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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各基金奖和奖研金的管理和授予 

总干事的报告 

总干事通过理事机构办公室对11种基金奖和奖研金进行管理。作为不断降低与理事 

机构相关费用努力的一部分，正对这些奖的管理程序进行审查。本报告提供了为减 

少或节省一些行政费用而对程序进行修订的情况。它还建议就基金委员会和授奖方 

面对基金章程进行修订。 

背景 

1.总干事是11项基金奖和奖研金的管理人（见附件〉
（ 1 )

。这些基金一般是卫生界 

杰出人物创建或为纪念他们而建立。达林基金奖和列昂•伯尔纳基金奖都是国联的 

遗赠，而其它几项基金是世界:e•生组织建立以后创建的。虽然达林基金奖和雅克《 

帕里索基金由总干事管理，但它们均根据瑞士法律而设立。 

2.除最近建立的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外，其它的授子程序是相似的。任何 

国家卫生当局或过去的荻奖人均可提名获奖候选人。每种奖有一个通常由执委会主 

席、三名副主席、一名委员和/或创建人指派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⑴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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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员会的通常程序是向执委会建议一至数名候选人，由执委会作出最后选择。 

在卫生大会期间向获奖人或其代表正式授奖，然后他们向大会作简短讲话。附件介 

绍了各秭奖的主要情况和特点，及对其管理程序的修改意见。 

4. 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对基金奖的管理与授子问题的审议是在1995年1月的第九 

十五届会议上。当时执委会通过了 EB95(9)号决定，该项决定实际上减少了两项奖的 

周期，将一项奖的管理职责转至一个区域办事处，并建议由两项奖付13%的规划支 

持费用。决定还要求总干事在可能的地方修订管理程序，并继续研究各基金奖和奖 

研金的管理和授子方式，以便消除对本组织的直接费用。 

修订管理程序 

5.根据EB95C5)号决定，总干事决定修订某些管理程序。下述对这些修订作了说明， 

供执委会参考。 

6.当前，有关一项奖或一组奖的信函于7月1曰向会员国的国家卫生当局发送，要 

求它们推荐各项奖的候选人。这些信函详述了各项奖的目的并阐明了提名程序。为 

了简化这一程序，今后会员国将收到一份关于下一年度颁发的所有奖的通知及各项 

奖巳制定的章程和准则的复印件，或一份说明奖的宗旨及任何在提名候选人时应考 

虑的其它问题的情况表。 

7.总干事被指定为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由区域负责管理的基金，即A.T.舒沙博 

士基金会和孔兰A.A.昆南博士非洲公共卫生奖基金除外）。目前由理事机构办公室 

提供行政支持。然而，为了减少与这项行政支持有关的费用，总干事决定在可行时 

将职责下放至相应的技术领域。各奖的行政管理将继续由理事机构办公室子以协调。 

修订章程 

8.基金的章程和规章明确了基金委员会的组成（见上述第艰）。执行委员会委 

员参与的委员会在执委会的1月会议期间召开会议。然而，由子预算压力而缩短了 1 

月会议，以致容纳这些基金委员会的会议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执委会拟可考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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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修改基金的章程或规章，将基金委员会改变成一个“遴选小组”，其成员包括例 

如执委会主席和由创始人指定的另一名委员或代表（附件中列有对每项奖的具体建 

议）•这将避免必需在执委会1月份的会议期间召开基金会正式会议并有可能迸一 

步缩短会期，这是因为执委会有可能在第一周讨论遴选小组的报告。 

9.基金的章程和规章规定应在卫生大会期间授奖。由于已缩短了卫生大会的会期， 

执委会拟可考虑建议那些由区域承担管理职责的奖在区域委员会上授子（详情见附 

件）。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0.可通过执委会根据有关基金和奖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决定，就上述方面对授子 

达林奖章和奖金基金规章及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世川卫生奖和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卫生基金奖的章程进行修订。孔圣A.A.昆南博士非洲公共卫生奖章程可由非 

洲区域委员会规划小组委员会根据该奖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修改。根据雅克•帕 

里索基金按瑞士法律可能需要釆取的其它行动，其它奖可由各自委员会作出决定对 

其规章和章程作出修订。因此，执委会拟可建议各委员会釆取必要步骤修订各自的 

条例，以便: 

(1)以遴选小组取代基金委员会（组成成员如附件所示）； 

⑵A.T.舒沙博士基金奖在东地中海区域的区域委员会上授子；孔兰A.A.昆南 

博士非洲公共卫生奖在非洲区域委员会会议上授子。 

11. 执委会或许还希望关注第6段和第7段所述的对管理程序的修订 



附 件 
授奖管理程序和拟议修改一览表 

奖 委员会的组成 
和秘书长 

最后 
决定者 

金额、授奖周期 
和方法 

拟作修改 

达林基金奖奖励在疟疾的痼理学、 
病因学、流行病学、治疗、预防 
和控制中作出的突出成就 

创立：1948年子卫生組织，以前 
属画际联盟 

本金：10 000瑞士法郎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及疟疾专家 
委员会主席 

执行委员会 1000瑞士法郎和一枚铜 
质奖章，当利息达到足 
够数额时授奖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EB95(9)号决定建议达 
林基金奖委员会在其 
下届会议时应考虑将 
奖金金额增至2500瑞 
郎的可取性。 

