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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届会议 1995年1月26日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本文件包括非政府组东问题常设委员会关于其审议执委会议程项目23. 1 
申请与世界: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内部文件EB95/NG0 
/ 1 - 6 ) 和 2 3 . 2审查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内部文 

件EB95/NGÛ/WP/1)的报告》 

请执委会对本文件第 IV部分中提出的常设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 

I . 引 言 

1.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举行会议审议执委会议程项目23.1申请与世界卫生 

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内部文件EB95/NG0/1 — 6 )和23 . 2审查与世界 

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内部文件EB95/NG0/WP/1)并向执委会提出 

建议。Herzog女士当选为主席。 

I I .非政府组织关于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 

2.在审查六项申请时，委员会以指导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原则⑴为依据。 

委员会注意到，提出申请的非政府组织被认为达到了该原则中包含的建立正式关系 

的标准，光其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责领域厲于卫生组织的职权范围，它们 

的目标和活动以卫生或卫生相关领域的工作为中心，而且它们的结构和/或活动范 

围是国际性的。所有申请者都已保持了一个阶殺的工作关系。在需要解答问题时， 

秘书处提供了进一步的情报。 

i
 

⑴《基本文件》，第四十版，1卯4年，第74—79页（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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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员会注意到申请建立正式关系的六个非政府组织的下列情况，并向执行委员 

会提出如下建议。 

国际妇女卫生同盟（文件EB95/NG0/1) 

4.注意到该同盟自1980年幵始工作以保护和改善妇女的生殖卫生和权利，光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委员会注意到，该同盟不是一个成员组织，而是一个促进国际卫生 

的实体》但是，由多达21名理事组成的决定政策的理事会是国际性的。由16名受雇 

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秘书处执行理事会的决定，理事会的资金则来源于非政府和政府 

团体提供的资助金和捐款以及在其活动领域内提供服务的收入。还注意到该同盟与 

致力于相同目标的众多个人和组织的全球闲络具有广泛的联系，光其是在南半球。 

5.委员会了解到，该同盟的活动或者以资助款为形式，或者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创 

新的生殖卫生服务的技术援助。此类活动的例子包括提供关于性欲、避孕、流产、 

不孕、感染和疾病的咨询和教育，筛检和治疗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和妇科问题 

的服务和项目；为婴幼儿提供产前和产后护理及各种服务》该同盟还实施了培训卫 

生专业人员的项目以及扩大对妇女生殖卫生和相关权利的政治支持的公众教育和宣 

传运动，召开了区域和国际性会议，以便促进对妇女的领导和妇女间的联盟，推动 

妇女卫生倡导者与卫生和人口决策者及研究人员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6.委员会注意到与该同盟的长期联系与合作。为了把妇女的需要和观点纳入卫生 

组织的研究和机构加強活动，卫生组织在约五年以前首次与该同盟建立了联系。委 

员会注意到，在过去两年中，卫生组织在多方面受益于与该同盟的合作。例如，该 

同盟参加了多次技术会议，其中有一些是联合召开的，而这有助子卫生组织与不同 

妇女团体之间的接触。一个值得注意的大事是该同盟协助召幵了卫生组织与妇女卫 

生倡导者和研究人员关于挑选和引进生育控制有关技术的首次会议。还注意到，经 

常与该同盟协商审议卫生组织的文件。适当地注意到，今后的合作将按同样的方式 

开展，并正在联合筹备将子1995年举行的关子生殖卫生问题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 

考虑到最近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即将石幵的国际妇女大会，委员会认为与该非 

政府组织合作是适时的。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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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泛非委员会（文件EB95/NG0/2) 

7.常设委员会得知，在1984年卫生组织发起的传统习俗研讨会上成立该泛非委员 

会之前，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非政府组织女性生殖器环切工作小组的参与下，早 

巳存在非正式交流与相互支持。人们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由非洲和东地中海区域 

25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组成，他们合作发起和开展一些规划，以便一方面与女性生 

殖器环切、儿童早婚和营养上的清规戒律等有害传统习俗作斗争，另一方面促进母 

乳喂养和生育间隔等健康的传统习俗》我们感兴趣的还有，该非政府组织对各类靶 

人群开展了情报、教育和培训规划，他们是乡村届民、社区领袖、卫生工作者和社 

会工作者、传统接生员和传统治疗师，以及学生和青年组织。 

8.常设委员会忆及，在卫生大会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足够重视有害传统习俗问 

题了。因此它高兴地指出，卫生组织为加强其教育工作以顸防有害传统习俗，增加 

了与泛非委员会的合作活动，因为该组织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经验。例如，该组织帮 

