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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在执行委员会第 132届会议上的报告 

2013年 1月 21日，日内瓦 

主席女士、尊敬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们、联合国系统和姊妹机构的同仁、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1.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届执行委员会会议，议程上有近 60 个项目，已经注册的与会者

超过 885 名。 

2. 你们来自世界各地。你们来时出现了打破记录的各种天气事件：非洲部分地区交替

的旱灾和水灾，澳大利亚的极端热浪，俄罗斯联邦和北欧部分地区的极端寒冷，北京的

极端雾霾，美利坚合众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以及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邻国难

民危机产生极大影响的中东严重寒冷、暴风雨和水灾。 

3. 气候正在变化。抗生素失去作用。世界人口继续增多并老龄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增长是无情的。微生物界不断发生出乎意料的情况。 

4. 公众对卫生保健的期望日益增长。预算不断减缩。在几乎普遍紧缩的同时，费用不

断上升。社会不公平现象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差水平。到处出现冲突。卫生后果很严

重，对平民也是这样。 

5. 减轻人类苦难的意愿很强，但经常受到挫折，因为资源过少，能力过弱，而且缺乏

协调的援助过多。 

6. 这些只是世卫组织在开展工作时面临的一部分挑战，以及改革过程需要解决的部分

问题。当我们一起思考确立卫生在 2015 年之后发展议程中地位的最佳方法时，我也要

请你们考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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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并日趋普遍的，但这些挑战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正在

制定应对挑战的新工具和新做法。 

8. 国际卫生合作，无论是世卫组织推动的、领导的或简单促进的，正在发挥极大的作

用。改善健康的动力不断取得成就，有时还在开拓新的局面。 

9. 有些进展显示了创新的力量，尤其是当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是由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推动的，而不是被市场利润刺激推动的。 

10. 在 12 月初，使用世卫组织和适宜卫生技术规划（PATH）协调的一个项目开发的新

型结合疫苗为第一亿名非洲人提供了针对流行性脑膜炎的保护。该疫苗在布基纳法索投

入使用之后仅两年内就取得了这一非凡成就。 

11. 在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的支持下引进该疫苗的 10 个国家中，甲型脑膜炎病例急剧

减少。已发现人群免疫屏障的证据。最近发表的研究有力地显示，可以终止一个多世纪

以来在非洲脑膜炎地带的 26 个国家中猖獗的这种流行病。 

12. 当我们考虑到控制工作采用陈旧的工具进行了多长时间的斗争，最近减少的结核病

例数和死亡人数就更为可观。产品开发方面的公立和私立部门伙伴关系正在开创结核病

控制的新纪元。 

13. 合作伙伴的财政支持使一种有力的诊断新工具更加能够被负担得起，现在这种工具

在 70 多个国家中得到使用。40 年中第一种新的抗结核病药物在数周前刚刚通过管制审

批。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一种新的疫苗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最佳前景。 

14. 当确定了大胆、全面和有吸引力的目标时，也就能推动进步。与千年发展目标一样，

“造福所有妇女儿童”获得了基础广泛的支持并促进了可观的创新。本届会议的报告介

绍了最近的一系列行动。 

15. 创新包括寻找方法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这样做可以使卫生成为大赢家。联合

国拯救妇女和儿童生命产品委员会于去年 4 月设立，并在 9 月发表报告。委员会确认了

已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充分利用的 13种拯救生命的重点干预措施。 

16. 委员会审视了使用不足的原因，并建议了可迅速打破一些障碍的创新行动。据报告

估计，提高这 13 种产品的可及性（其中许多仅需数美分的费用），到 2015 年将可拯救

600 多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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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资金供应不稳定时，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能够看到规划如何利用新的研究确定越来

越高的目标。这些目标更加雄心勃勃，但也注意到对受影响国家和国际捐助社会造成的

费用，重视如何实现最大资金效益，并慎重地考虑投资的经济问题。 

18. 关于艾滋病毒，科学上的突破与在资源受限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十多年经验相结合，

现在正在得到应用，以便以更低的费用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19. 干预措施的范围急剧扩大。即使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现在也能获得更安全、更

