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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继2002年成功地开展了运动有益健康的世界卫生日之后，第五十五届世界

卫生大会（2002年5月）关于饮食、体力活动和健康的关于饮食、体力活动和健康的关于饮食、体力活动和健康的关于饮食、体力活动和健康的WHA55/23号决议号决议号决议号决议

建议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组织一个“年度运动有益健康日”。而后在巴西

圣保罗庆祝的由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参加的主要活动承认为促进体育活动

和健康行为的杰出的“撼动巴西”运动。这项活动对这一概念产生了极大

热情和广泛支持。

➢ 决议“敦促会员国每年庆祝“敦促会员国每年庆祝“敦促会员国每年庆祝“敦促会员国每年庆祝‘运动有益健康日运动有益健康日运动有益健康日运动有益健康日’以将促进体育活动作为健康以将促进体育活动作为健康以将促进体育活动作为健康以将促进体育活动作为健康

和安乐的基本措施”。和安乐的基本措施”。和安乐的基本措施”。和安乐的基本措施”。

➢ 这项建议得到题为“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2002年世界卫年世界卫年世界卫年世界卫

生报告生报告生报告生报告结论的强有力支持，这份报告指出缺乏体育活动是全球非传染病发

病和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完全缺乏体育活动估计造成190万例死亡（200
0年），每年损失1900万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是大约造成15-
20%的局部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原因。

➢ 缺乏体育活动直接或通过其对其它主要危险因素的作用影响着全球的疾病

负担，特别是高血压、高胆固醇和肥胖症。烟草使用和饮食不良加上缺乏

体育活动也是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 尽管缺乏体育活动不会造成不良的身心健康，但是已知参加体育活动能够

降低紧张、焦虑和有忧郁症患者的症状。

➢ 据估计，全球范围内超过超过超过超过60%的成年人完全没有足够的活动维护他们的的成年人完全没有足够的活动维护他们的的成年人完全没有足够的活动维护他们的的成年人完全没有足够的活动维护他们的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从青少年起体育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减少。学校中的体育活学校中的体育活学校中的体育活学校中的体育活

动和体育运动正在减少。缺乏体育活动一般在女童和妇女中比较严重。动和体育运动正在减少。缺乏体育活动一般在女童和妇女中比较严重。动和体育运动正在减少。缺乏体育活动一般在女童和妇女中比较严重。动和体育运动正在减少。缺乏体育活动一般在女童和妇女中比较严重。

整体缺乏体育活动的趋势在贫穷的城市地区比较严重。整体缺乏体育活动的趋势在贫穷的城市地区比较严重。整体缺乏体育活动的趋势在贫穷的城市地区比较严重。整体缺乏体育活动的趋势在贫穷的城市地区比较严重。

➢ 各国正在推动运动有益健康活动。为实施这项活动，会员国需要得到各国正在推动运动有益健康活动。为实施这项活动，会员国需要得到各国正在推动运动有益健康活动。为实施这项活动，会员国需要得到各国正在推动运动有益健康活动。为实施这项活动，会员国需要得到在

这项工作中起着关键领导和协调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所有国家和国际

的有关伙伴，特别是其它相关的联合国机构、体育组织、非政府组织、专

业组织、有关的地方领导、发展机构、媒体、消费者团体和私立部门的协

调与合作。联合国秘书长为发展与和平的体育特别顾问、国际奥委会、几

个体育组织和联合会，例如国际足联以及很多其它伙伴也表达了他们对运

动有益健康活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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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在涉及很多伙伴和会员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全球事件

中对运动有益健康日/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主要目的是讨论组织这一

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并在全球范围和会员国内对其加以支持。参加协商的主

要伙伴如下：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联合国机构、国际奥委会（LOC）
、撼动全世界（巴西圣保罗、Celafiscs）、国际运动科学和体育运动理事

会（ICSSPE）、健身大众体育协会（TAFISA）、世界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WFSGI）、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GAISF）、世界心脏联合会（WHF
）。

➢ 国际和地方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支持国际和地方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支持国际和地方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支持国际和地方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支持是发起或加强并维持国家级任何运

动有益健康活动的重要前提重要前提重要前提重要前提。国家级的这类政治支持将促进全球的实施工

作。除了人民自身之外，政府机构和发展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民间社

会、政治和专业组织、相关私营部门和社会中所有其它利益相关者均对支

持这项活动发挥着作用。

➢ “运动有益健康“运动有益健康“运动有益健康“运动有益健康‘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应将运动有益健康日视为”：应将运动有益健康日视为”：应将运动有益健康日视为”：应将运动有益健康日视为全年中在预防非

