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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世界卫生组织文件中使用的缩写如下:

ACC 一行政协调委员会

ACHR 一 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

ASEAN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CIOMS 一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FAO 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IAEA 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RC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CAO 一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FAD 一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LO 一 国际劳工组织(局)

IMF 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O 一 国际海事组织

ITU 一 国际电信联盟

OAU 一非洲统一组织

OECD 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HO 一泛美卫生组织

四叫AIDS 一联合国 HIV/艾滋病联合

规划

UNCTAD 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CP 一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

U叶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HCR 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

UNICEF 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叫IDO 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叫RWA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及工程处

轧TFP 一世界粮食规划署

WIPO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O 一世界气象组织

轧TTO 一世界贸易组织

本卷采用的地名和提供的资料，并不反映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地、

城市或地区或其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国境或边界划定的观点。凡报表标题中冠

以"国家或地区"字样，系指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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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于 2001 年 1 月 15 - 22 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举

行。会议记录分两卷出版。本卷包括决议和决定及有关附件。执委会的讨论简要记录、

参加人员和选出的官员的名单、以及关于各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的详细情况都刊印在文

件 EB107/2001反EC/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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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1

1.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2. 总干事的报告

• 评论和问题

3. 技术和卫生事项

3.1婴幼儿喂养全球战略( WHA53(1 0)号决定)

3.2 健康促进

3.3 传染病

• 全球健康保障:流行病预警和反应

• 控制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

3.4加强提供卫生服务

• 人力资源2

与非政府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伙伴关系

3.5 报告关于人群健康的信息

3.6 卫生系统绩效评估

• 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

• 2001 年世界卫生报告

4. 2002-2003 年财务期规划预算方案

l 经执委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2001 年 1 月 15 日)。

2 包括加强护理与助产服务 (WHA49.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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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

5. 财务事项

5.1 评定会费

征收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 7 条规定的会员国

• 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

5.2临时收入

5.3 不动产基金

5.4 ((财务细则》

6. 职工配备事项

6.1人力资源

• 年度报告

• 政策发展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

6.2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关于人事政策和服务条件的发言

7. 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它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8. 其它管理事项

8.1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非政府组织

• 授奖

• 其它

8.2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8.3 与私立部门协作实现健康结果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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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8.4理事机构事项

• 卫生大会的工作方法

• 今后会议

9. 通报事项

9.1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包括关于任命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

会成员的报告)

9.2遏制芜疾

9.3 确保母婴平安

9.4 2001 年精神卫生

9.5 根除脊髓灰质炎

9.6 HIV/艾滋病

9.7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9.8 安全注射

10.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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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清单

EBI07/1 Rev.3 议程1

EB 1 07/2 总干事在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上的讲话

EBI07/3 婴幼儿喂养全球战略

EBI07/4 健康促进

EBI07/5 和 Co且1 全球健康保障一对流行病的预警和反应

EBI07/6 加强提供卫生服务:加强护理与助产服务

EBI07/7 与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

EBI07/8 衡量和报告人群健康状况

EBI07/9 卫生系统绩效评估

EBI07/10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
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EBI07111 临时收入

EBI07112 不动产基金2

EB107/13 ((财务细则)) 3 

EBI07/14 人力资源: 2000 年年度报告

EBI07/15 和 Add.l 人力资源:政策发展: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4

EBI07/16 和 Add.l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5

l 见第 vii 页

2 见附件 1 。

3 见附件 2 。

4 见附件 3 。

5 见附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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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07/17 

EB107118 和 Add.1

EB107119 

EB107/20 

EB107/21 

EB107/22 

EB107/23 

EB107/24 和 Add.1

EB107/25 

EB 1 07/26 和 Coη.1

EB107/27 

EB107/28 

EB107/29 

EB107/30 

EB107/31 

EB107/32 

EB107/33 

1 见附件 5 。

2 见附件 6。

执行委员会第一 o 七届会议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I

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它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2

与私立部门协作实际健康结果的准则

理事机构事项:
卫生大会的工作方法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安全注射

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

关于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报告

遏制芜疾

确保母婴平安

2001 年精神卫生

根除脊髓灰质炎

HIV/艾滋病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传染病:
控制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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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清单

EBI07/34 2002 - 2005 年工作总规划

EBI07/35 Rev.l 理事机构事项:
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参阅文件

EBI07/INF.DOC.l l 费用增长和兑换率的处理办法

EBI07/INF.DOC.l2 2000 - 2001 年效率节余和管理审评

EBI07钉II剧N、-JF.DOC.β 规划评价框架

EBI07/INF.DOC.l4 预算外拨款的使用

EBlω07/I肘N、叫-.J"FσF.DOC.乃 杂项收入

EB 1 07IINF .DOC.l6 和 Corr.l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关于人事政策和服务条件

的发言

EB 1 07/INF .DOC刀 全球健康保障一对流行病的预警和反应:修订《国际
卫生条例》

EBI07/INF.DOC.l8 2002 - 2003 年规划预算方案

EBI07/INF.DOC.l9 2002 - 2003 年规划预算方案

- X1ll -





决议

EBI07.Rl 工作总规划

执行委员会，

审查了 2002 - 2005 年工作总规划草案1;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将在其第 109 届会议上尤其结合制订 2004 - 2005 年规划预算方
案审议影响 2002 - 2005 年工作总规划的发展和评价情况，

1. 认可 2002 - 2005 年工作总规划草案，将其提交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2.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执行委员会根据《组织法》第 28(g)条向它提交的 2002 - 2005 年工作总

规划草案;

铭记国际卫生迅速演变环境的挑战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必要相应予以适应;

意识到在总干事制定并经执行委员会认可的共同战略2中确定的战略方向和核

心职能以及作为该战略产物的重点确定、规划拟订和预算编制之间密切的相互关
系;

注意到工作总规划与 2002 -2003 年规划预算方案3之间较强的一致性和较密切
的联系;

欢迎采用由评价作支持并在较接近实施的时间拟订规划的程序，作为世界卫生

组织努力成为一个更有效率和更富有成效组织的一部分，

批准 2002 -2005 年工作总规划。

l 文件 EB107!34 。

2 文件 EBI05!3 。

3 文件 PPB!2002-2003o

(第五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7 日)



2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

EBI07.R2 加强护理与助产服务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加强护理与助产服务的报告1 ，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加强护理与助产服务的报告;

忆及建议为加强护理和助产服务开展行动的 WHA42.27 、 WHA45.5 、 WHA47.9 、

WHA48.8 和 WHA49.1 号决议;

认识到 ((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 2 中强调可被利用的卫生系统在努力改善人群

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认识到使用适当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提供卫生服务方面的重要性;

认识到护士和助产士在减少过高的死亡率、发病率和致残率以及促进健康生活
方式方面起到至关重要和经济有效的作用并关注到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充分发挥

他们的贡献;

关注全球护士和助产士的短缺;

认识到护理服务和助产服务在卫生系统及国家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性;

认识到继续需要与范围广泛的伙伴一起工作，它们的工作对人口健康、健康促
进和卫生保健具有影响，

1.敦促会员国:

(1) 通过使护士和助产士参与各级卫生政策制定、计划和实施，进一步发展其
卫生系统并开展卫生部门改革;

l 文件 EB1 07/6 。

2 ((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2 改进业绩》。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0 年。



决议和决定 3 

(2) 审议或制定和实施国家卫生行动计划以及护士和助产士教育、立法、规章
和开业模式，以便确保使之充分和恰当地反映使护士和助产士能满足他们
所服务人口的需求的能力和知识;

(3) 为发展人力资源而制定综合规划以支持在卫生服务中招聘和保持具备技
能和积极性的护士与助产士工作队伍;

(4) 制定和实施政策与规划，为护士和助产士确保健康的工作场所及工作环境

的质量;

(5) 通过不断评估护理和助产服务的需求并制定、定期审查和实施国家护理和
助产服务行动计划巩固上述措施，作为国家卫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6) 加强发展以可靠科学和临床依据为基础减少高危因素并对卫生需求作出

反应的护理和助产服务;

(7) 制定评价护理服务的计划;

2. 要求总干事:

(1)支持会员国建立用于调查全球护理和助产人员短缺(包括移民影响)的机
制，以及制定人力资源计划和规划，包括合乎职业道德的国际招聘;

(2) 支持会员国努力加强护士和助产士在人群健康方面的贡献，并采取必要措

施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护理和助产服务合作中心的数量;

(3) 确保护理和助产专家参与制定卫生人力资源综合计划;

(4) 继续与各国政府合作，促进与护理和助产服务发展相关的所有机构和组织
之间的有效协调;

(5) 为全球护理和助产服务咨询小组的工作不断提供支持，并考虑到护理和助
产服务在世界卫生组织政策和规划发展与实施中更广泛方面的利益和贡
献;

(6)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制定和实施监测、衡量和报告实现这些目标方面

进展情况的系统和统一业绩指标;

(7) 迅速制定加强护理和助产服务的行动计划并规定在其制定后进行外部评
f介;