由遴选小組取代委员 
会：执委会主席和疟 
疾专家委员会主席 

列昂•伯尔纳基金奖奖励在社会 
医学领域中作出的卓越成鏔 

创立：1948年 

本金 : 1 9 000瑞士法郎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及一名执委 
会委员 

秘书长：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 2500瑞士法郎和一故铜 
质奖章，当利息达到足 
够数额时授奖（实际上 
每两年一次,子奇数年）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由遴选小组取代委员 
会，执委会主席和一 
名委员 

A. T.舒沙博士基金奖奖励在A. T. 
舒沙博士为世界卫生組轵服务期 
间所在的地理区域中对任何卫生 
问题作出的最显著贡献 

创立：1966年 

本金：60 816美元奖金和奖研金 

东地中海区域委员 
会主席和副主席及 
区域技术讨论委员 
会主席 

秘书长：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 2500瑞士法郎和一枚铜 
质奖章，当利息达到足 
够数额时授奖（实际为 
每年一次）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 
举行仪式 



奖 委员会的組成 

和秘书长 

最后 
决定者 

金额、授奖周期 
和方法 

拟作修改 

А. Т.舒沙博士基金奖研金使荻得 

者获取公共卫生研究生毕业文凭 

或硕士学位 

创立：1%6年 

同授奖 执行委员会 15 000美元,当积存利 

息超过授奖所需金额的 

部分足够时授子（原则 

上为每六年左右一次） 

致函获奖者 

同授奖 

雅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用于社 

会医学或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 

创立：1969年 

本金：100 000瑞士法郎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及一名执委 

会委员 

秘书长：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 5000美元和一枚铜质奖 

章，每两年授子一次(偶 

数年）（请各区域办事处 

轮流提名候选人） 

致函获奖者。邀请获奖 

者于第二年向世界卫生 

大会汇报其研究成果并 

授子奖章 

由遴选小组取代委员 

会：执委会主席和一 

名委员 

Ihsan Dogramaci家庭卫生基金 

奖奖励在家庭卫生领域内作出的 

卓越成鏔 

创立,1980年 

本金：100 380美元奖金和奖研金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国家儿科 
协会的一名代表， 
国际儿童中心（a 
黎）的一名代表及 
Bilkent大学校长 
或其指定的人员 

秘书长《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 2500美元和一枚铜质奖 

章，每两年授子一次(奇 

数年）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由遴选小组取代委历 
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和副主席、国际儿科 
协会一名代表，国际 
儿童中心（Й黎）一 
名代表及 B U k e n t大 
学校长或其指定的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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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委员会的組成 
和秘书长 

最后 
决定者 

金额、授奖周期 
和方法 

拟作修改 

Ihsan Dogramaci家庭卫生基金 

奖用于家庭卫生方面的研究 

创立：1980年 

同授奖 执行委员会 15 000美元，每两年授 

子一次（奇数年） 

致函授奖者 

同授奖 

世川卫生奖奖励卫生发展中的创 
新工作，以促进上述工作进一步 
发展 

创立：1984年 

本金：100万美元（由世川卫生基 

金会投资）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及创始人任 
命的一名代表 

(秘书处作技术评 
定） 

秘书长：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 100 000美元,原则上每 
年授奖一次（一般由二 
或三个人和/或机构分 
享），以及一尊水晶小 
雕像。委员会确定每位 
获奖者奖金的确切金额》 

按奖金的13%提取支持 
费，以支付管理费用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由遴选小組取代委员 
会：执委会主席和一 
名创始人的代表 

孔兰A. A.昆南博士非洲公共卫生 
奖奖励在孔兰A.A.昆南博士为世 
界卫生组鋇服务期间所在的地理 
区域中对任何卫生间题作出的最 
显著贡献 

创立:1987年 

本金：140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 

郎 

非洲区域委员会规 
划小組委员会主席 
和副主席及非洲及 
卫生发展咨询委员 
会的两名代表 

非洲区域委 
员会规划小 
组委员会。 
如在选择候 
选人时意见 
不一致，该 
问题应提交 
非洲区域委 
员会，由其 
作出决定 

2000美元（委员会可不 
时上调奖金额）和一枚 
奖章，每两年授子一次 
(奇数年）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非洲区域委历会举行 
仪式 



奖 委员会的组成 

和秘书长 

最后 

决定者 

金额、授奖周期 

和方法 
拟作修改 

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使发 

展中国家研究人员能访问其它国 

家，以便获得与自已的研究有关 

的新经验 

创立:1991年 

本金,104 %0美元 

罗马高级卫生研究 

所所长和卫生组织 

全球卫生研究咨询 

委员会的四名委员
Ш 

执行委员会 1万美元,每两年授子一 

次（奇数年） 

致函授奖者。名单在世 
界卫生大会公开会议上 
宣布 

由遴选小组取代委员 

会：罗马高级卫生研 

究所所长和卫生組织 

全球卫生研究咨询委 
员会主席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奖 
励对卫生发展的杰出贡献 

创立：1994年 

本金：100万美元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一位执委 

会委员和创始人指 

定的一位代表 

(由秘书处作技术 

评定） 

秘书长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 4万美元和一份证书，在 

利息达到足够金额时授 

子（实际每年一次） 

按奖金13%提取支持费 

用，以支付管理费用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仪式 

由遴选小组取代委员 

会：执委会主席和创 

始人指定的一名代表 

⑴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委员会的会议在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会议期间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