传染病、健康促进和社会经济发展一项综合措施的基础上与一项正在开一项综合措施的基础上与一项正在开一项综合措施的基础上与一项正在开一项综合措施的基础上与一项正在开

展的在世界人民中促进体育活动的过程展的在世界人民中促进体育活动的过程展的在世界人民中促进体育活动的过程展的在世界人民中促进体育活动的过程/运动相关联的一个大型“运动有运动相关联的一个大型“运动有运动相关联的一个大型“运动有运动相关联的一个大型“运动有

益健康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益健康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益健康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益健康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成为以全球伙伴关系为基础的一项活

动，它涉及并必须与国家和国际级的其它有关卫生、体育、教育、环境和

文化日、事件和活动相关联。

➢ “运动有益健康”将成为各国为促进体育活动和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而

继续开展相关活动的总基础。这一天也应该成为在国家和社区内制定/促
进国家关于体育活动的政策和规划的触发器。

➢ 在这一基础上可开展广泛的活动，例如制定一项政策和战略计划以加强全

民参与体育活动和大众体育运动；加强在校和校外青年人的体力活动/体
育和体育运动；在社区内定期组织步行、骑自行车和休闲运动；营建公园

和开放式空间，使人们能够兴致勃勃地进行体育活动；在包括健康饮食和

健康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措施之内组织卫生机构的体育活动规划；提倡街

道无汽车；通过体育运动提高公众对与健康（饮食、营养、不使用烟草、

非传染病、艾滋病、疟疾、结核）和发展（减贫、社会融入、减少暴力）

相关重点问题的认识；促进工作场所体育活动和相关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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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号．口号．口号．口号

运动有益健康（翻译为63种语言），带有一条涵盖年度选择的副主题的小标

题。

3．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运动有益健康特指每个个体必须为促进健康能够在任何地方从事的任何形式的

从中度到剧烈程度体育活动的每日累积量。此外，它还指个体、社区和国家如

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他们的健康和幸福。

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 促进发展持久的国家和地方的体育活动行动、政策和规划；

➢ 加强人口中、所有年龄和境况的男子和妇女在所有领域（休闲时间、交通

、工作）和地点（学校、社区、家庭、工作场所）有规律的体育运动；

➢ 通过运动组织、事件和其它社会文化论坛促进对体育活动的参与；以及

➢ 通过运动和体育活动促进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并解决诸如不使用烟草、健

康饮食、减少暴力、压力以及社会融入等与健康相关的问题。

5．要点框架．要点框架．要点框架．要点框架

a．．．． 长期要点：促进体育活动（天天、处处）促进体育活动（天天、处处）促进体育活动（天天、处处）促进体育活动（天天、处处）

➢ 在其所有领域（休闲、工作和交通）及所有的生活环境中（例如学校、社

区、工作场所、家庭等）；

➢ 为其众多直接健康影响（预防疾病、促进身心和社会健康）；

➢ 作为实现诸如健康生活方式（无烟草、健康饮食等），预防其它疾病和社

会问题（艾滋病、暴力等），及促进发展与和平等其它卫生和社会目标的

手段；以及

➢ 作为补充诸如城市设计/计划、交通运输政策、城市安全和运动发展/娱乐

设施等其它国家和地方行动的一项协同工作，特别是通过“卫生城市”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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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b．．．． 核心要点核心要点核心要点核心要点

每天至少进行每天至少进行每天至少进行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累积性中度体育活动分钟累积性中度体育活动分钟累积性中度体育活动分钟累积性中度体育活动（步行/轻快步行以及其它适宜的

健康和有兴致的体育活动和大众体育活动）。通过每日进行相关的较长时间

的中度至剧烈程度的体育活动可获得其它健康方面的收益：例如

i) 儿童和青年每周需要增加3次20分钟的剧烈体育活动。

ii) 控制体重每天至少需要60分钟的中度/剧烈体育活动。

c. 每年更换的副标题：每年更换的副标题：每年更换的副标题：每年更换的副标题：

➢ 2003年继续采用年继续采用年继续采用年继续采用2002年世界卫生日期间制定的关于体育活动年世界卫生日期间制定的关于体育活动年世界卫生日期间制定的关于体育活动年世界卫生日期间制定的关于体育活动/运动有益健运动有益健运动有益健运动有益健

康的康的康的康的要点及其与2002年关于“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康生活”的世界卫生