(8) 向卫生大会通报实施本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向 2005 年第五十八届世界
卫生大会进行报告。

(第八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8 日)



4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

EBI07.R3 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 7 条规定的会员国:解决欠费的特

别安排

执行委员会，

响应第五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一项建议，即执行委员会应提出一项标准程序处
理会员国关于解决交纳评定会费方面欠费特别安排的要求l;

审议了关于解决欠费特别安排的报告2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卫生大会以前关于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 7 条规定的会员
国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WHA8.13 和 WHA41.7 号决议，

1. 请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 7 条规定或预期在履行其对本组织义

务方面有困难的会员国与总干事联系以审查其帐户的状况;

2. 进一步请希望重新安排交纳其欠费作为恢复其表决权安排的一部分的欠费会
员国向总干事书面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应于 3 月 31 日之前收到，至少应包括下列
信息: (i)应交总额，包括当年摊款; (ii)提议交纳的时间; (iii)该会员国打算每年交
纳的最低数额，以及(iv)表明该会员国是否预期根据《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
要求总干事批准用当地货币交纳;

3. 要求总干事与有关会员国一起审查此类要求并将重新安排交纳欠费的提案提
交执行委员会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紧靠卫生大会前举行的会议;

4. 要求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向卫生大会提出适当建议供审
议。

(第十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9 日)

I 见文件 A53/2000尽EC/3. 乙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5 节。

2 文件 EBI0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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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7.R4 临时收入

执行委员会，

业经审议总干事关于临时收入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决定 2000 年 12 月 31 日时估计拥有的临时收入数额应用于:

一
兀

美

(i) 根据财务奖励制( WHA41. 12 号决议)，用 2000

年估计利息收入部分资助由会员国分摊的 2002
-2003 年正常预算

(ii) 根据总干事报告中所包含的建议资助不动产基
金

(iii) 用记入临时收入的估计会费欠交额补充周转金

(iv) 在作为杂项收入一部分处理之前保留临时收入
帐户中的估计结余

9500000 

2689712 

4000000 

6026215 

(第十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9 日)

EBI05.R5 不动产基金

执行委员会，

注意到总干事关于不动产基金中资助项目的状况和 2001 年 6 月 1 日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期间该基金估计需要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今后在日内瓦可能的办公
用房发展的报告2 ，

1. 要求总干事随时向执行委员会通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办公用房项目
今后的进展情况;

I 文件 EB107111 。

2 见附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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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不动产基金资助项目的状况和 2001 年 6 月 1 日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期间该基金估计需要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今后在日内瓦可能
的办公用房发展的报告;

表示赞赏瑞士联邦和日内瓦共和国与州不断作出的热情友好的表示;

认识到某些估算仍属暂定，

1. 批准由不动产基金资助总干事报告第 III 部分所示的支出，估计费用为 3 250 000 
美元;

2. 从临时收入向不动产基金拨款 2689712 美元;

3. 批准总干事开始与瑞士当局谈判有关其报告中第 II 部分下所概述项目的事项;

4. 要求总干事就该项目向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作进一步报告。

(第十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9 日)

EBI07.R6 财务细则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修订《财务细则》的报告1 ，

根据《财务条例》第 16.3条确认报告所附的经修订的《财务细则》。

(第十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9 日)

l 见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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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7.R7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确认经修订的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就特别假、病假、产假和父亲假以

及职员与受哺婴儿旅行对《职员细则》所作的修订，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十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9 日)

EBI07.R8 卫生系统绩效评估

执行委员会，

分析了 2000 年 6 月 24 日出版的 ((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 2，其中包括卫生系统绩

效指数以及整体成就指数，作为对卫生组织 191 个会员国卫生系统绩效的对照;

注意到关于卫生系统绩效评估的报告3以及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4;

考虑到卫生对人群发展和安康的重要性;

牢记卫生系统对改善卫生状况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认识到评价国家卫生系统绩效在改进质量、公平性及与这些系统相关的其它标准方
面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此类评价在提高对卫生系统需要和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的认识以及帮助寻

求补充卫生资源方面的潜力;

意识到这种评价工作应当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并寻求各会员国作出的投入以尽可

能扩大参与面;

牢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 年 8 月 28 日题为"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
会议各级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的基本指标"决议，其中强调应由所有国家充分

参与制定这些基本指标并由相关政府间机构予以通过5;

I 见附件 3 。

2 ((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进业绩》。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0 年。

3 文件 EBI07/9 。

4 文件 EB107/3 5 Rev.l 。
5 E/2000/27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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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向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三届和第一 0 五届会议提出的关于世界卫生趋势和挑
战的报告l;

考虑到泛美卫生组织第 42届指导委员会及美洲区域委员会第 52 次会议于 2000 年 9

月 26 日通过的题为 "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的 CD42.R5 号决议和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
EMIRC471R.2号决议;

牢记此类对照评估的第一阶段应当是征求各会员国作出技入，就其框架、设计和数

据来源达成广泛的一致;

考虑到会员国已经对用于编制 ((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公布的会员国卫生系统绩效
指数的框架、设计和数据来源提出的众多方法问题和技术改进;

意识到与国家卫生系统绩效对照有关的技术困难和政治敏感性;

认识到卫生组织在其职权内，在开展这些评价和提出卫生政策建议方面应起到历史
性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卫生系统绩效评价对卫生系统规划者和决策者具有重大意义，

1.满意地注意到总干事提出的帮助会员国定期协助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其卫生系统绩效
的措施，即

(1) 建立一个技术协商过程，汇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不同区域会员国的人员和观点，
并由世界卫生组织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职员联合支持;

(2) 确保就用于评估卫生系统绩效的最佳数据与各会员国协商，并且向他们提供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用这些数据获得的指标值的预先信息;

(3) 设立一个小型咨询小组，其中包括执行委员会和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一些成
员，该小组将可帮助监测世界卫生组织对卫生系统绩效评估的支持;

(4) 每两年汇编一份关于会员国卫生系统绩效的报告;

(5) 于 2002 年 5 月之前完成下一份报告，并在协商后于 2002 年 10 月发表;

(6) 确保在向一般公众提供之前会员国收到这些报告;

1 文件 EB103/3 和 EB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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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总干事:

(1) 发起关于卫生系统绩效方法的一次同行学术审评作为技术协商过程的一部分，
包括提供与卫生系统绩效有关方法的最新情况和新数据来源;

(2) 确保世界卫生组织与会员国磋商并分享同行学术审评的结果及其建议;

(3) 作为技术协商过程的一部分，制定一项多年计划，进一步研究和制定框架及其
相关指标以评估卫生系统的效益和效率;

(4) 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用于评估卫生系统绩效的数据质量;

(5) 向会国报告卫生系统绩效报告对会员国政策和措施的影口向;

(6) 在报告计划出版之日的 15 天前向会员国的卫生当局提供这些报告。

(第十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19 日)

EBI07.R9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确认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条，总干事对《职员细则》所作的如下修订: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修订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扶养津贴，以及从 2001 年 3 月 1 日起修订专业
人员以上职类职员适用的基薪毛额使用的薪级表。

(第十一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RI0 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的薪酬

执行委员会，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关于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建议，

l 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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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不叙级职位在扣除薪金税以前的年薪为 151 840 美元，因而修订的净工资

为 104341 美元(有受扶养者)或 94484 美元(单身者);

2. 确定总干事在扣除薪金税以前的年薪为 205 309 美元，因而修订的净工资为
137492 美元(有受扶养者)或 122268 美元(单身者)。

3. 兹决定这些薪酬的调整自 2001 年 3 月 1 日生效。

(第十一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Rll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确认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就安家津贴、支付和扣除、法定假日以

及申诉委员会对《职员细则》所作的修订，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十一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R12 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赔虫感染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控制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的报告2 ，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血吸虫病的 EB5.R5 、 WHA3.26 、 EB55.R22 、 WHA28.53 和 WHA29.58

号决议;

注意到关于控制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的报告;

意识到，正如一些国家所显示，在持续实施控制措施的地方，死亡率、发病率
和传播大幅度下降，促使很多国家正在消灭这些疾病;

l 见附件 5 。

2 文件 EBI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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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情况表示关注:全球有 20 亿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病，
其中 3 亿人患有相关的严重疾病，而且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无一例外
地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最贫穷人口中更为广泛地存在;

进一步认识到，定期使用安全、单剂量、可支付得起的药物进行反复化疗可确
保将感染水平控制在与发病率相关的水平之下，并能特别改善儿童的健康和发育，

1. 认可对高危人群，特别是学龄儿童进行定期治疗并确保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
提供治疗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的单剂药物，将这些措施作为降低死亡
率和发病率以及促进受感染社区健康和发展的最佳途径;

2. 敦促会员国:

(1) 在感染处于低水平的地区持续开展成功的控制活动，以便消灭作为公共卫
生问题的血吸虫病和经土壤感染的蠕虫感染，并突出重视高度感染地区实施或
加强控制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

