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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委员会第二份报告 

（草案） 

甲委员会在 R.R. Jean Louis 博士（马达加斯加）主持下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举行第
七次和第八次会议。 

委员会决定建议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涉及下列议程项目的决议： 

11. 中期战略性计划草案，包括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方案 

11.1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草案 

一项决议，题为： 

−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 

11.2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方案 

一项决议，题为： 

− 2008-2009 年财务期拨款决议 

12. 技术和卫生事项 

12.3 控制利什曼病 

一项决议 

12.4 脊髓灰质炎：管理对根除潜在风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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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1.1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 2006-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的 WHA59.4 号决议； 

认识到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阐明全球卫生议程并为世卫组织的工作确定广泛的战
略框架和方向； 

注意到中期战略性计划提供一个灵活的多双年度框架，根据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中
确立的全球卫生议程，指导和确保三个双年度之间编制双年度规划预算和业务计划方面
的连续性； 

确认在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中提出更加具体的重点，界定为战略目标，并
在双年度规划预算中作为预期成果提出； 

注意到 2010-2011 年和 2012-2013 年规划预算方案将分别提交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
大会和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供作出决定； 

欢迎这些战略目标的交叉性质，通过抓住健康决定因素、卫生结果、卫生政策、系
统和技术之间的多重联系，在不同规划之间产生增效作用和促进合作； 

确认中期战略性计划从狭隘的工作领域转向战略目标，提供一个能更好反映国家和
区域需求的更具战略性和灵活的规划结构，并促进整个组织以及与会员国、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和其它利益攸关者的更有效协调和合作； 

认可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 

要求会员国确定其作用和要采取的行动，以便实现中期战略性计划所列的各项战略
目标； 

邀请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国际发展伙伴以及各机构、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
和私立部门实体考虑它们在支持中期战略性计划所列各项战略目标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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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每两年结合规划预算方案审查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以对中期性战略
计划，包括其指标和目标作出必要修订； 

要求总干事： 

(1) 将中期战略性计划用于在 2008-2013 年期间为本组织提供战略方向，以便推进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中载列的全球卫生议程； 

(2) 利用中期战略性计划指导编制 2008-2009 年、2010-2011 年和 2012-2013 年三个
双年度规划预算以及各双年度业务计划； 

(3) 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国际发展伙伴以及各机构、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
织和私立部门实体合作实施中期战略性计划； 

(4) 通过执行委员会，结合 2010-2011 年和 2012-2013 年规划预算方案，向卫生大会
建议对中期战略性计划作出必要修订； 

(5) 通过执行委员会第125届会议向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
况及其后每两年报告一次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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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1.2 

2008-2009 年财务期拨款决议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1. 注意到所有资金来源有效预算总额为 4 227 480 000 美元； 

2. 决定 2008-2009 年财务期拨款 1 038 840 000 美元，由会员国净摊款额 928 840 000

美元、估计杂项收入 30 000 000 美元和向税收均分基金转拨款 80 000 000 美元资助，具

体如下： 

 
拨款项 

 
拨款用途 

    由净摊款额和 
    杂项收入资助的 

   拨款额 
     美元 

1 减轻传染病的卫生、社会和经济负担 85 368 000 

2 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和疟疾作斗争 48 996 000 

3 预防和减少由慢性非传染性病症、精神障碍、暴力、伤害

和视力损害造成的疾病、残疾和过早死亡 
45 215 000 

4 在生命的主要阶段，包括妊娠、分娩、新生儿期、儿童期

和青少年期，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改善健康，同时为

所有个人改善性和生殖健康以及促进积极健康老龄化 

55 909 000 

5 减轻突发事件、灾害、危机和冲突的健康后果以及最大限

度减少其社会和经济影响 
17 631 000 

6 促进卫生与发展，并预防或减少与使用烟草、酒精、药物

和其它精神物质、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和不安全性

行为有关病症的危险因素 

39 077 000 

7 通过可增进卫生公平和融合有利于穷人、对性别问题有敏

感认识和以人权为基础措施的政策和规划，处理健康的根

本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 

14 42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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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项 