报告的要点。主要目标是提高对体育活动益处的认识和知识，特别是在决

策者和卫生专业人员中。

➢ 每日要点应该简单明了、有吸引力、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切合实际而每日要点应该简单明了、有吸引力、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切合实际而每日要点应该简单明了、有吸引力、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切合实际而每日要点应该简单明了、有吸引力、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切合实际而

且内容丰富，便于群众、且内容丰富，便于群众、且内容丰富，便于群众、且内容丰富，便于群众、所有年龄和境况的男子和妇女的参与，的参与，的参与，的参与，并适用

于特殊群体，包括残疾人和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

➢ 要点应主要针对体育活动问题要点应主要针对体育活动问题要点应主要针对体育活动问题要点应主要针对体育活动问题（政策、环境、领域、背景，特别是学校

、工作场所、社区和领域（交通工具、休闲、工作），人口群体、干预措

施等）。它也将做为解决与体育活动和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其它重点卫生

和社会问题的一个起点，例如有助于预防/控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

症、肥胖症、骨质疏松、压力和抑郁症；促进青年的最佳身心发育；增强

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减少暴力行为和其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 必须建立必须建立必须建立必须建立/提高对真正的体育活动的总体认识提高对真正的体育活动的总体认识提高对真正的体育活动的总体认识提高对真正的体育活动的总体认识（体育活动的范围）：即每

个人能够在每日生活和各种生活环境中开展的体育活动，包括大众运动。

体育活动不仅只是关于体育俱乐部、健身中心或精英运动比赛。为实现上

述目标以及获得政策支持，重要的是继续传播下述可靠的知识：

i) 体育活动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卫生、社会和经济）；

ii) 按年龄组、健康状况和职业分类的体育活动类型；

iii) 成功的干预措施和最佳实践的样版，包括关于饮食、体育活动和

相关行为的综合措施；

iv) 饮食/营养和体育活动，饮食/营养，体育活动与其它生活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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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相互作用。

6．实施战略．实施战略．实施战略．实施战略

a.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协调协调协调协调/部门间行动部门间行动部门间行动部门间行动

➢ 体育活动日的组织工作是会员国和有关国家机构和工作的职责。体育活动日的组织工作是会员国和有关国家机构和工作的职责。体育活动日的组织工作是会员国和有关国家机构和工作的职责。体育活动日的组织工作是会员国和有关国家机构和工作的职责。尽管卫

生部门因为这项活动应起领导和协调作用，但是下述各种主力单位每年可

与卫生部门共同发起和/或组织体育活动日：例如教育和运动部门、卫生

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运动组织、专业组织、其它发展部门（环境、交通运

输、文化、市政）、体育运动行业等。国家的政治承诺对于取得成功和持

久性至关重要。为确保最充分的参与，必须设有一个部门间“论坛”/工
作组/指导委员会，包括所有下述利害相关者：政府部门、非盈利的非政

府组织、媒体、运动组织、选定的有关领导/作用模式、专业卫生和相关

组织、教育、社会文化和政治组织、形成一致意见的私营部门团体等等。

➢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明显的领导作用、支持和信息至关重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明显的领导作用、支持和信息至关重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明显的领导作用、支持和信息至关重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明显的领导作用、支持和信息至关重要。它们将强调

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全球意义并是发起大规模参与的主要决定因素。它在如

下方面具有重要性：

i) 继续应用具有品牌价值的“运动有益健康”概念，

ii) 酌情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标示和运动有益健康标示（与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饮食、体育活动和健康全球战略相关联）。

➢ 世界卫生组织将听取指导委员会的意见，每年提出核心要点，世界卫生组织将听取指导委员会的意见，每年提出核心要点，世界卫生组织将听取指导委员会的意见，每年提出核心要点，世界卫生组织将听取指导委员会的意见，每年提出核心要点，对每年的

主题提供手段和技术支持提供手段和技术支持提供手段和技术支持提供手段和技术支持（数据、材料、指导原则，并主要通过电子方式

提供信息交流）以便促进沟通，筹集资源，并在可能时确保一些起动资金

。

b. 支持机制支持机制支持机制支持机制

与一个或多个机制一个或多个机制一个或多个机制一个或多个机制合作工作；见第8和第9段。

c. 行动的灵活性和调整行动的灵活性和调整行动的灵活性和调整行动的灵活性和调整

➢ 在会员国中灵活的实施，包括根据当地文化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整。在会员国中灵活的实施，包括根据当地文化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整。在会员国中灵活的实施，包括根据当地文化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整。在会员国中灵活的实施，包括根据当地文化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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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持续发展的具体活动。尽管可在休闲时在社区中开展很多活动，但是