(2) 确保向流行地区的所有卫生机构提供治疗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
感染的基本药物，以便治疗处于高发病率风险的儿童、妇女和其他人群，目标
是，到 2010 年时实现向具有发病危险的至少 75%的所有学龄儿童定期进行化
疗的最低指标;

(3) 通过部门间合作改进获得安全用水和环境卫生;

(4) 筹集资源，以便持续开展控制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的活动;

3.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双边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控制蠕虫感染提供强化支
持，并利用现有活动可产生的协同作用预防、控制和消灭其它传染病;

4. 要求总干事:

(1) 通过提倡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双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建立新
的伙伴关系，并通过继续提供国际指导和协调抵御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

虫感染;

(2) 继续寻求为支持宣传、协调和研究活动所需的资源;

(3) 使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不断了解高度感染和低度感染国家分别在控制

或消灭血吸虫病和经土壤传播的蠕虫感染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第十一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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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7.R13 全球健康保障:对流行病的预警和反应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全球健康保障一对流行病的预警和反应的报告1 ，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国际卫生条例》的 WHA48.7 号决议，关于新出现和重现传染病的

WHA48.13 号决议，以及对抗菌素的抗药性的 WHA51.17 号决议;

忆及公共卫生是一项发展重点，并且抵御在人类死亡率和发病率方面是一个重
大负担的传染病为进展提供了重要的直接机遇;

注意到贸易与旅客、动物、货物和食品流动的全球化，以及它们发生的速度;

意识到，作为结果，在一个特定国家的传染病病例任何急剧增加有可能成为里
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1. 对下述行动表示支持:

(1) 继续《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工作，包括制定标准以确定国际关注的卫生

紧急情况;

(2) 制定一项全球战略，遏制并在可能的地方预防对抗菌素产生的抗药性;

(3) 世界卫生组织与致力于流行病预警和反应领域的所有可能技术伙伴之间
的合作，这些伙伴包括有关的公共部门，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

2. 敦促会员国:

(1) 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合适伙伴共同积极参与有关对国际关注的紧急情
况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核实与批准工作;

I 文件 EB1 07/5 和 EBI07/5 Co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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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对所涉人员的培训和在专科人员之间交流良好方法以对预警作出反

应;

(3) 为传染病监测和控制定期更新他们可利用的资源方面的信息;

(4) 为《国际卫生条例》指定联络点;

3. 要求总干事:

(1) 制定相关国际手段并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以便发展或加强针对生物物
质所产生危险的防备和反应活动，将之作为其紧急管理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制定预防流行病以及对传染病威胁和紧急情况
作出反应的干预规划，特别在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诊断和病例临床管理方面;

(3) 为制定区域防备和反应计划作出适当安排;

(4)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尤其通过发展诊断所需的实验室技能、提供用于现场
的流行病学方法方面的培训，尤其在最容易受到感染的国家，加强他们发现传

染病威胁和紧急情况并迅速作出反应的能力;

(5) 向各会员国、有关政府间组织和技术伙伴提供有关公共卫生风险的相关信

息

(第十一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R14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2 ，

1.决定与国际肥胖症研究协会和全球卫生研究论坛建立正式关系;

2. 决定终止与国际社会学协会和国际截瘫医学协会的正式关系;

l 见附件 6 。

2 文件 EBl 071l 9 。



14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

3. 决定在制定双方同意的合作计划之前，暂时中止与国际病理学协会理事会和联合国
协会世界联合会的正式关系。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R15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衡量和报告人群健康状况的报告]并铭记 EBI07.R8 号决议，

1. 欢迎与会员国和其它有关国际机构继续开展关于资料收集程序的研究和发展工作，
目的是对数据来源和健康衡量标准建立可比性;

2. 要求总干事向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国际残疾分类》第 2 版 (ICIDH-2 ), 
题为《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3.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1. 认可《国际残疾分类》第 2 版(ICIDH-2)，题为《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2. 敦促会员国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并特别考虑到今后可能作出的修订在研究、监
测和报告中酌情使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CIDH-2); 

3. 要求总干事根据会员国提出的要求在使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方面

向它们提供支持。

EBI07.R16 婴幼儿营养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婴幼儿喂养全球战略的报告2;

l 文件 EB1 07/8 。

2 文件 EB107/30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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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减少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

特别强调充分的营养对于所有地方的婴幼儿健康和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并强调妥善
的纯母乳喂养、补充喂养和喂养方法在保护和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方面的关键作用，

建议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婴幼儿营养、适直喂养方法和有关问题的 WHA33.32 、 WHA34.22 、

WHA35.26 、 WHA37.30 、 R吁IA39.28 、 WHA41. 11 、 WHA43.3 、 WHA45.34、引THA46.7 、

WHA47.5 和 WHA49.15 号决议;

深切关注改善全球婴幼儿营养和减少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因为 5 岁以
下儿童中的二分之一以上仍然营养不良一他们发育不良、消瘦，或者缺乏琪、维生

素 A、铁或其它微量营养素一而且由于全球学龄前儿童中每年 1050 万死亡中仍有
近半数死于营养不良;

深切担忧婴幼儿营养不良仍是全球最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是贫
困、匮乏、食品保障和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和后果，营养不良不仅只是易患感染
和其它疾病以及生长发育迟缓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造成智力、精神、社会和发展
障碍以及增加整个儿童期、青少年和成人生命中罹患疾病风险的一个原因;

确认人人获得安全和营养食品的权利，符合人人获得充足食品的权利和摆脱饥

饿的基本权利，并认识到必须竭尽全力逐步充分实现此项权利;

确认社会所有部门，包括政府、民间社会、卫生专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商业

性企业和国际机构必须利用它们所具备的一切可能手段，特别是通过采取一项多部
门的统一综合战略措施促进最佳喂养方法而对改善婴幼儿的喂养状况作出贡献;

注意到《儿童权利公约》的指导，尤其是第 24 条，它特别确认社会各阶层，
特别是父母和儿童需要在应用儿童卫生和营养的基本知识以及母乳喂养的好处方
面获得和利用支持与信息;

意识到，虽然《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和嗣后有关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规

定，对于其范围内的产品不得作广告宣传或其它形式的促销，但是目前正日益广泛

应用新的现代通信方法，包括电子方法促进此类产品;并意识到在制定食品标准和

准则时，食品标准法典委员会必须在处理声称具有健康益处方面考虑《国际守则》
和随后世界卫生大会的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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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 2001 年是通过《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20 周年纪念，本项决议的通

过为加强《国际守则》在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

机遇;

认识到已具备充足的科学基础用于政策决策，强化会员固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活

动;就生长监测和营养改善提出新的创新措施;推动改进母乳喂养和补充喂养方法
以及具文化针对性的咨询;改善育龄妇女，特别是孕期中和孕期后的营养状况;减
少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以及对 HIV 阳性母亲的婴儿喂养方法提供指导;

注意到必须具备有效的系统，以评估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程度和地域分布，
其后果和主要因素，及食源性疾病，并监测食品保障工作;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它国际伙伴密切协作，努力制定一

项婴幼儿喂养全球综合战略的时刻;并利用联合国行政协调委员会营养问题小组委
员会作为在这方面进行协调和交换信息的一个机构问论坛，

1.感谢总干事关于制定一项婴幼儿喂养全球新战略的进展报告:

2. 敦促会员国:

(1) 确认人人获得安全和营养食品的权利，符合人人获得充足食品的权利和摆

脱饥饿的基本权利，并确认必须竭尽全力逐步充分实现此项权利，要求社会各
部门开展合作努力改善婴幼儿的营养状况;

(2) 作为缔约国而采取必要措施有效地实施《儿童权利公约))，以确保每个儿
童享有最高且可获得的健康水准和卫生保健权利;

(3) 建立或加强与所有利益相关方面的机构间和部门问讨论论坛，就战略和政

策达成国家共识，其中包括与国际劳工组织协作加强支持工作妇女母乳喂养的

政策，以便充分改善婴幼儿喂养并建立参与式规划机制，制定和实施特定营养
规划和项目，目的在于采取新的行动和创新的措施;

(4) 加强所有活动并制定新的措施以保护、促进和支持[在出生后的 4-6 个
月][在出生后的大约 6 个月]期间进行纯母乳喂养l，在两岁或两岁之后继续母
乳喂养，并同时提供安全和妥善的补充食品，强调这些概念的社会传播渠道，
以便促使社区遵守这些做法;

l 中括号中的定稿措辞将根据对科学文献的系统讨论结果，一项全球同行审评，以及一个专家协商会 (2001 年 3
月 28-30 日于日内瓦〉的结论和建议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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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爱婴医院倡议并建立各种机制，包括规定，立法或其它措施，目的在
于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对医院进行定期重新评估，以确保维持标准和倡议的长期
持续性及可信性;

(6) 通过确保对幼儿的母亲进行有文化针对性的正确营养咨询和建议尽可能

最广泛地利用当地含丰富微量营养素的食物改进补充食物和喂养方法;优先考
虑制定和传播两岁以下儿童的营养准则，对卫生工作者和社区领导进行就此议
题的培训，并将这些要点纳入卫生和营养信息、教育和交流战略;

