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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委员会第三份报告 

（草案） 

甲委员会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在 Martin Bowles 先生（澳大利亚）主持下举行了其

第八次会议。 

会议决定建议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 

13.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13.3 推动《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的业务计划 

经修订的一项决议，题为： 

– 致力于实施《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 

甲委员会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在 Taru Koivisto 女士（芬兰）主持下举行了其第九次

会议。 

会议决定建议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 

13.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13.4 通过生命全程方法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多部门行动：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

略和行动计划草案 

一项决议，题为： 

– 2016-2020 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建设每个人都能

健康长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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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3 

致力于实施《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 

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推动《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的业务计划的报告1； 

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启动的新的《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

在其中设想的世界里，各种环境下的每位妇女、儿童和青少年都可以实现其身体和精神

健康和幸福的权利，拥有社会和经济机会并且能够完全参与建设繁荣、可持续的社会； 

认识到《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为实现这些宏伟目标

提供了路线图，并将有助于实施与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意识到国家行动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以及需要作为优先事项更新国家卫生和资金

供应政策、战略与计划，反映《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所

含的 17 项具体目标，以便促进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 

认识到，在实施《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时，需要采

取由公平驱动、对性别问题敏感的生命全程做法，并形成包括私立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众

多利益攸关方和多部门伙伴关系，例如每个妇女每个儿童运动； 

强调各级问责的关键作用，包括数据和信息系统的重要作用，并注意到独立问责小

组编写关于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状况年度全球报告的工作， 

1. 促请会员国： 

(1) 根据本国的计划和重点，在高级别承诺和充足资金供应的支持下，相关时还包

括《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及其行动框架提出的九

个领域内确认的行动，承诺实施《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1 文件 A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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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结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可预防的死亡，改善整体健康和福祉并以可持久

和有效的方式推动促进性环境； 

(2) 在所有各级加强问责和后续工作，包括通过监测国家进展并酌情加强促进收集

和分析优质数据的能力建设； 

2 促请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支持有效实施国家计划并促进实现《妇女、儿童和青少年

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及其里程碑； 

3 要求总干事： 

(1) 向会员国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更新和实施国家计划以及《妇女、儿童和青少

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2030 年）》的相关内容，包括优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2) 继续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基金和规划1及其它相关基金、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

倡导和推动为一致和有效地实施国家计划提供援助； 

(3)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世界卫生大会定期报告实现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进展

情况。 

  

                                                 
1 H6 全球卫生伙伴关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人口基金、

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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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4 

2016-202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建设每个人都能健康长寿的世界 

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通过生命全程方法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多部门行动：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

和行动计划草案”报告1； 

忆及关于积极老年生活的 WHA52.7 号决议（1999 年）和关于加强积极和健康的老

龄化的 WHA58.16 号决议均呼吁会员国采取措施，确保迅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实现最高

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和福祉； 

进一步忆及认可 2002 年《马德里国际老龄行动计划》的联合国大会 57/167 号决议

（2002 年）和其它与老龄化有关的决议和其它国际承诺； 

审议了关于加强非传染性疾病政策促进积极老年生活WHA65.3 号决议（2012 年），该

决议注意到由于非传染性疾病在老年人中越来越常见，迫切需要预防与非传染性疾病

相关的残疾并计划长期医护； 

还审议了关于姑息治疗作为生命全程的综合性治疗内容予以加强的 WHA67.19 号

决议（2014 年）； 

忆及关于关于可持续的卫生筹资结构和全民覆盖的 WHA64.9 号决议（2011 年），该

决议呼吁在卫生系统方面进行投资并使其得到加强，尤其是在初级卫生保健和服务（包

括预防服务）、足够的卫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信息系统方面，以确保所有公民都可公平

获得卫生保健和服务； 

欢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其中包括一整套不可分割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全面处理人口老龄化及其后果的挑战和机会提供了平台，并且承诺不落下任何人； 

                                                 
1 文件 A69/17。 
2 联合国大会 70/1 号决议（2015 年）：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见 http://www.un.org/ga/ 

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2016 年 5 月 23 日访问）。 

http://www.un.org/ga/%20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
http://www.un.org/ga/%20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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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全世界各个收入水平的人口都在快速老龄化，但老龄人口及其日益增加的