重要的是要考虑在其它领域，例如交通运输、城市计划、环境，以及特别

是学校、大学和工作场所等主要环境中组织重要活动。

➢ 这项活动必须是积极的、引人入胜并以运动、比赛和其它社会文化活动作

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庆祝。重要的确保这项活动达及并包括城市和乡村的

所有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的群体（既不能成为、也不能保留为享有特权群

体的活动）。

d. 建立和使用联盟及支持网络建立和使用联盟及支持网络建立和使用联盟及支持网络建立和使用联盟及支持网络

➢ 确保获得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其它相关伙伴与机构的支持。建立一个支持这建立一个支持这建立一个支持这建立一个支持这

项行动的全球联盟网，充分重视大众体育活动以及致力于体育运动的伙项行动的全球联盟网，充分重视大众体育活动以及致力于体育运动的伙项行动的全球联盟网，充分重视大众体育活动以及致力于体育运动的伙项行动的全球联盟网，充分重视大众体育活动以及致力于体育运动的伙

伴。伴。伴。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制定一份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清单，以将运动有益

健康行动与之相关联。这项行动也将认可国家和合作伙伴围绕这项行动/
体育活动日建议的日期和主题开展的行动。

➢ 包括大多数伙伴在内的全球健康联盟行动全球健康联盟行动全球健康联盟行动全球健康联盟行动（例如撼动全世界——

运动有益健康）有助于组织、实施、监测和评价这项活动并在全球范围加

以扩大。

➢ 确定利益相关者确定利益相关者确定利益相关者确定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即交通运输和城市计划部门、银行/保险公司

、环境团体、地方领导、体育运动领袖和运动产业、休闲规划等，以便作

出财务捐助并促进体育活动和运动有益健康日。

➢ 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相关的国际网络，即大型国家、非传染病全球论

坛、非传染病区域网络（CINDI、CARMEN等），为所有网络/组织的体

育活动与运动等，促进运动有益健康日/行动。

e. 计划和评价计划和评价计划和评价计划和评价

必须对这项活动制定部门间计划，计划应规定短期和长期的切实可行的目

标/指标以及一套可由各种群体利用选择的相关指标和质量标准系统在特

定时期内预以实施、监测和评价的活动。计划指南将促进这项工作；世界

卫生组织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这些指南。

f. 鼓励措施鼓励措施鼓励措施鼓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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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运动有益健康日并对运动有益健康整体活动保持高度认识、积极性

与兴趣，需要采取下列鼓励方法：

∙ 类似于国际戒烟竞赛的比赛（例如国际运动竞赛）；为此目的必须建

立一个评估组。一个合作机构将有助于开展这项竞赛。

∙ 向长期对运动有益健康采取行动和/或对这类行动争取支持的个人和

机构提供报告卡和其它形式的奖励。

∙ 提倡在全球使用计步器。

g.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信息交流信息交流

➢ 将设立关于体育活动关于体育活动关于体育活动关于体育活动/运动有益健康的网址或跟贴板运动有益健康的网址或跟贴板运动有益健康的网址或跟贴板运动有益健康的网址或跟贴板，以便在一年当中通

过网络促进交换信息、在网上对活动进行登记、更新数据并持续开展运动

有益健康的活动。也必须在活动的各个时期保证相关媒体进行适当准备和

积极的参与。

➢ 考虑地方文化和传统体育运动考虑地方文化和传统体育运动考虑地方文化和传统体育运动考虑地方文化和传统体育运动至关重要。

h.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和其它主要文件促进运动有益健康活动年世界卫生报告和其它主要文件促进运动有益健康活动年世界卫生报告和其它主要文件促进运动有益健康活动年世界卫生报告和其它主要文件促进运动有益健康活动

2002年关于“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世界卫生报告提供了一

份宝贵的政策文件，与健康的饮食、不使用烟草和其它相关健康行为共同

推进运用体育活动促进全球健康。

j.
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它主要奥林匹克和运动比赛促进人口群体，所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它主要奥林匹克和运动比赛促进人口群体，所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它主要奥林匹克和运动比赛促进人口群体，所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它主要奥林匹克和运动比赛促进人口群体，所

有年龄和境况的男子和妇女的体育活动和大众体育运动以及相关的健康有年龄和境况的男子和妇女的体育活动和大众体育运动以及相关的健康有年龄和境况的男子和妇女的体育活动和大众体育运动以及相关的健康有年龄和境况的男子和妇女的体育活动和大众体育运动以及相关的健康