(7) 加强生长监测和营养改善，侧重于以社区为基础的战略，并努力保证无论
是社区中或医院中的所有营养不良儿童都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8) 制定、实施或加强可持续的措施，包括酌情采取立法的措施，目的在于通
过包括补充食品、食品强化和多样化的综合战略，通过建议采取有文化针对性
并以地方食品为基础的喂养措施，以及通过其它以社区为基础的途径减少幼儿

和育龄妇女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对铁、维生素 A 和琪的缺乏;

(9) 加强国家机制，以确保全球遵守《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及随后的世
界卫生大会有关决议就所有媒体中标签以及所有形式的广告和商业性促销方
面的规定;鼓励食品标准法典委员会在制定其标准和准则时考虑《国际守则》

及随后的世界卫生大会有关的决议;并向广大公众通报实施《守则》和随后的
世界卫生大会有关决议方面的进展;

(1 0) 确认和评估有关权衡通过母乳喂养传播 HIV 的风险与不进行母乳喂养的
风险的现有科学依据以及就此开展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努力确保 HIV 阳性母亲
婴儿的充足营养;加强提供自愿和保密咨询与检测，以促进提供信息和作出知
情决定;确认在其它喂养方法可以接受、切实可行、支付得起、可持续进行且
具安全性的情况下建议 HIV 阳性妇女避免进行母乳喂养;否则，建议在出生后
的前几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并确认应鼓励选择其它喂养方式的妇女在采用这
些方法时不受来自商业方面的影响;

(11)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所有妇女避免感染 HIV，特别是在孕期和哺乳期;

(12) 加强其信息系统及其流行病学监测系统，以便评估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以

及食源性疾病的程度和地域分布;

3. 要求总干事:

(1)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领导作用，与国际劳工组织、粮农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其它联合国系统内外的相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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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合作，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和其它有关人权的文书及其指导，更加重视婴
幼儿营养工作;

(2) 加强与社会所有有关部门开展透明的建设性对话，以便以独立和不受商业
影响的方式监测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和随后的世界卫生大会有关

决议方面的进展情况，并支持会员国对其《守则》实施的监测工作;

(3) 支持会员国确定、实施和评价改进婴幼儿喂养的新措施，强调[在出生后
的 4-6 个月][在出生后的大约 6 个月]期间 l进行纯母乳喂养，提供安全适宜补充

食品，继续母乳喂养至两岁或两岁以上及以社区为基础和跨部门的活动;

(4) 继续逐步以国家和区域为基础制定有关婴幼儿喂养全球新战略的做法;并
吸收国际卫生和发展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它适直利益相关
方面的参与;

(5) 鼓励和支持对通过母乳喂养传播 HIV 的问题和为改善已感染 HIV/艾滋病
的母亲和儿童的营养状况采取其它措施而开展进一步的独立研究;

(6) 向执行委员会 2002 年 1 月的第一 0 九届会议和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 2002 年 5 月)提交全球战略供审议。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l 中括号中的定稿措辞将根据对科学文献的系统审议结果，一项全球同行审评，以及一个专家协商会 (2001 年 3
月 28-30 日于日内瓦)的结论和建议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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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EBI07(1) 审查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1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关于对二分之一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

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审查2并落实 EB105(12)号决定的报告，作出如下决定。

根据 61 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在收到信息之前推迟审查的那些非政府组织提交的合

作报告，执委会赞赏这些组织努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系统、卫生技术和药物方面

的工作，并决定保持与它们的正式关系。

关于国际交通医学协会(原称为国际事故和交通医学协会)，执委会担忧合作已经

中止。但是，其审查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交通事故是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并且世界

卫生组织和新近改组的协会已表示愿意继续合作。因此，执委会决定与该协会保持一年

的正式关系，以便能制定合作计划。

由于缺乏国际癌症登记协会、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

流行病学协会、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国际卫生档案组织联合会、国际医院联合

会、国际医学信息协会、拯救儿童基金(联合王国)、世界大都市协会以及世界麻醉医

师学会联合会提交的合作报告，执委会决定将审查关系推迟至其第 109 届会议。

关于国际妇女联盟、国际企业与专业妇女联合会、国际预防肿瘤学协会以及世界女

童子军协会，执委会愉快地注意到，恢复关系的努力已产生商定合作计划，并决定与这

些组织保持正式关系。

关于国际住房计划联合会，鉴于缺乏合作报告并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就重新建立以

双方商定的工作计划为基础的合作探讨可能性的兴趣，执委会决定将审查关系推迟至其

第 109 届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l 见附件 6。

2 文件 EBI071l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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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7(2) 采取措施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谈

判机构工作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授权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常设

委员会主席联合行动，临时接受非政府组织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本决定所确定的

便利措施将适用于专门或另外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机构

的工作而申请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但须符合下列条件和要求:

(1)在提交申请时，非政府组织必须与世界卫生组织具有工作关系，以便到执行委

员会按照下面第(3)点正式审查其申请时将已经历大约两年工作关系，并且必须在其

它方面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准则》第 3 部分中确定的标准;

(2)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任务必须与政府间谈判机构的工作有关;

(3) 执行委员会将在接受其建立临时正式关系之后的 1 月会议上对具有临时正式关

系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审查，目的在于按照正常程序予以确认或终止。

除非经执委会终止或修订，本决定将继续适用，直至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3)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的报告1，并忆及

其早先的决定，即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应在日内瓦万国官举行，于 200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开幕并不晚于 2001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闭幕2，批准经修订的第五十四

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它还建议，圆桌会议的主题应为精神卫生，圆桌会议应按照

概述的程序进行3，并且圆桌会议应由卫生部长或指定直接代表其本人的人员参加政策讨

论。

l 文件 EBI07/22。

2 EB 1 06(9)号决定。
3 文件 EBI07/21o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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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7(4)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八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执行委员会决定其第一 0 八届会议应于 200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在日内瓦世界

卫生组织总部举行并不晚于 2001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结束。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5) 授予列昂·伯尔纳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列昂·伯尔纳基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1 年列昂-伯尔纳

基金奖授予 Sastri Saowakontha 博士(泰国)，以表彰他在社会医学领域的杰出工作。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6) 授予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和奖研金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进选小组的报告后，将 2001 年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授予 Mahmoud Fathalla 教授(埃及)，以表彰他在家庭

卫生领域的工作。

执委会将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研金授予Anne Ormisson 教授(爱沙尼

亚)，以使她能开展她所建议的研究。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7) 授予世川卫生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世川卫生奖进选小组的报告后，将 2001 年世川卫生奖授予 João

Aprigio Guerra de Almeida 博士(巴西 )0 Guerra de Almeida 博士将获得 3 万美元，以表

彰他在卫生发展方面的杰出工作。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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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7(8) 授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进选小组的报告后，将 2001 年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 Ali Jaffer Mohammed Suleiman 博士(阿曼)和巴勒斯
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合会，以表彰他们对卫生发展的杰出贡献。获奖者将各获得 2 万美

JIj。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9) 授予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1 年弗朗

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授予 Tay Sun Tee 博士(马来西亚)，以使她能开展她所建议的研

究。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BI07(10) 授予 A.T. 舒沙博士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A.T. 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1 年A.T. 舒沙博

士基金奖授予 Wagida Anwar 教授(埃及)，以表彰她对舒沙博士为世界卫生组织服务期

间所在地理区域的初级卫生保健目标所作的极重要贡献。

(第十二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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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不动产基金1

总干事的报告

[EBI07112 - 2000 年 12 月 7 日]

1. 目前开展的项目或到 2001 年 5 月 31 日之前将开展的项目情况

办事处 | 项目

后良
取

用使A口，响
只

开

-
王

口
〕

'
F

并
成

4

装
完
安
待
已
有
成

机
还
完

总
整
已

话
调
目

电
的
项

AUnU AUAU 

额
元
刊
川

金
美

%
5

楼
防
大
的
处
顶

事
屋
办
房
域
机

区
和
料

换
户
材

更
窗
水

恻
圳

美

非洲 |更换电话总机

东南亚 |装修/改建区域办事处 I 400000 I 项目已完成
大楼

400000 I 电话总机已安装并已开始使用。最后
的调整还有待完成

欧洲 |重新铺设局域网基础 I 78000 I 项目叫
设置的电缆，使之符合
2000 年问题

更换电话总机

东地中海 |在开罗建造新的区域 I 9890000 I 于 2000 年 8 月 /9 月搬进新大楼。某
办事处大楼 I I 些最后的装修工作仍在进行中。不动

产基金下批准的全额已拨出，就本基
金的使用而言，该项目可视为已完成

更换电话总机 425000 I 电话总机已安装并已开始使用。最后
的调整还有待完成

365000 I 电话总机已安装并已开始使用。最后
的调整还有待完成

1 750000 I 电话总机已安装并已开始使用。最后
的调整还有待完成

西太平洋 |更换电话总机

总部 更换电话总机

I 见 EBI07.R5 号决议.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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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1 年 6 月 1 日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期间估计的需求