健全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价格不断下降，这种趋势部分是由来自经过世卫组织资格预

审的非专利药物生产商的竞争推动的。快速测试法和其它医疗点技术在最偏远的地区为

早期诊断和可靠的治疗监测提供支持。 

20. 由于被忽视的热带病与贫穷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许多人合并感染若

干种热带病。 

21. 用于预防性化疗的不同药物可一起安全地使用，这种证据支持了综合给药的战略。

这减轻了大规模免疫运动的负担并减少了其成本。我们不能忘记：疾病流行国家通过广

泛动员其本国非常有限的卫生资源来吸收药物捐赠。 

22. 当新的工具得到充分发挥其影响的明智政策的支持，也就可以加快进展。简化的疟

疾诊断测试法问世并由世卫组织验证其准确性之后，世卫组织关于仅在确诊后才可分发

抗疟疾药物的新建议可取代在疟疾流行国家使每个发热的儿童服用抗疟疾药物的做法。

这意味着减少为不必要药物浪费的资源，减轻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的压力，而且同样重要

的是，改进关于疟疾真实发病率的数据。 

23. 另一种趋势是，公共卫生正在更好地利用立法和管控，以便从根源上减少对健康的

威胁。在 11 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一致通过了其第一份议定

书。 

24. 新的条约旨在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显示了当得到法律文书支持时，国际合作可

以坚定地应对复杂的犯罪活动。 

25. 在四年的谈判之后通过的这项新条约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也是一个榜

样，表明包括贸易、财政、环境、海关、执法和司法系统在内的政府众多部门以健康的

名义开展合作时能够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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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仿造、假冒医疗产品的会员国机制工作计划中也可明

显地看到管制支持的作用得到的认可。 

27. 最后，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趋势是，正在出现针对资源和成果的问责制新文化。妇幼

健康问题信息和问责制委员会的建议支持“造福所有妇女儿童”，成为若干其它问责制

框架的榜样，包括你们在本届会议期间将讨论的疫苗问题问责制框架。 

28. 同样受到欢迎的是独立监测的趋势，脊灰独立监测委员会以及“造福所有妇女儿童”

独立专家审查小组是值得注意的榜样。两者都非常独立，毫不避讳直率的批评。我们需

要这种指导。 

29. 在明智地使用资源、遵守承诺、根据成果证据调整规划战略、维持捐助者的信任以

及赢得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的支持方面，问责制的严格机制具有很大的希望。 

30. 独立专家审查小组在去年 9月发表了其第一份报告。你们的文件中概括了其主要的

调查结果。毫无疑问，脊灰独立监测委员会的报告有助于调整从总部直到国家工作队各

级的消灭脊灰行动，并使该行动越来越接近成功。 

31. 关于脊髓灰质炎，我要发自内心讲几句话。就在 12 月，九名分送脊髓灰质炎疫苗

的志愿者在巴基斯坦境内一场有目标和有组织的攻击中遭到杀害。这是一种卑鄙的，令

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暴力行为。我们本来沉浸在如此多的好消息中，此时此刻，这一悲剧

带来的打击尤其沉重。 

32. 印度的最后一个脊髓灰质炎病例是 2011 年 1 月 13 日确认的。印度可能是脊髓灰质

炎病毒所有残存藏身之所中最具挑战性的地方，目前已有两年多没有发现病毒。我请印

度再接再厉。 

33. 独立监测委员会以一个问题来标示其 2012 年 11 月的报告：脊髓灰质炎的最后寄身

处？报告还将除 1%外，已消除所有病例这一数字修正为 0.1%，并得出结论认为，成功

的前景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光明。 

34. 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迅速将这一挫折甩在身后。我感谢巴基斯坦政府继续全

力承诺消除脊髓灰质炎。我感谢总部工作人员和在各国开展工作的小组继续作出奉献。

各国和国际最初表达的激愤之情，现在已化为坚决支持的声响。如同成功的前景一样，

人们的决心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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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该国的民间社会和宗教领袖也与国际社会同声相应：伤害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是完全