行为。行为。行为。行为。

k. 联合赞助联合赞助联合赞助联合赞助

必须具有关于非盈利组织以及社团、私营/商业组织共同赞助运动有益健

康日和相关活动的具体准则，特别是在资助和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标示/运
动有益健康日标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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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间选择．时间选择．时间选择．时间选择

➢ 需要指定一个具体日期，以便增加支持并吸收决策者、媒体、其它主要需要指定一个具体日期，以便增加支持并吸收决策者、媒体、其它主要需要指定一个具体日期，以便增加支持并吸收决策者、媒体、其它主要需要指定一个具体日期，以便增加支持并吸收决策者、媒体、其它主要

利害相关者和广大公众在人群中促进“运动有益健康”行动。利害相关者和广大公众在人群中促进“运动有益健康”行动。利害相关者和广大公众在人群中促进“运动有益健康”行动。利害相关者和广大公众在人群中促进“运动有益健康”行动。通过世界

卫生组织由会员国推动并与各种合作伙伴合作开展的一个具体日期一个具体日期一个具体日期一个具体日期将有助

于维持和加强这类承诺。

➢ 尽管将为这项活动确定一个具体日期，将为会员国留有必要的灵活性将为会员国留有必要的灵活性将为会员国留有必要的灵活性将为会员国留有必要的灵活性以

便结合它们的需求、地方条件和与体育活动、大众健康运动相关的现行日

期/活动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时间和期间（一天、一周或更长的时期）。

➢ 将在将在将在将在5月月月月10日庆祝每年的全球运动有益健康日。日庆祝每年的全球运动有益健康日。日庆祝每年的全球运动有益健康日。日庆祝每年的全球运动有益健康日。

8．支持机制．支持机制．支持机制．支持机制

a．．．． 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先召开的全球指导委员会每年将对准备活动和实施结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先召开的全球指导委员会每年将对准备活动和实施结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先召开的全球指导委员会每年将对准备活动和实施结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先召开的全球指导委员会每年将对准备活动和实施结

构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构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构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构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主要作用主要作用主要作用主要作用/任务：任务：任务：任务：指导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如下：

➢ 通知下一年度的主题、安排和筹备职责。

➢ 传播有关有益健康日的信息并争取指导委员会每个伙伴成员的组成部

分和所属成员（个人和机构）的参与。

➢ 在一个或更多的国家中共同主办运动有益健康活动日。

➢ 为运动有益健康行动，包括特定日的筹集资源（人力、财力、技术、

后勤）作出贡献。

➢ 促进出版一份有关全球运动增进健康行动成功事例和最佳实践的文件

。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指导委员会开始时将包括一个主要合作伙伴的核心小组（见以下第

9段）。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秘书处和总体协调之外，将邀请下述合作

伙伴作为成员：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科学与体育教育理事会、

国际健身大众体育协会、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C
ELAFISCS/撼动全世界、游戏权、世界体育用品业联合会、1-
2个与非传染病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例如世界心脏联合会、国际糖尿病联

合会、国际抗癌联合会）、1-2个合作中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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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发展机构/捐助国。其它伙伴将作为特邀代表。

b．．．． 全球运动有益健康联盟全球运动有益健康联盟全球运动有益健康联盟全球运动有益健康联盟/伙伴网络伙伴网络伙伴网络伙伴网络

除了指导小组之外，一个更广泛的涉及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的全球联盟

/同盟/网络将对运动有益健康日/行动的计划、实施、监测和评价作出重大

投入。它也将加强与体育活动、运动和健康相关的正在进行的以及新的国

际和国家活动之间的联系。

c．．．． 资源资源资源资源

➢ 世界卫生组织将筹集资源支持这项行动，特别是来自预算外的资源。世

界卫生组织也将加强其涉及这项活动的人力资源。

➢ 有关合作伙伴预期将：

i) 使这项行动与其在国家和国际级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规划相关联；

以及

ii) 可能时向“运动有益健康日/行动”提供技术、人力和财务支持。

➢ 会员国将具有本身的运动有益健康日的具体规划/活动（在世界卫生组织

和各种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它们也将筹集地方资源。

9．主要合作伙伴．主要合作伙伴．主要合作伙伴．主要合作伙伴

a．．．． 会员国：会员国：会员国：会员国：理想的是来自若干下述有关司局和部门的代表：卫生、教育、体

育运动、环境、交通运输、城市计划、地方（与世界卫生组织其它相关规（与世界卫生组织其它相关规（与世界卫生组织其它相关规（与世界卫生组织其它相关规

划、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合作）。划、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合作）。划、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合作）。划、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合作）。

b．．．． 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为发展与和平的运动特别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为发展与和平的运动特别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为发展与和平的运动特别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为发展与和平的运动特别