办事处 | 项目 | 金额 | 说明
美元

美洲 |装修世界卫生组织/泛 I 3250000 I 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是在建造大楼
美卫生组织大楼 I I 时安装的，因漏气而不断造成严重的

破坏和问题。需要完全更换该系统。

由于这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拆除工
作，办事处将利用此机会处理另外三
项相关问题:

(a) 拆除天花板和管道的石棉隔热材
料

(b) 使大楼的某些特征与当地建筑准

则相协调

(c) 产生更多的灵活工作区，以便提
高大楼的总体容纳能力。

整个项目估计费用为 1300 万美元。
据以往的惯例，由不动产基金为世界
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在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大楼内的不动产项目提
供 25%的经费，理由是该办事处四分
之一的工作人员是由卫生组织提供
经费的。

1.非洲区域办事处将把一些职员搬到哈拉里的另一栋大楼去，那儿正在进行小规模的
修理和装修。没有向不动产基金提出要求。

2. 在其第一 0 四届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获知瑞士政府要求卫生组织提供通道经过其土
地到达属于日内瓦政府但正处在主楼前方与卫生组织相邻的土地1。通道的目的是为了建
造一栋大楼，为各国议会联盟提供场所。

3. 还向执委会表明，总干事将建议作出对日内瓦政府有利的答复，条件是卫生组织关
于其土地上安全和交通通畅方面的现有和今后利益得到保护并考虑到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办公室安排方面的利益。执行委员会授权总干事按照她认为适当的方法与政府进行谈
判。

4. 自那时以来，形势有了巨大的变化:

l 见文件 EBI04/1999底EC/l ， 第二次会议摘要记录，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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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为各国议会联盟在别处找到了办公地点;

(b) 鉴于办公室严重短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不得不迁移，现在分为两个地点(卫

生组织 V 附属楼以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c) 日内瓦政府表示与卫生组织相邻的全部土地(地图作为附录 I 附后)可供世界

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在 u使用权"的基础上使用(总部目前的多数场所都是

这种情况);

(d) 日内瓦政府还提交了关于国际组织所在总地区的一份长期交通计划。该计划将

要求拆除目前容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一部分人员的 V 楼。

5. 鉴于这些不同的事态进展，去年在内部以及在日内瓦政府代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进行了讨论。出现了如下额外要点:

(a)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分两个地点安排办公室造成业务运转障碍，需要在尽可能早
的机会予以纠正;

(b) 当前和预计的预算外捐款有了大量增加。尽管多数捐款安排用于国家级，但它
们造成并将继续造成总部技术规划办公室的短缺;

(c) 许多职员已经不得不分享通常应当安排一个人的空间，而且走廊里挤满了柜橱
和设备，造成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形势;

(d) 联邦和州政府准备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的一栋大楼以 50 年偿清

的无息贷款的形式提供资金，它们为总部目前所有的场所都是这样做的。这笔贷款

将考虑到为拆除 V 楼所作的补偿。

6. 按照上文 (d )，大楼将需要 4 至 5 年才能开始使用。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的

建筑物有利于大规模的节省(费用和时间)。历史上和推测的数据表明，预算外资源的
增长(包括借调、实习、奖研金以及准专业官员的使用等安排)已经并预计还将每年至
少增加 30 个工作站的空间需求。同时，在总部召开的会议次数在过去 10 年中翻了一番。

7. 附录 II 显示了预算外资金、工作站需求和会议次数自 1988 年以来增长的情况。

8. 如果尽可能利用土地，就可建造容纳约 400 个工作站的一栋大楼。其中，立刻需要
约 200 个工作站以满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现有职员的需求。剩余的 200 个工作站预计将
用于满足卫生组织预计的需求。如果有任何多余的空间，将可出租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的一些联合发起者，他们现在把办公室安排在日内瓦周围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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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目前现有的估算，该大楼的预计费用为 5500 万瑞士法郎。假定卫生组织只占用
半个大楼，分摊给它的无息贷款将是 2750 万瑞士法郎减去 V 楼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
额。建议通过不动产基金采取按年度分期付款的办法偿还贷款(在 50 年中每年大约偿
还 55 万瑞士法郎)。第一笔分期付款预计不会早于 2005 年，即大楼完工的日期。尽管
如此，为了在财政方面谨慎行事，应当从 2002-2003 双年度开始留出用于偿还贷款的资
金。

10. 许多细节和程序有待研究，将与执行委员会进行协商或向其随时通报该项目的发展
情况。

11.为了满足当前的规划需求并预见到对办公室和会议室的预期需求，正在采取措施在

总部的土地上建造可提供多达 150 个工作站的办公室和 10 问中等大小的会议室的临时
结构。这些临时结构将于 2001 年 2 月和 9 月之间分阶段建造，但不需要动用不动产基

金。

111. 财务影晌

估计总需求

美元

3250000 

未支配结余

美元

560288 

额款h刊d
AHH 

出
口
拨
元
汀

入
美

m

h
λ
t
 

d

叮
?
-

时k川
阳

从

[见附录 III]

IV.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2. [本段含有一项决议草案，它作为 EBI07.R5 号决议在第十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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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附属楼

主楼

执行委员会会议室

餐厅

X 附属楼

L 附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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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所需工作站数、召开会议数以及可用的预算外资源

1988 年-2001 年

工作站 会议 预算外资源

(百万美元)

1988 1607 未计

1989 1 737 未计

1990 1 790 1 798 (222.7 
1991 1 796 2043 

1992 1 829 2 181 (306.1 
1993 1 800 2380 

1994 1 767 2787 (354.5 
1995 1 751 3249 

1996 1 588 2757 

1997 1 731 2940 
(430.5 

1998 1 842 3914 

1999 1 873 3382 (630.9 

2000 2018 

2001 (630 .4' 

l 根据 2000 年 1 月至 9 月的收据所作的推算。



υa 
如…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的不动产基金估算概况

(按美元计)

总计

(自基金建立起)

1970 年 1 月 1 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
2000 耸 d1998-1999 年

1 731 678 13 184075 1. 1 月 1 日承接额

2. 收入

68990 68990 不动产项目周转借贷基金结余额(决议 WHA23.14 ) 

临时收入调拨额(决议 WHA23.15 ， WHA24.23, 
WHA25.38，WHA28.26爪哩认29.28，WHA33.15，
WHA34.12,WHA35. 12,WHA36. 17,WHA37. 19, 
WHA39.5,WHA42.1 0, WHA43.6,WHA44.29, 
WHA46.22,WHA47.25,WHA48.22,WHA50.10, 
WHA50.1 1, WHA52.l5, WHA53 .4) 43269157 2 141 721 (204900W 43176436 

主<:!:
U • 主

洲
国
同

1 128414 1128414 周转金第 11 部分款项的转拨额(决议 WHA23.15)

卒9000427 34000 177662 8788765 租金征收额..............

阳…

8692 575 420000 1045370 7227205 利息........

1567 1567 其它.......

62 161 130 2595721 (825968) 60391377 收入总额

62 161 130 4327399 12358107 60391377 现有资金总额

61600842 3767111 10626429b 47207302 3. 承付款和预期承付款.............…·

560288 

d 估算。

bl 为非洲区域办事处 6 个项目总额 1 654000 美元 CWHA50. 10 号决议)、美洲区域办事处一个项目 250 000 美元(阳A47.25 号决议)和东南亚区域办事处一个项目 145 000 美
元 CWHA45.9 号决议)拨付的资金己按阳A52. 15 号决议偿还临时收入(偿还总额为 2 049 000 美元)。

560288 1731678 13 184075 4.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的结余额



附件 2

修订的世界卫生组织《财务细则)) 1 

[EB1071l 3 附件- 2000 年 11 月 20 日]

第 I 条·适用范围和授权

101. 1 本《财务细则》是根据财务条例第1.4 条制定的。

101.2 总干事向卫生大会负责实施《财务细则))，以确保有效财务管理、厉行节约和保
护本组织资产。

101.3 本《细则》统一适用于所有资金来源，以及除本《细则》另有规定外本组织所
有财务事项。

101.4 总干事制定的《财务细则》及其任何修订款应经执行委员会确认后生效。

101.5 如对《财务细则》任何一条的解释和适用发生置疑，总干事应作出裁决。

101.6 为实施本《细则))，包括发布实施程序，除本《财务细则》所述的将权力授予指
定官员外，并在不损害财务细则第 101.2条的情况下，总干事可将其视为需要的
权力书面授予和批准再授予本组织的其他官员。所有指定官员应向总干事负责
行使授予他们的任何权力和作出说明。

第 11 条.预算

102.1 以所需方式和在所需时间反映所有资金来源的双年度预算方案以及适当的追加
方案应由指定官员编制和提交总干事。

102.2 双年度预算方案可提交各区域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应对此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

102.3 在实施财务条例第 4.4条时，总干事向卫生大会提交的预算方案应包括该双年度
汇率补贴措施应用和限制的建议。

I 见 EBI07.R6 号决议。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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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条·正常预算拨款

103.1 拨款经卫生大会批准，即有权按批准的数额分配款项，使能按批准的拨款用途
承担支出。总干事可在考虑交纳评定会费的前景及可动用的周转金和内部借支
后确定可审慎用于分配的最高拨款额.

