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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第 127 届和 128 届会议的报告 

1. 执行委员会于 2010 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第 127 届会议，并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召开了第 128 届会议。本报告概述了会议的主要结果。 

第 127 届会议（2010 年 5 月 22 日） 

2. 执委会委员审议了关于霍乱：控制和预防机制以及关于预防儿童伤害的决议草案，
但是同意将两项内容推迟到第128届会议作出进一步讨论（分别见以下第11和第20段）。 

3.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作为新出现传染病的克里米亚 -刚果出血热、汉坦病毒和
Alkhurma 出血热以及关于人类饮水安全管理战略的报告。 

4. 执委会注意到两个专家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第 128 届会议（2011 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 

5. 总干事在提交执委会的报告中确认了当前面临的全球卫生挑战，并说明了世卫组织
可大有作为的领域。她提醒本组织由于过分扩展、资源短缺以及当前的经济危机而面临
的困难。在讨论世卫组织的筹资前景（见第 21 段）时，执委会委员需要认真考虑世卫
组织的目标和独特贡献。改革是需要的。执委会注意到总干事的报告。 

技术和卫生事项 

6. 在讨论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时，执委会对大流
行性流感防范不限成员名额的会员国工作小组当时取得的进展，以及对该小组计划于
2011 年 4 月召开会议，以便完成有关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和标准材料转让协议的谈判
表示了明确支持。将作出详细准备，在闭会期间开展广泛磋商，确保这次会议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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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介绍了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情况
的最新情况，这次 H1N1 流感大流行表明了该《条例》的重要性。随后，委员们对一些
会员国加强核心能力的速度表达了关切。执委会注意到《条例》的实施情况报告以及审
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情
况的报告。 

8. 当讨论在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范畴内设立一个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
题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时，执委会委员对利益冲突问题表达了关切，并且审议了避免
出现该问题的指南。执委会考虑到会议讨论期间提出的问题之后，批准了提出作为工作
小组成员的专家名册。 

9. 五个会员国共同提出了一项关于世卫组织在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关于审议千年
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后续工作中的作用问题的决议草案。执委会委员对卫生相关
目标的缓慢进展表示关切，但是对扭转这种状况的举动表示欢迎，尤其是对在世卫组织
的主持下设立妇幼健康问题信息和问责制委员会。委员会通过了 EB128.R1 号决议。 

10. 执委会在 EB128.R6 号决议中建议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为消灭麦地那龙线
虫病作出更大努力并提供更多支持。 

11. 执委会讨论了霍乱控制和预防机制，这是自第 127 届会议推迟到本届会议进一步审
议的项目。由于随后进行了磋商并且提出了意见，对起初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修改，
并在以 EB128.R7 号决议获得通过之前，执委会委员对其作出了进一步修订。在建议卫
生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包括向总干事提出的一项要求，就是重振全球霍乱控制专题小组并
加强世卫组织在该领域的工作。 

12. 执委会审议了两份报告，以及由几个会员国提交的涉及加强卫生系统不同方面的五
项决议草案：可持续的卫生筹资结构和全面覆盖；卫生人力；国家卫生突发事件和灾害
的管理能力以及卫生系统的应变能力；护理与助产服务；以及加强国家政策对话以形成
更加有利的卫生政策、战略和计划。执委会在这些方面分别通过了 EB128.R8-R12 号决
议。 

13. 在相关主题方面，执委会注意到了关于全球免疫远景与战略方面的报告。委员们看
到了加强卫生系统的重要性，以促进常规免疫以及在消灭脊髓灰质炎与加速消除麻疹等
更为广泛的免疫目标之间建立联系。 



A64/2 
 
 
 

 
3 

14. 执委会全面讨论了疟疾预防和控制问题，这涉及到维持目前取得的成果，以及减少
传播方面。执委会通过了 EB128.R13 号决议，其中建议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尤其敦
促各方为疟疾控制提供足够的并且可预测的资助，并且要求总干事除采取其他支持行动
外，促进青蒿素联合疗法的生产技术转让。 

15. 执委会在审议了 2011-2015 年世卫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草案之后，一致同意根
据委员们的意见对战略草案进行修订，改进的方式取决于执委会委员的持续对话情况。 

16. 执委会委员对关于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问题工作小组会议
的推迟表示遗憾，并敦促尽快召集第一次会议。执委会被告知，第一次会议将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举行。执委会注意到本报告。 

17. 执委会进一步注意到关于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以及关于麻风病问题的报
告。还注意到关于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问题的报告，对行动计划表示支持。 

18. 尽管全面讨论了由四个会员国共同提出的涉及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一份决
议草案，包括非正式磋商活动，执委会没有能够就世卫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
制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2001 年 9 月）的筹备、落实和后续工作中的作用问题达成
一致。未能达成一致的一个原因就是决议草案的提交过晚，主席敦促委员们今后避免发
生这种情况。执委会一致同意，将向卫生大会报告其讨论情况，将向卫生大会提交一份
含有会员国所提修正案的决议草案修订版本。执委会注意到秘书处的报告。 