寿命和积极老龄化所带来的机会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状态； 

还注意到健康的老龄化受到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重大影响，在社会经济上处

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进入老年后的健康状况明显更差，寿命也更短； 

进一步注意到健康、无障碍和支持性环境的重要性，这种环境可能使人们能够在适

合自己的地方老去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认识到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样的、有价值的，应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并

免遭基于年龄的歧视； 

欢迎世卫组织抗痴呆症全球行动首届部长级会议（日内瓦，2015 年 3 月 16-17 日），

注意到会议成果，并赞赏地欢迎所有其它旨在确保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国际和区域倡议； 

也欢迎《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1，该报告阐明了健康老龄化的新范式并列

出了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公共卫生行动框架； 

认可健康老龄化概念，即，发展和保持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能力2的过程； 

响应 WHA67(13)号决定（2014 年）审议了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草案，

该文件以世卫组织在这个领域的区域战略和框架3为基础并有所延伸； 

1. 通过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4； 

2. 呼吁包括国际、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伙伴、自助组织和其它相关组织： 

(1) 支持实施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并为其取得成果做出贡献，并且在

这一过程中酌情与会员国和世卫组织秘书处联合开展工作； 

(2) 通过提供充足、公平的服务和援助提高并支持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的福祉； 

                                                 
1 《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2 这种功能能力取决于个人的固有能力、个人生活的环境以及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健康老龄化的

过程跨越生命全程，可以涉及每一个人，而不只是目前无病的人。 
3 美洲区域：《老年人健康行动计划，包括积极和健康老龄化》（CD49.R15 号决议（2009 年））；东南亚区域：

2013-2018 年健康老龄化区域战略；欧洲区域：2012-2020 年欧洲健康老龄化战略和行动计划（EUR/RC62/R6 号决议
（2012 年））；东地中海区域：2006-2015 年东地中海区域积极、健康老龄化和老龄护理战略；西太平洋区域：2014-2019

年西太平洋区域老龄化与健康行动框架。非洲区域正在拟定区域战略。 
4 见文件 A69/1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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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研究和创新，收集有关在多种背景下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措施的证据，包括

更加意识到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及其对老龄化的影响； 

(4) 支持交流知识和创新经验，包括通过北南、南南和三角合作及区域和全球网络

进行交流； 

(5) 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促进在生命全程推动健康老龄化，反对基于年龄的歧视，  

3. 敦促会员国： 

(1) 通过多部门方法实施老龄化和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建议的行动，包括根据

本国重点和具体情况制定国家计划或将相关行动在所有政府部门主流化； 

(2) 确定老龄化和健康的归口单位和工作领域，加强相关政府部门的能力，使之能

够发挥领导作用、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宣传和协调，以处理本部门活动中与健康老

龄化有关的内容； 

(3) 支持和促进会员国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交流经验教训和创新体验，包括在各个层

面改进衡量方法以及对健康老龄化进行监测和研究的行动； 

(4) 通过多部门方法促进发展关爱老人的环境，提高有关老年人自主和参与的意

识； 

4. 要求总干事： 

(1) 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制定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国家计划，发展能够提供高

质量综合服务的卫生和长期保健系统；实施循证干预措施，处理健康老龄化的重要

决定因素；加强收集、分析、使用和解读不同时期健康老龄化相关数据的系统； 

(2) 与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合作，实施老龄化和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建议秘书

处采取的行动； 

(3) 利用实施老龄化和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经验和教训，与会员国和包括联

合国机构、其它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伙伴一道，改进有关 2020-2030 年健

康老龄化十年行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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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准备有关健康老龄化的全球状况报告，其中反映商

定的标准和度量方法以及有关每个战略主题下可采取行动的新证据，以便为

2020-2030 年健康老龄化十年行动提供参考和基线数据； 

(5) 召集论坛，提高健康老龄化意识，加强有关老龄化和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所列行动的国际合作； 

(6) 与其它伙伴合作，开展反对年龄歧视的全球行动，增加地方性行动的价值，实

现改善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的最终目标，并优化政策应对； 

(7) 继续发展世卫组织全球关爱老人城市和社区网络，使之成为支持各地采取多部

门行动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机制； 

(8) 支持促进健康老龄化的研究和创新，包括发展：(1)循证工具，以评估和支持

加强固有能力和功能能力的临床、社区和基于人口的努力；(2)具有成本效益的干

预措施，以加强固有能力受损者的功能能力； 

(9) 向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老龄化和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中期进

展，其中反映商定的量化指标、标准和度量方法以及有关每个战略目标下可采取行

动的新证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