 
拨款用途 

    由净摊款额和 
    杂项收入资助的

   拨款额 
     美元 

8 在所有部门促进更健康环境，强化一级预防和影响公共政

策，以便处理环境对健康威胁的根本原因 
32 736 000

9 在生命全程改善营养、食品安全和食品保障以及支持公共

卫生和可持续发展 
23 054 000

10 通过了解可靠和可获得的证据和研究提供信息，加强治

理、筹资、员额配置和管理，从而改进卫生服务 
139 630 000

11 确保改进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及性、质量和利用 31 244 000

12 提供领导，加强管理并促进与各国、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利

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履行世卫组织在推进第十一

个工作总规划中制定的全球卫生议程方面的使命 

139 448 000

13 将世卫组织发展和保持为一个灵活、学习型的组织，使它

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履行其使命 
286 105 000

 有效工作预算

14 向税收均分基金转拨 

958 840 000 

80 000 000

 总计 1 038 840 000

 

3. 进一步决定： 

(1) 虽然有《财务条例》第 4.3 条规定，总干事仍然有权在有效工作预算的拨款项

之间进行转拨，所拨金额不得超过拨出项拨款额的 10%；所有此类转拨均应在

2008-2009 年财务期财务报告中进行报告；任何所需的其它转拨应根据《财务条例》

第 4.3 条规定进行并提交报告； 

(2) 第 1 段中投票通过的拨款数额以内的金额应用于支付按《财务条例》规定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期内承付的款项；虽然有本段规定，总

干事仍将限制 2008-2009 年财务期内 1 至 13 拨款项的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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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个会员国应交会费额应扣除其在税收均分基金中的所得份额；如果会员国要

求职员交纳本组织薪金所得税，本组织将向这些职员偿还这笔税款，则应对扣除额

进行调整；这些税款偿还额估计为 11 284 310美元，由此会员国的总摊款额为 940 124 

310美元； 

4. 决定： 

(1) 如早先由 WHA56.32 号决议所决定的，周转金水平应继续保持在 31 000 000 美

元； 

5. 注意到由自愿捐款资助的 2008-2009年规划预算中的支出额估计为 3 268 640 000美

元，具体如下： 

 
 

用途        金额 
        美元 

1 减轻传染病的卫生、社会和经济负担 808 675 000

2 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和疟疾作斗争 657 936 000

3 预防和减少由慢性非传染性病症、精神障碍、暴力、伤害

和视力损害造成的疾病、残疾和过早死亡 
112 889 000

4 在生命的主要阶段，包括妊娠、分娩、新生儿期、儿童期

和青少年期，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改善健康，同时为

所有个人改善性和生殖健康以及促进积极健康老龄化 

303 924 000

5 减轻突发事件、灾害、危机和冲突的健康后果以及最大限

度减少其社会和经济影响 
200 782 000

6 促进卫生与发展，并预防或减少与使用烟草、酒精、药物

和其它精神物质、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和不安全性

行为有关病症的危险因素 

122 9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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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金额 
        美元 

7 通过可增进卫生公平和融合有利于穷人、对性别问题有敏

感认识和以人权为基础措施的政策和规划，处理健康的根

本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 

51 478 000

8 在所有部门促进更健康环境，强化一级预防和影响公共政

策，以便处理环境对健康威胁的根本原因 
97 720 000

9 在生命全程改善营养、食品安全和食品保障以及支持公共

卫生和可持续发展 
103 880 000

10 通过了解可靠和可获得的证据和研究提供信息，加强治

理、筹资、员额配置和管理，从而改进卫生服务 
374 424 000

11 确保改进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及性、质量和利用 102 789 000

12 提供领导，加强管理并促进与各国、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利

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履行世卫组织在推进第十一

个工作总规划中制定的全球卫生议程方面的使命 

74 896 000

13 将世卫组织发展和保持为一个灵活、学习型的组织，使它

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履行其使命 
256 267 000

 总计 3 268 6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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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3 

