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 行 委 员 会 EB136/DIV./2 

第一三六届会议 2014 年 12 月 12 日 

临时议程项目 1 

 

 

 

 

 

初步日程表 

2015 年 1 月  其它 

26日（星期一）   

09:30 – 12:30 

和 

14:3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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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9 传染病 

项目 9.1 疟疾：全球技术战略草案：2015 年后 

项目 9.2 登革热：预防和控制 

项目 9.3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项目 9.4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7日（星期二）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4 职工配备事项 

项目 14.1 任命非洲区域主任 

项目 14.2 任命欧洲区域主任 

 

 项目 5 世卫组织改革 

项目 5.1 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 

项目 5.2 理事机构工作方法 

项目 5.3 改革实施情况概述 

 

17:30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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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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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其它 

28日（星期三）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1 规划和预算事项 

项目 11.1 2014-2015 年规划预算的实施与筹
资：最新情况 

项目 11.2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方案 

项目 11.3 战略性预算空间分配 

项目 8 防范、监测和应对 

项目 8.1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项目 8.2 脊髓灰质炎 

项目 8.3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17:30  雅克•帕里索基金奖
研金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
基金遴选小组 

29日（星期四）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0 卫生系统 

项目 10.1 将急诊和基本外科治疗及麻醉作为
全民健康覆盖内容予以加强 

项目 10.2 《世卫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聘
行为守则》 

项目 10.3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
医疗产品 

项目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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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

和行动计划 

项目 10.6 血液和其它人体医疗产品 

项目 7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如时间允许） 

项目 7.1 监测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
实现情况 

项目 7.2 健康与环境 

 应对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 

 气候与健康：世卫组织健康与
气候会议的结果 

项目 7.3 青少年健康 

项目 7.4 妇女和健康：《北京宣言》和《行动
纲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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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其它 

30日（星期五）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6 非传染性疾病 

项目 6.1 第二次国际营养会议的结果 

项目 6.2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拟定一套核心

指标 

项目 6.3 终止儿童期肥胖症委员会最新情况 

项目 6.4 2014 年联合国大会全面审查和评估

在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取

得的进展高级别会议的后续事宜 

项目 6.5 全球暴力与卫生状况报告 

项目 6.6 全球癫痫负担和为应对其卫生、社会

和公众知识影响在国家层面采取协

调行动的必要性 

 

31日（星期六）   

09:30 – 12:30 项目 12 财务事项 

项目 12.1 世卫组织财务战略草案 

项目 12.2 2016-2017 年摊款比额表 

项目 13 管理和治理事项 

项目 13.1 评估 

 

2 月 2 日 

（星期一）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4 职工配备事项（续） 

项目 14.3 世卫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项目 14.4 人力资源：最新情况 

项目 14.5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14.6 《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 

项目 13 管理和治理事项（续） 

项目 13.2 不动产：日内瓦建筑整修战略最新情况 

项目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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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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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其它 

3 日（星期二）   

09:00 – 12:30 

和 

14:30 – 17:30 

项目 13 管理和治理事项（续） 

项目 13.4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以及执行委员会第 137 届会议日期、

地点和临时议程草案 

项目 15 通报事项 

项目 15.1 咨询机构的报告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项目 16 会议闭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