第 IV 条.资金的提供

104.1 根据财务条例第 5.1 -5.2 条，会员国摊款应以有关卫生大会最后一天本组织会员
国数为基础计算。

104.2 财务条例第 6.5 条下适用的宽限日期应为 4 月 30 日。

104.3 为使总干事可按照财务条例第 6.8 条接受以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交纳会员国的
评定会费，应适用下列限制和指导原则:

(a) 应交数额应以美元表示;
(b) 应要求于特定日期通过特定银行帐户向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付款;
(c) 授权的任何支付款额不应超过本组织预期的有关货币月现金流出净额;

(d) 为以美元贷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会员国帐户，应适用世界卫生组织收到
之日有效的联合国汇率。

104.4 除财务条例第 6.7 条规定的货币(美元、欧元或瑞士法郎)外，未遵守总干事给
予任何批准这一特定条件的其它货币任何付款应自动退回有关会员国，而有关
评定会费应继续如期全部交清。

104.5 为能对正常预算之外的其它来源提供资金的支出分配款项，必须获得预存款，
或信用证，或其它可接受的提供资金形式，数额由指定官员确定。

104.6 为确保正常预算的实施不因晚收到会员国评定会费而受到损害，总干事应考虑
预期所需供资以支付正常预算下的支出。

104.7 周转金的使用和内部借支的数额总计不应超过未交纳的评定会费总额，并且在

任何情况下不应超过有关双年度评定会费的 25%。

104.8 在按照财务条例第 7.2 条向卫生大会提出改变周转金水平的建议时，总干事应考
虑可审慎承担的内部借支水平和财务细则第 104.7 条确定的限制。

104.9 根据财务条例第 7.1 条，为确定可用以资助内部借支的储备金水平，总干事应考
虑每项现金储备预测的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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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条.分配款项

105.1 应向指定官员分配款项，作为授权承担支出。

105.2 分配给其款项的指定官员应向总干事负责正确使用所提供的资源。

第 VI 条·支出(承付款)

106.1 为承担支出，应根据向指定官员分配的款项提出承付款。

106.2 承付款只可由指定官员提出并应有恰当票据凭证支持。对本组织资源产生债务
的所有承诺或保证应以承付款反映，这些承付款在产生债务时提出。

106.3 承付款只可按分配款项所示用途提出，并且不得超出分配款项中可动用的数额。

106.4 如支出建议，包括采购物资和购买服务不符合《财务条例》、本《细则》和下列
条件，则应予拒绝:

(a) 有可动用的资金;
(b) 遵守本组织的程序;
(c) 本组织的财政状况不受到损害;
(d) 拟议支出的用途符合本组织工作的利益。

106.5 对一项承付的修订应如同原始承付受制于相同程序。

106.6 总干事可按照财务条例第 13.5 条授权捐赠，只要此类付款有利于公平或以其它
方式符合本组织最佳利益。任何此类付款及其理由说明应及时向外审计员以及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司长报告。

第 VII 条·内部监督

107.1 为按照财务条例第 XII 条确保本组织内的有效内部监督，总干事应制定措施，

包括(i)如财务细则第 XII 条阐明的内部审计框架， (ii)适当的授权， (iii)职责分割
以及 (iv) 符合最佳财务规范的其它措施。

107.2 除本《细则》另有规定外，不应预先作出支付。只应在指定官员正式证明合格
的恰当支持性凭证基础上作出支付，这些凭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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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服务已经提供或按合同条款已完成提供;

(b) 数额正确并符合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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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作为一项例外并且只有在业务上证明合理的情况下，可订立要求在提供物资或
服务前预先部分支付的合同或进货订单。任何此类安排的理由应有充分的文件
证明.

107.4 为能订立要求预先全部支付的任何合同或进货订单，要求此类条款的官员应提
供充分理由和说明为什么此类支付条款对本组织利益是必要的。所有此类支付
条款需经指定官员批准。

107.5 指定官员可授权向职工和其他人员预支与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公务和职工应享权

利相关的款项。

107.6 本组织的资金只应存入银行或金融机构，或投资于总干事按照财务细则第

107.1 1 条提及的投资政策所确定的订约方。

107.7 总干事应指定官员负责所有银行帐户，以及本组织所有资金的管理、收受和支
出及其准确结算。

107.8 定额备用金帐户持有人应对其负责的所有资金承担责任。

107.9 签署者小组应由总干事授权的官员指定。本组织银行帐户的所有支付应由有关
小组的两名官员签署。在认为必要时，在例外情况下，被授权指定签署者小组

的官员可授权只由一名官员签署支付，只要已为保护资金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包括从该帐户可支付的资金限制。

107.10 所有证券应存交正式指定的银行或总干事指定的金融机构保管。

107.11 技资政策应按照财务条例第 1 1.4 条制定。一个咨询委员会应协助总干事制定这
些技资政策和监测技资资金的绩效。

第 VIII 条.帐目

108.1 帐目应由本组织合并总分类帐和明细分类帐组成，包括财务期所发生的所有财
务事项并以应计制作出说明。所有定期和其它财务报表应以这些帐目编制。

108.2 总干事应决定本组织应授权保持其自已的会计记录并应定期合并入本组织帐目
的那些部分，但须以财务细则第 10 1.3 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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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所有财务事项和报表应以票据凭证予以支持，作为本组织正式记录的有机组成
部分保留与外审计员可能商定的一个或几个时期。之后，根据指定官员的授权，

此类记录和凭证可予销毁。

108.4 所有会计事项应按照统一的会计科目表记入总分类帐和明细分类帐。

108.5 收入和支出应按照统一的分类制度记录。

108.6 帐目(如上面财务细则第 108.1条所确定的)应记录:

(时卫生大会技票通过的原始拨款;
(b) 经任何转拨修正的拨款;
(c) 除拨款外，卫生大会提供的任何其它经费;
(d) 汇率补贴措施运用情况;
(e) 收入;
(f) 已分拨的经费;
(g) 发生的支出(承付款);
(h) 负债，包括未清偿承付款;
(i) 资产，包括现金、技资、证券和本组织应得款项;

G) 未分配结余;
(k) 分配款项的未承付结余;

(1) 拨款的未承付结余。

第 IX 条·财务报表

109.1 总干事应在 5 月 1 日以前向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或负责审查和发表意见的执
行委员会各委员会提交根据财务细则第 108.1条提及的帐目形成的中期和期终
财务报告。此类财务报表应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标准、《财务条例》和本《细则》
编制，并应包括可能必要的其它信息以表明本组织的财政状况。

109.2 中期和期终财务报告还应披露财务期内发生的任何捐赠以及现金、用品、设备
和其它资产的任何损失，表明在帐目中对它们所作的处理。

第 X 条·财产，包括设备和用品

110.1 土地和房舍的购置以及对此所作的修缮改良应在帐目中资本化。除资本资产外
通过购置获得的任何其它财产，应列为支出。租赁获得的财产应按照有关租贷
条款资本化或列为支出。

110.2 对所有资本化资产应设置财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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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应为其它财产设置资产管理制度。

110.4 对所有财产应定期进行实地清点。

110.5 财产如不再对本组织有进一步利用价值，可宣布为剩余财产和进行处置，使本
组织能获得最佳可能的收益，包括部分交换。但下列情形除外: (i)销毁将更为

经济，或法律或环境考虑所要求，或(ii)作为礼物赠送或以名义价格转让给一个
非盈利组织符合本组织的最佳利益。

110.6 销售剩余财产的收入应贷入杂项收入，但如果一个项目正在更换，贴旧换新抵

换金额或销售被更换物品的收入应用以扣减更换该项目时发生的支出。

110.7 可按照指定官员可能批准的条款和条件在可偿还或互惠基础上向各国政府、专
门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提供物资和服务，但以财务细则第 104.5 条规定为准。

第 XI 条·采购物资和购买服务

11 1.1 总干事应为购置财产、购买服务及采购用品、设备或其它需要制定政策和程序，
它们应确定招标和竞标的必要条件。

111.2 购置财产、购买服务及采购用品、设备或其它需要的合同只应由指定官员为本
组织并代表本组织订立。

111.3 除指定官员另有授权外，所有采附和其它合同应在竞标基础上达成。

111 .4 合同通常给予出价最低的投标者。但是，在认为符合本组织利益的情况下，可
由指定官员授权接受一项除最低标价外的其它投标或拒绝全部投标。

第 XII 条.内部审计

112 .1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负责对本组织内部监督制度、财务管理和资产利用的适当性
和有效性进行内部审计、检查、监测和评价，以及调查渎职和其它不符合规定