控制利什曼病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控制利什曼病的报告1； 

认识到利什曼病是最被忽视的热带病之一，世界范围内目前有超过 1200 万人受感
染，并且每年出现 200 万新病例； 

关切地注意到 3.5 亿人被认为有危险，而且新病例数还在增多； 

认识到缺少关于该病流行病学情况的准确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该病及其控制； 

关切地注意到该病影响 88 个国家中的最贫穷人群，对家庭、社区和国家，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注意到治疗对家庭造成的负担； 

牢记营养不良和食品不安全常常被确认为利什曼病易感性和严重程度的重大因素； 

确认会员国和其他伙伴给予的重大支持并赞赏他们的持续合作; 

确认东南亚区域有关会员国已承诺开展合作，努力在 2015 年之前从该区域消灭内
脏利什曼病（黑热病）2； 

1. 敦促利什曼病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会员国： 

(1) 加强努力，建立国家控制规划以制定准则和确立监测、数据收集与分析系统； 

(2) 加强对皮肤型利什曼病和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预防、积极发现和治疗，以便减
轻疾病负担； 

                                                 
1 文件 A60/10。 
2 关于在东南亚区域消灭黑热病的谅解备忘录，2005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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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周边卫生中心提供一级和二级医疗的能力，使它们能提供适当、可负担得
起的诊断和治疗并作为前哨监测点； 

(4) 开展流行病学评估，以便通过对患病率和发病率、社会经济影响、获得预防和
医疗以及该病在受营养不良和艾滋病毒影响者中的程度的精确研究绘制疫源地图
谱并计算利什曼病的真实影响； 

(5) 加强具有共同疫源地或疾病威胁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疾病主要疫源地所在地
区建立权力下放的结构，在共同疫源地所在国之间加强合作，增加世卫组织利什曼
病合作中心的数量并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在利什曼病控制、发现和治疗的所
有方面在国家和国际级依靠各行动者采取的行动和机构间合作，由国家控制规划鼓
励与私立部门一起采取这些行动； 

(6) 促进监测和利什曼病控制的可持续能力； 

(6 之二) 增进关于利什曼病的知识和预防利什曼病的技能，以及改善农村民众的社
会经济状况； 

(7) 支持关于利什曼病监测和控制的研究； 

(8) 分享有关预防和控制利什曼病的研究和技术发展方面的经验； 

2. 进一步敦促会员国： 

(1) 倡导高质量及可负担得起的药物和适当的国家药物政策； 

(2) 鼓励控制利什曼病的研究，以便做到： 

(a) 查明控制媒介和贮主的适当有效方法； 

(b) 找到用于在较短的治疗周期中毒性较少的口服、注射或局部使用的安全有
效和可负担得起的另选药物，以及新的药物组合，并确定这些药物治疗计划的
适宜剂量和持续时间； 

(c) 确定机制以促进利用现有控制措施，包括社会经济研究和有些发展中国家
卫生部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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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犬和人的内脏利什曼病评价和提高血清学诊断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包括评估标准化和有效性； 

(e) 评价诸如使用长效杀虫剂浸泡过的蚊帐等替代性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3. 呼吁各伙伴机构维持和扩大对国家利什曼病预防和控制规划的支持，并酌情加快研
究和开发利什曼病疫苗； 

4. 要求总干事： 

(1) 提高对利什曼病全球负担的认识，并促进公平获取用于预防和疾病管理的卫生
服务； 

(2) 起草预防和管理利什曼病的准则，重点为更新世卫组织利什曼病专家委员会的
报告1，以便制定区域计划并促进建立区域专家小组； 

(3) 加强多部门利益相关方面、有关组织及其它机构之间的合作努力，以便支持制
定和实施利什曼病控制规划； 

(4) 在世卫组织利什曼病专家咨询团的技术支持下，制定利什曼病控制的政策； 

(5) 特别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
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促进关于利什曼病控制的研究，包括在安全、有效和可负
担得起的疫苗、诊断工具和毒性较少的药物方面以及传播该研究的结果； 