不可接受的。所有主要伙伴的决心都坚定不移。我们将奋力向前。国际传播的危险仍然

是现实的。 

36. 需要提到最后一种趋势。也即，会员国越来越多地，有时是满怀激情地参与谈判，

这些谈判最终促成了全球卫生管理的新政策和新手段。 

37. 这类参与迅速针对非传染性疾病构建了一个有 25 个指标的坚实的监测框架。大家

还在寻求资助和协调研究与发展工作的途径，以为穷人开发新的医疗产品。 

38. 世卫组织及其会员国对公平获得医疗产品，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中获得此类产品的承

诺，带来了一些令人极为振奋的结果。 

39.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为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开始带来成果。大家

已经看到一份详尽的报告，描述截至 2012 年 10 月的进展情况。从那以来，又发生了许

多事情。 

40. 12 月份，与流感疫苗三个最大制造商之一 — GlaxoSmithKline 签署了第一份《标

准材料转让协议 2》。该协议从法律上规定该公司必须使世卫组织有机会及时获得其生产

的全部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 10%。这就意味着，生产出来的疫苗，每十分之一将会交由

世卫组织分配给需求最迫切的国家。该公司还同意给予世卫组织可高达 1 000 万个疗程

的抗病毒药物。 

41. 在下一次大流行性流感威胁迫近、开始生产疫苗时，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发展中国家

与富国同时获得流感疫苗和药品，免去长达数月的谈判和讨论。不再等待。不再无人过

问。 

42. 除了这些实物承诺外，六个公司一道作出了为数 1 800 多万美元的财政捐助，称为

“伙伴关系捐款”。这些资金将投资于按照咨询小组的建议，加强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和

反应能力。 

43. 这些确实都是破天荒的、突破性的成就。它们标志着我们开始着手一种新的方针，

已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可预测的进程，确保在紧急情况中公平获得医疗产品，并加强防

范能力。 

44. 荣誉归于会员国，尤其是那些主持了困难重重的会议的国家，它们从头至尾推动谈

判圆满完成，显示了卫生外交行之有效。荣誉也归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咨询小组的

成员，归于医药业的诚意，并归于我们在民间社会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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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概述了世卫组织开展活动的背景。我也说明了国际合作在卫生领域实现的成果的

意义，以及会员国参与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需要大家参与进来，更好地装备世卫组织，

以完成这些工作。 

46. 世卫组织改革已经大张旗鼓地摆在各位的议程上。大家面前有 10 份文件，是根据

会员国的决定和要求编写的。 

47. 为帮助大家将有关细节和时间安排拼接在一起，其中的两份报告概述了我们在执行

进程中的位置。我相信，我们正在以说得过去的速度前进，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不是

一次短途旅行。 

48. 一些改革已经迅速实施，包括我受权可以展开行动的一些改革。职员人数削减了将

近 1 000 人。新的差旅政策和经改进的财务控制促使节省了 2 800 多万美元。 

49. 我保证世卫组织将实施财政纪律，量入为出。我全心全意准备遵守这一承诺。这些

文件本身可以说明问题。对其中的建议是否符合你们的期待，大家最有发言权。 

50. 各位还将审议联合检查组的综合报告、规划预算方案、第十二次工作总规划草案，

以及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的两份报告。 

51. 我只有两点意见。第一是提请大家注意将规划预算作为主要问责手段，指导世卫组

织工作的重要性。鉴于其重要性，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建议，修订接下来的规划预算文本，

提交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52. 第二点是表明我对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成员的感谢。12 月份关于改进世卫组织

筹资选择的非同寻常的会议所言非虚，确实非同寻常。会议是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出

于正视一些棘手问题的决心，抱着坦率态度和切实期望召开的。 

53. 如果这种确实非同寻常的信任感继续引领我们讨论世卫组织的改革，我相信，我们

将作出正确决定，规划正确路线。 

54. 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国际卫生合作带来了巨大福祉，尽管世界面临紧缩，灾难不断。

以更高效率和效力开展工作的世卫组织将进一步增进这一福祉。 

谢谢大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