的活动。本组织内的所有制度、程序、经营、职能和活动需经内部审计和监督
司审查、评价和监督。

112.2 总干事经与执行委员会协商后应任命一名具备必要技术资格的内部审计和监督
司司长。同样，总干事在解除该司现任司长职务前应与执行委员会协商。

112.3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应根据下列规定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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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司长应直接向总干事报告;

(b)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应可充分、自由和及时利用该司认为与所审查的主题事
项有关的本组织内所有记录、财产、人员、经营和职能;

(c)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应能直接接受职工个人就可能存在舞弊、浪费、滥用权
力或其它不符合规定的活动提出的技诉或提供的情报。在所有情况下均应
遵守保密，并且不应对提供此类情报的职工进行报复，除非在知道不符合
实际的情况下故意提供或有意提供错误情报;

(d)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应向区域主任、执行主任、司长或其它负责管理人员报
告其工作结果和提出建议，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将副本抄送总干事和外审
计员。应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司长的要求，任何此类报告应连同总干事对此
的评论一并提交执行委员会;

(e) 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应每年就该司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方向和范围，以及
建议的实施情况向总干事提交一份摘要报告，同时将副本抄送外审计员。
该报告应连同认为必要的意见一并提交世界卫生大会;

112.4总干事应确保对内部审计和监督司所有建议作出反应并酌情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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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秘书处的报告

[EB 1 07115 Add.1 - 2000 年 12 月 12 日]

1.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条，现将总干事提出的《职员细则》修订款提交执行委员

会确认。这些修订的生效日期为 2001 年 1 月 1 日。

2. 这些修订款产生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框架提出的建议2，其中涉及卫生组织的工作一

生活政策，反映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在 1995 年通过的"工作/家庭"政策议程。

这些建议包括与收养、生育和家庭紧急情况相关的特别假等问题。修订的《职员细则》

文本列于附录3 。

3. 对职员细则第 650条所作的修订是为了在现行特别假条款之内明确地提供更大的灵

活性，使职员能在近亲死亡或收养儿童的情况下申请休特别假。请收养假是联合国共同

制度中的惯例，而联合国系统的多数组织都准许请照顾性假。

4. 对职员细则第 740条所作的修订是为了使职员能利用现有的七天无证明病假处理与

家庭有关的严重紧急情况。这使卫生组织的做法与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的一些其它组织

以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在 1997 年所作建议为基础的做法相一致。

5. 对职员细则第 760 条所作的修订是为了引进职员享受为期达五天的父亲假的权利，

以便支持父亲参与照料家庭。还建议，当父母都是卫生组织职员时，母亲应当享受的产

假如有任何未用部分，可由孩子的父亲使用.分享产假承认了父母双方在工作和家庭中

的双重和互补作用，也是联合国系统内目前的惯例。

6. 修订了职员细则第 820条，以便在授权旅行的理由方面为总干事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目的是使哺乳的母亲有选择的余地，可携带母乳喂养的婴儿出差而由本组织支付费用，

条件是婴儿不足两周岁。该条职员细则的修订使卫生组织与联合国《职员细则》和儿童

基金会(卫生组织与之共同发起了一项母乳喂养政策)目前的做法相一致。

I 见 EBI07.R7 号决议。

2 见文件 EB107/15 。

3 只有英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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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需求

7. 这些职员细则的修订在 2000 - 2001 双年度中对正常预算的财政需求极少，将由为

每个区域以及为全球和区域间活动确定的有关拨款予以满足。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8. [本段含有一项决议草案，它作为 EB107.R7 号决议在第十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Appendix 

TEXTS OF AMENDED STAFF RULES 

650. SPECIAL LEA VE 

Special leave with full, partial or no pay may be granted for training or research in the interest of the 

Organization or for other valid reasons, including the death of an immediat巳 family member or 由巳

adoption of a child under condition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Normally, such leave shall not 

be granted until all accrued annual leave has been exhausted and normally shall not exceed one year in 

duration. Periods of special leave shall be credited for all purposes except as otherwise specified in the 

Rules. 

740. SICK LEA VE 

740.2 Any absence of more than three consecutive working days which is to be charged as sick leave must be 

supported by a certificate 企om a duly recognized medical practitioner stating that the staff member is 

unable to perform his duties and indicating the probable duration of the illness. Not more than seven 

working days of uncertified absences within one calendar year shall be charged to sick leave. Part or all of 

this uncertified sick leave may be granted to attend to serious family-related emergencies, other than in 

the event of the death of a close relative, in which case the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 in respect of three 

consecutive working days shall not apply. 

760. 岛1ATERNITY LEA VE AND PATERNITY LEA VE 1 

760.1 Staffmembers appointed for periods of one year or more shall be entitled to maternity leave and paternity 

leave with full salary and allowances. 

l 父亲假 CPatemity leave) 从 2001 年 l 月 1 日起试行两年，将于 2003 年 1 月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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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2 Matemity leave. On presentation of a certificate 仕om a duly recognized medical practitioner stating 

that her confinement will probably take place within six weeks, a staff member shall be entitled to 

matemity leave. At the request of the staff member and on medical advice, the Director-General may 

permit the matemity leave to commence less than six weeks but not less than two weeks before the 

expected date of confinement. Matemity leave shall extend for a period of 16 weeks 仕om the time it is 

granted, except that in no case shal1 it terminate less than 10 weeks after the actual date of her 

confinement. 

760 .3 A nursing mother shal1 be allowed additional matemity leave of sufficient time each day to n町se her 

child. 

760 .4 Where both parents of a newbom child are staff member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y 

unused portion of matemity leave to which the mother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entitled under 

Rule 760.2 may be used by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under condi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760.5 Patemity leave. A staffmember shall be entitled to patemity leave for up to five days upon 

presentation of satisfactory evidence of the birth of his child. 

820. TRA VEL OF SPOUSE AND CHILDREN 

820.2 Except for staffreferred to in Rules 1320 and 1330, the Organization shal1 pay the travel expenses ofa 

staff member's spouse and dependent children as defined in Rule 820.1 under the following 

clrcumstances: 

820.2.9 in other appropriate cases, when, in the opinion ofthe Director-General, there are 

compel1ing reasons for paying such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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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秘书处的报告

[EB107/16 - 2000 年 11 月 21 日]

1. 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第 17 条，向执行委员会提交经第五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讨论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二十六份年度报告2。

2. 根据《职员条例》第 12.2条，联合国大会对委员会的报告预计将作出的决定所产生

的《职员细则》修订款将作为本文件的附录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确认飞审议的问题为 (a)

基薪/底薪表， (b) 扶养津贴。因确认这些变化产生的额外费用将由 2000 - 2001 年预算

相应的拨款吸收。

(a)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基薪/底薪表

3.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自 2001 年 3 月 1 日起将共同系统的基薪/底薪表上调 5.1% 。

这项调整是年度常规作法，目的是将联合国系统组织的基薪/底薪表与比较国公务员制度

(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金保持一致4。这项调整是在"不亏一不盈"的

基础上将工作地点差价(生活费用部分)的必要数额并入薪金。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与基

薪/底薪表相关联的津贴(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和一定的离职偿金)与通货膨胀相适应。

这种实际调整作法从费用上来讲不产生变化:因增加上述津贴产生了很小的预算影响，

并增加了一些工作地点的少量费用，在这些地方采取这种措施使薪金低于订正的基薪/

底薪表。

l 见 EB107.R9 号决议。

2 联大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C Al5530) 。
3 见附录。

4 自 1990 年起使用基薪/底薪表:从那时起每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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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扶养津贴

4. 扶养津贴是根据七个总部工作地点所在国家的减税和社会保障付款情况确定的。根

据这一方法，委员会建议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将子女津贴(包括残疾子女津贴)和二

级受扶养人津贴增加 1 1.89%。增加的百分数也适用于以当地货币支付的津贴。

附录

TEXT OF AMENDED STAFF RULES 

[EBI07/16 Add.l 附件- 2001 年 1 月 3 日]

330. SALARlES 

330 .2 The following schedule of annual gross and annual net base salaries shall apply to 

all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category posts with effect from 1 M町ch 2001: 



主Salary scale for the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graded categ?ries: annual gross salaries and net equivalents after application of staff 
assessment1 (effective 1 March 2001) 

(US dollars) 