(6) 与国际伙伴、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和受利什曼病影响的会员国合作，监测控制
利什曼病的进展情况； 

(7) 向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在实施利什曼病控制规划方面取得的进展、遇
到的问题和提出的今后行动； 

(8) 与主要实验室一起促进行动，以便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药品费用； 

                                                 
1《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1990 年，第 79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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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促进和支持 

(a) 评价新药的功效， 

(b) 评价现有药物的治疗剂量和时间，以及 

(c) 诊断试剂、特别是用于内脏利什曼病的诊断试剂的标准化； 

(10) 便利与利什曼病有关的多边机构和国际捐助者之间改进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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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4  

脊髓灰质炎：管理对根除潜在风险的机制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报告1； 

忆及 WHA59.1 号决议敦促脊髓灰质炎流行的会员国按照其承诺行动，阻断野
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 

确认地方性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出现目前局限于四个国家地理上有限的地区； 

认识到需要就最大限度减少和管理根除后时期重新出现脊髓灰质炎风险的长
期政策形成国际共识； 

意识到来自脊髓灰质炎病毒流行地区的旅行者可能对病毒的国际传播带来风
险； 

注意到在无脊髓灰质炎国家维持常规免疫的高度覆盖有助于减少野生脊髓灰
质炎病毒引起疾病暴发的风险并可尽量减少因疫苗引起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暴发
的风险； 

注意到此类国际共识的计划工作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开始， 

1. 敦促脊髓灰质炎仍然在某些地域流行的所有会员国，尤其是脊髓灰质炎地方性
流行的国家： 

(1) 建立机制，以便增强对各级脊髓灰质炎根除活动的政治承诺和参与，以及
使地方领导和剩余受脊髓灰质炎影响人群的成员参与，从而确保充分接受和参
与脊髓灰质炎免疫运动； 

(2) 强化脊髓灰质炎根除活动，以便迅速阻断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所有剩余
传播； 

                                                 
1 文件 A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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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敦促所有会员国： 

(1) 审议并酌情更新国家关于脊髓灰质炎免疫的建议以便减少疾病国际传播

的风险； 

(2) 通过实现和保持针对脊髓灰质炎的常规免疫接种覆盖率超过 90%并在适

宜的地方通过与大众媒体密切合作和一般公众参与的更多运动开展补充脊髓

灰质炎免疫接种活动，减少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国际传播的潜在后果； 

(3) 加强对急性迟缓性麻痹的积极监测，以便迅速发现任何正在传播的野生脊

髓灰质炎病毒和为根除脊髓灰质炎的认证做好准备； 

(4) 通过实施世卫组织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实验室控制全球行动计划现行版本

中第 1 和 2 阶段下确定的措施，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长期生物控制做好准备1； 

3. 要求总干事： 

(1) 继续向脊髓灰质炎仍然流行的剩余会员国以及具有脊髓灰质炎病毒输入

的高风险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以便它们努力阻断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最后

传播链； 

(2) 协助筹集财政资源以便从脊髓灰质炎病毒正在传播的剩余地区根除脊髓

灰质炎，向具有脊髓灰质炎病毒输入高风险的目前无脊髓灰质炎的国家提供支

持和最大限度减少根除后时期重新出现脊髓灰质炎的风险； 

(3) 通过“安宁日”等机制，继续就需要更好进入以接触所有儿童的地区的安全

问题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合作； 

(4) 继续审议和传播会员国为减少脊髓灰质炎病毒国际传播的风险和后果可

采取的措施，包括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考虑临时或长期建议（如果有

必要以及在必要时）；如果提出此类建议，应向卫生大会报告其实施产生的财

政和业务问题以及获得的经验教训； 

                                                 
1  文件 WHO/V&B/03.11(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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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向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建议，目的在于通过就脊髓灰质炎疫苗的

长期使用以及感染和潜在感染性脊髓灰质炎病毒物质的生物控制建立国际共

识，最大限度减少根除后时期脊髓灰质炎病毒再次输入或脊髓灰质炎重新出现

的长期风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