19. 执委会对提交的婴幼儿营养方面的实施计划表示支持。为体现讨论提出的意见，将
对这项计划的标题和范围加以扩展，囊括孕产妇营养内容。秘书处提请各方通过专门的
网站提供进一步的意见和指导。执委会注意到本报告。 

20. 执委会讨论了预防儿童伤害问题，这是由第 127 届会议推迟到本届会议作进一步审
议的项目。委员们审议了经过修订的决议草案并对其作出了进一步修订，之后通过了
EB128.R15 号决议，其中建议卫生大会通过所包含的一项决议。案文中向总干事提出了
行动要求，包括扩大干预措施的证据基础以及改进数据收集和分析。 

世卫组织的筹资前景 

21. 总干事对过去一年中开展的磋商和辩论要点进行了归纳，注意到焦点问题已经从单
纯的筹资扩大到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执委会委员对此进行了全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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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申了对世卫组织领导作用的信任，同时对总干事提出的改革进程表示欢迎，其中
包括加强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计划、对本组织的独特作用和职能作出
定义，以及管理改革。执委会注意到本报告。 

规划和预算事项 

22.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的执行情况评估报告，其中包括规划、预
算和行政委员会就此提出的意见。 

23. 执委会还注意到 2010-2011 年规划预算实施情况的最新情况报告，然而委员们对财
政状况以及战略性目标之间和世卫组织主要办事处之间存在的不平衡情况表示关切。 

24. 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审议了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和 2012-2013 年规划
预算方案，并欢迎秘书处在修订规划预算方案时考虑财务状况这一意愿。有关预算事项
的讨论必须与关于筹资前景的讨论结合起来进行。总干事向执委会保证，她将向卫生大
会提交一份符合实际的预算方案，该方案将使政策和资助紧密相连并且会体现委员们的
关切。执委会注意到本报告。 

财务事项 

25. 遵照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执委会通过了 EB128.R2 号决议，决议
建议卫生大会通过 2012-2013 年摊款比额表。 

26. 执委会支持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提供的指导并通过了关于《财务条例》和《财
务细则》修订款的 EB128.R3 号决议，这涉及到外审计员的任期以及编制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及其周期问题。 

管理事项 

27. 几个会员国提交了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有关的一份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之后，执委会设立了一个起草小组。本着合作精神，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一项决议草
案案文获得一致同意。对该案文作出进一步审议之后，执委会通过了 EB128.R14 号决议，
其中决定就选举程序和方法设立一个具有时限并且注重成果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将向本
届卫生大会提交中期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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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执委会在审议了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之后，通过了关于与非政府组织关系
问题的 EB128.R16 号决议，接受三个组织与本组织建立正式关系：解除负担组织；全球
精神病学倡议基金会（促进人道、伦理和有效精神卫生保健的国际基金会）（称为全球
精神病学倡议）；以及 Cochrane 协作网。与八个非政府组织的正式关系遭到终止。审查
了三分之一的所有具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之后，执委会同意在 EB128(1)号决定中确
定的一系列行动。 

29. 根据各基金会和授奖委员会或遴选小组的报告，执委会决定授予五项奖项。执委会
在 EB128(7)号决定中批准了对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章程的修订。 

30. 执委会在 EB128（8）号决定中批准了经过修订的第 64 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并且在 EB128(9)号决定中任命了其代表。执委会在 EB128(10)号决定中同意，将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日内瓦召开执行委员会第 129 届会议。 

职工配备事项 

31. 执委会注意到了人力资源年度报告，包括职员配备情况，同时注意到了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32. 执委会在 EB128.R4 号决议中确认对《职员细则》作出的修订，涉及到专业及以上
职类职员的薪酬、几项工作条件以及人事做法。还要求总干事就继续任用问题对职员细
则作出的修订提交给第 129 届会议。执委会在 EB128.R5 号决议中，建议卫生大会注意
关于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建议，并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调整后的薪金。 

33. 执行委员会注意到世卫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通报事项 

34. 执委会注意到两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咨询机构（具体是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会议的
报告。还注意到以往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包括在以下领域执行决议时取得的进展；基
本建设总规划；工作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和保障；消灭脊髓灰质炎；预防和控制流感的大
流行和年度流行；通过散发伊维菌素控制盘尾丝虫病；气候变化和卫生；通过对过时杀
虫剂和其他过时化学品的健全管理增进健康；通过安全的和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增进健
康；实现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卫生干预的普遍覆盖；女性生殖器切割；把性别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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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纳入世卫组织工作的战略；药物合理使用方面的进展；以及世卫组织实施改进多边
机构和国际援助者防治艾滋病工作协调问题全球工作队的建议。 

决议 

35. 执委会没有在第 127 届会议上通过任何决议。执委会在第 128 届会议上总共通过了
16 项决议。按照文件“关于建议供执行委员会或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对秘书处的财政和
行政影响的报告”中的评估情况，在 2010-2011 年双年度内，执行决议对本组织带来的规
划预算影响为 4300 万美元的费用。这些预计费用中，约有 3000 万美元被认为已经包含
在批准的规划预算活动计划之内。大体上讲，关于执委会在第 128 届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对规划活动带来的财务影响的报告提到，需要获得自愿捐款加以实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