Step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138 115 
95831 
87352 

5 

135369 
94129 
85925 

4 

132623 
92426 
84498 

3 

129877 
90724 
83072 

2 

127132 
89022 
81645 

124384 
87318 
80218 

Gross 
NetD 
Net S 

Level 

D-2 

件
均
糊
国
队
叩
斌l

128702 
89995 
82460 

126352 
88538 
81240 

124002 
87081 
80018 

121648 
85622 
78796 

119297 
84164 
77525 

116944 
82705 
76245 

114598 
81251 
74967 

112245 
79792 
73687 

109894 
78334 
72 407 

Gross 
NetD 
NetS 

D-l 

122234 
85985 
79101 

120 106 
84666 
77 966 

117982 
83349 
76809 

115 853 
82029 
75651 

113724 
80709 
74493 

111 598 
79391 
73335 

109471 
78072 
72177 

107342 
76752 
71 018 

105216 
75434 
69862 

103089 
74115 
68703 

100961 
72 796 
67545 

98832 
71476 
66385 

96705 
70157 
65 176 

Gross 
NetD 
Net S 

P-5 

108 171 
77 266 
71470 

106095 
75979 
70340 

104019 
74692 
69210 

101947 
73407 
68082 

99869 
72 119 
66949 

97795 
70833 
65796 

95723 
69548 
64617 

93645 
68260 
63439 

91 571 
66974 
62259 

89527 
65688 
61080 

87579 
64402 
59902 

85627 
63 114 
58722 

83680 
61829 
57543 

81 733 
60544 
56364 

79780 
59255 
55180 

Gross 
NetD 
NetS 

P-4 

。
叶
阁
队
叩
户
户

91089 
66675 
61985 

89191 
65466 
60877 

87361 
64258 
59770 

85529 
63049 
58663 

83700 
61842 
57555 

81868 
60633 
56447 

80038 
59425 
55335 

78206 
58216 
54225 

76373 
57006 
53 113 

74544 
55799 
52002 

72 714 
54591 
50892 

70880 
53381 
49780 

69053 
52 175 
48669 

67220 
50965 
47556 

65388 
49756 
46445 

Gross 
NetD 
Net S 

P-3 

70520 
53 143 
49561 

68879 
52060 
48564 

67244 
50981 
47571 

65606 
49900 
46577 

63967 
48818 
45580 

62332 
47739 
44587 

60692 
46657 
43592 

59 135 
45577 
42611 

57633 
44496 
41633 

56132 
43415 
40653 

54632 
42335 
39675 

53 129 
41253 
38694 

Gross 
NetD 
Net S 

P-2 

54174 
42005 
39375 

52731 
40966 
38434 

51290 
39929 
37493 

49847 
38890 
36548 

48403 
37850 
35590 

46960 
36811 
34633 

45519 
35774 
33677 

44075 
34734 
32720 

42633 
33696 
31 763 

41 189 
32656 
30805 

Gross 
NetD 
NetS 

P-l 

D= Rate applicable to staffmembers with a dependent spouse or child. 
S = Rate applicable to staffmembers with no dependent spouse or child. 

1 This scale will be implement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consolidation of 5.1 % of post a句ustment. Post adjustment indices and multipliers at all duty stations will be modified, 
Effective 1March 2001.Thereafter, changes in post adjustment classiflcations will be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movernentsoftheconsolidated post罔adjustment 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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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DEPENDANTS' ALLOWANCES 
A staff member in a post of professional or higher grade, except for short-term 
staff members appointed under Rule 1320 or consultants appointed under Rule 
1330, is entitled to a dependant's allowance for dependants as defined in Rule 

310.5, to be paid as follows: 
340.1 US$ 1936 per annum for a child, except that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no dependent 

spouse the first dependent child is not entitled to an allowance. The entitlement 
shall be reduced by the 缸no山1t of any benefit paid 仕om any other public source 

by way of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or under public law, by reason of such child. 
340.2 US$ 3872 per annum for a child who is physically or mentally incapacitate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defined in Rule 340.1, except that ifthe staffmember has 
no dependent spouse and receives the "with dependant" rate of net salary by virtue 

of such a child, an allowance of US$ 1936 shall be payable. 
340.3 US$ 693 per year for a father, mother, brother or sister. 

Note: Adjustments shown in boldface type. 



附件 5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秘书处的报告

[EB107/17 - 2000 年 12 月 7 日]

1.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现将总干事提出的《职员细则》修订款提交执行委员

会确认。这些修订的生效日期为 2001 年 1 月 1 日。

2. 根据经验和为了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管理，这些修订被认为是必要的。修订的《职
员细则》文本列于附录2。

安家津贴

3. 对职员细则第 365 条作文字修改以反映实际作法，从而消除可能的含糊不清。

支付和扣除

4. 修订的目的在于能执行《人事条例》第一条(责任、义务与特权)，特别是1.9 条。

预定为第三方受惠所作的扣除将涉及家庭义务，以此表明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忽视家庭和
子女扶养义务是不能接受的。这一修订符合联合国规定和惯例，自 1998 年以来对不遵
守家庭和子女扶养义务的职工从其工资中作出扣除。对职员细则第 380条作了相应修订。

法定假日

5. 联合国共同系统每年的法定假日从 9 天至 11 天不等。 1998 年，联合国将法定假日从
9 天增加至 10 天。建议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保持一致。除总干事另有决定外， 8 天应
尽可能实际地按当地最普遍庆祝的假日确定，另 2 天应由职工个人酌情决定，但须服从

工作需要。可自由支配的假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工能庆祝在他们所服务的工作地点并
不普遍庆祝的宗教或国家节日。因而对职员细则第 620 条作了相应修订。

I 见 EBI07.Rll 号决议。

2 只有英文、法文。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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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委员会

6. 总干事有权任命 2 名委员和 4 名候补委员供职于总部申诉委员会。经验表明，增加
成员有助于迅速处理申诉案件。经与职工委员会协商，由总干事任命的委员名单已从 2
名增加至 4 名，候补委员从 4 名增加至 8 名。因此，对职员细则第 1230 条作了修订以

反映目前做法。

预算需要

7. 2000-2001 双年度正常预算下的资金需要极少，并将从为各区域及全球和区域间活动
确定的有关拨款中支付。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8. [本段含有一项决议草案，它作为 EB107.Rll 号决议在第十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附录

TEXT OF AMENDED STAFF RULES 

[EB107/17 附件 -2000 年 12 月 7 日]

365. ASSIGNMENT GRANT 

365.4 If a staff member resigns from the Organization within six months of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or reassignment, any assignment grant paid under Rules 365.1 and 
365.3 is recoverable proportionately under condi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380. PAYMENTS AND DEDUCTIONS 

380.5 Deductions, from salaries, wages and other emoluments, including terminal 
entitlements, may be made only in the follow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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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5.1 

380.5.2 

380.5.3 

380.5 .4 

380.5 .5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

for the staff member'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ff Pension Fund and for 
health insurance; 

for indebtedness to the Organization; 

appropriate charges for staff members officially provided with lodging 
at no cost or at nominal rent; 

as otherwise authorized by the staff member and agre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indebtedness to third parties when any deduction for this pu甲ose

is authoriz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620. OFFICIAL HOLIDAYS 

Ten holidays are observed per year,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decid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eight of the ten days shall be fixed following, as far as 
practicable, the most commonly observed holidays in the locality, and two days to 
be taken at the discretion of individual staff members, the timing of which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the service. 

1230. BOARDS OF APPEAL 

1230.4 The headquarters Boa:τd of Appeal shall consist of five members having equal 
votes as follows: 

1230.4.1 a chairman and three alternate chairmen appoint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present创ives of the staff; 

1230.4.2 two members drawn 企om a list of four members and eight alternates 
appoint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1230.4 .3 two members representing the staff, drawn 仕om a panel orga:nized in 
three groups. 



附件 6

按照 EBI07.R14 号决议和 EBI07(l)号决定
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和保持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国际社
阿嘎汗基金会

基督教医学委员会-教堂卫生行动
英联邦医学协会
英联邦制药协会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
卫生服务和系统研究中心国际合作联合会
全球卫生研究论坛
全球卫生联合理事会I

国际病理学会

国际生物学技术员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学会

国际棘球蝴病协会

国际医学实验室技术员联合会
国际肥胖症研究协会

国际妇女联盟

国际天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

国际外科医生协会

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
国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理事会
国际护士理事会
国际电工委员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国际住房计划联合会

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
国际企业与专业妇女联合会

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合会2

l 原名为国际卫生国家理事会。
2 原名为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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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071l 9 附件 -2001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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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档案组织联合会
国际医院工程联合会

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

国际制药厂商协会联合会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医院联合会

国际抗风湿病联盟
国际皮肤病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医学信息协会
国际医学议员组织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七届会议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消费者国际)
国际抗沙眼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制药联合会

预防核战争国际医师会

国际放射保护协会

国际烧伤协会

国际预防肿瘤学学会
国际输血协会
国际化疗学会

国际血液病学协会

国际矫形外科和创伤学会

国际放射照像技术员和放射学技术专家协会

国际放射学协会
国际外科学学会
国际交通医学协会l

国际建筑师联盟

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
国际药理学联盟

国际纯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国家间议会联盟

国际卫生保健合作组织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国际扶轮社

拯救儿童基金(联合王国)
合作网:通过创新教育、服务和研究实现社区卫生伙伴关系2

国际血栓形成和止血联合协会
世界女童子军协会

l 原名为国际事故和交通医学协会。

2 原名为面向社区的卫生科学教育机构网。



世界病理学会和实验室医学会协会
世界大都市协会

医学教育世界联合会

世界医学和生物学超声波联合会

世界针灸协会联合会

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世界麻醉医师协会联合会
世界医学会

家庭医生世界组织

世界自疗药物工业组织
世界视力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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