顾问办公室。顾问办公室。顾问办公室。顾问办公室。

c．．．．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NPOs），以它们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机构参与：），以它们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机构参与：），以它们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机构参与：），以它们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机构参与：

➢ 国际奥委会（IOC）、国家奥委会（NOCs）、区域奥林匹克委员会大

会联合会

➢ 撼动全世界（CELAFISCS、巴西圣保罗）

➢ 国际健身大众体育协会（TAFISA）

➢ 国际体育科学与体育教育理事会（ICSSPE）
➢ 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F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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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权力（原为奥林匹克慈善援助活动）

➢ 与各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相关的其它体育活动：例如国际体育联

合会总会（GAISF）、国际足联（FIFA）、国际排球联合会（FIVB）
等等。

➢ 与卫生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例如世界心脏协会（WHF）、国际糖尿病

协会（IDF）、国际抗癌联盟（UICC）、世界医学协会（WMA）、

国际护士理事会（ICN）、国际卫生促进和教育联合会（IUHPE）、

公共卫生协会世界联合会（WEPHA）等。

➢ 消费者团体

➢ 其它

d．．．． 学术和专业机构：学术和专业机构：学术和专业机构：学术和专业机构：

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欧洲运动医学协会（ECSM）、世界卫生组

织各区域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其它

e．．．．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美国；UKK健康促进研究机构，芬兰坦佩雷；

香港中文大学运动医学和健康促进系；日本东京医科大学通过运动医学方

面的研究和培训促进健康中心和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系；其它

f．．．． 区域网络区域网络区域网络区域网络

➢ 美洲体育活动网（PANA/RAFA，PAHO/AMRO）

➢ 欧洲促进健康体育活动网络（HEPA/EURO）

➢ 全球非传染病论坛和区域非传染病网络（CINDI，CARMEN，等）

➢ 大型国家健康促进网

g．．．． 主要的国际工会主要的国际工会主要的国际工会主要的国际工会

h．．．． 私营部门：私营部门：私营部门：私营部门：

➢ 世界体育用品企业联合会（WFSGI）及其成员

➢ 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的相关企业，例如保险公司、银行、旅游业和相关

的旅行社、贸易协会

➢ 国际玩具制造商

➢ 其它

j. 相关发展机构和捐助社区（国家和机构）相关发展机构和捐助社区（国家和机构）相关发展机构和捐助社区（国家和机构）相关发展机构和捐助社区（国家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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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媒体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网络/代理人和销售协会代理人和销售协会代理人和销售协会代理人和销售协会/团体团体团体团体

l. 区域政治机构和经济实体区域政治机构和经济实体区域政治机构和经济实体区域政治机构和经济实体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非洲联盟、非洲体育最高委员会、英联邦秘书处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法语国家）

10．．．．2003年的下一步骤年的下一步骤年的下一步骤年的下一步骤

2003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3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 世界卫生组织将向会员国、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国家

代表散发概念文件。

➢ 世界卫生组织将把概念文件送交所有相关的合作伙伴，寻求它们的支持、

参与，并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全球范围的促进运动有益健康行动的全球

同盟/联盟。

➢ 世界卫生组织将开始准备技术材料和2003年运动有益健康日的指南，并建

立一个相应的互联网，同时铭记2003年的主题将在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的

基础上继续侧重于提高对体育活动益处的认识，对象特别是决策者和卫生

专业人员。将通过电子形式向会员国和合作伙伴散发这类材料。

➢ 在2003年2月16-
18日于瑞士Magglingen召开的为发展与和平体育运动国际大会上“发起”

运动有益健康行动。

2003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12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 在2003年春季召开的区域协商会以及与关于饮食、体育活动和健康的全球

战略相关的其它伙伴会议上列入运动有益健康行动。

➢ 制定运动有益健康国际指导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2003年指导委员会会议（

2003年9月中旬）计划。

➢ 落实可能建立运动有益健康全球联盟/同盟/网络的工作（例如由巴西主办

的撼动全球—运动有益健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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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世界运动有益健康日的反馈和评价工作。筹备2004年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