确保使他们能利用卫生组 

织的技术力量和获得卫生组织的支持，并确保适当地协调和有效地利用调拨用于生 

殖卫生的资源。为此目的，作为卫生组织对生殖卫生给子高度重视的表示，并为了 

落实1卯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精神，总干事将在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届会议之 

后召开关于初级卫生保健范围内生殖卫生发展和提供的有关各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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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38.在审议了应WHA47. 9号决议的要求在本文件中提出的战略框架并考虑了总干事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文件ЕВ95/49)之后，执 

委会拟可考虑通过如下决议： 

执行委员会， 

注意到总干事关于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保健质量的报告； 

忆及关于生殖卫生多方面问题的WHA32. 42、WHA38.22、WHA40. 27、WHA41. 9、 

WHA42. 42、WHA43. 10和WHA47. 9号决议； 

欢迎总干事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文件 

ЕВ95/49)，并光其欢迎卫生组织向该会议提交的关于卫生、人口与发展的立 

场文件； 

满意地注意到本组织继续保持的技术领导地位及对会员国各种不同情况下 

生殖卫生不断演化需求的反应能力， 

1.认可生殖卫生的概念和战略框架； 

2.重申本组织在生殖卫生中的国际协调作用； 

3.要求总干事在向第四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报告时，进一步考虑这一概 

念和战略框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级对规划的影响；并汇报关子初级卫生保健 

范围内生殖卫生发展和提供的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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