助制作了卫生组织关于有害传统习俗的成套报告和情报，特别是年 5月世界卫 

生大会和1994年9月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期间的有关介绍材料。该组织的国家委员 

会还进行了对卫生组织工作有益的研究项目。常设委员会注意到，今后可望泛非委 

员会在卫生组织按照WHA47. 10咢决议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危害妇女和儿童健康的 

传统习俗所确定的监测和培训活动中，以及在卫生组织/非政府组织传统习俗专题 

小组的工作中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药学学生联合会（文件EB95/NG0/3) 

9.常设委员会注意到，该联合会成立子1949年，其成员包括近40个国家的国家药 

学学生协会和另外9个国家的个人。常设委员会获知，卫生组织最感兴趣的是该联 

合会鼓励葯学学生国际合作的目标和相关活动，包括促进和传播科学和专业知识。 

因此应该注意到，合作的重点是使所有有关人员关注葯物培训和药物工作的各个方 

面，包插制订教学大纲，使用基本药物清单，以及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提高药剂师 

作为"卫生教育者”的作用。人们注意到，联合会的H I V /艾滋病知识和教育运动 

是这一新作用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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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常设委员会欢迎联合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兴趣。然而根据目前介绍的情况及该 

联合会的目的，看来其主要兴趣是促进学生交流，因此委员会希望看到它对支持卫 

生组织工作表现出更多的重视。委员会提醒注意关于药剂师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修 

订的药物战略方面作用的WHA47. 12号决议和关于实施卫生组织经修订的药物战略： 

合理使用葯物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行动规划的WHA47. 13号决议，并注意某些国家药 

剂师在卫生教育中所起的重耍作用》委员会建议，联合会应加强其与卫生組鍥的合 

作活动，以响应这些决议中所舍的国际社会釆取行动的号召。此外，开展活动和对 

卫生教育的兴趣会有助子培训学生今后作为卫生保健小组成员的责任感。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与该组织继续保持为期两年的工作联系。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文件EB95/NGÛ/4) 

11.常设委员会注意到，联合会由22个国家的地中海贫血协会组成，在成立后十年 

来幵展了各项活动，以确保和改进对地中海贫血的治疗、制订以遗传咨询为基础的 

预防规划，并促进和协调对地中海贫血和相关疾患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联 

合会总是尽可能与国家当局合作，以此加强提供卫生服务的能力。应进一步指出， 

在有工作关系的两年期内，合作召幵了由这个领域研究人员参加的两次重要国际会 

议以及其它会议，以确定成功实施国家地中海贫血顸防和控制规划的战略。常设委 

员会注意到，联合会和卫生组织巳经同意进行一项四年工作计划，其内容包括制订 

公共教育规划、支持国家制订国家地中海贫血规划，并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医生 

培训。 

12.委员会获知，地中海贫血是血液的遗传疾患，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大约全球 

人口的4. 5%带有血红蛋白病特征。委员会担心联合会中舍有工业界代表的准会员。 

委员会获知，这些会员无权参加理事会的年会或其它大会，也不允许他们就联合会 

的事务进行表决。然而，这些会员支持联合会的项目和目标。委员会决定，需要提 

供关子公司与联合会在项目中合作方式的进一步情报，以及釆取了哪些措施以确保 

不发生利害冲突。根据卫生组织关于适宜技术和药物的政策，委员会要求得到关于 

通过这样关系获得的任何仪器或药品是否对接受国适宜的进一步情报。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将接受建立正式关系一事推迟一年。应要求就联合 

会与代表工业界的那些准会员组织之间关系的性质提供进一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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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议员组织（文件EB95/NG0/5) 

13.委员会注意到，自从1989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医学议员会议以来世界卫生组 

织已对此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帮助和指导，决定创建一个组织。创建此非政府组织 

的目的在子促进关世界卫生和医疗保健问题的国际决策和议会活动方面的合作， 

包括培养更好理 i这些问题。委员会获悉，为达到其目标，此非政府组织定期召集 

有关区域卫生问题，医学及其有关领域发展的会议和大会，面旦它已通过专题小组 

承担了对特定卫生及其有关间题的详细研究》注意到此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是来自32 

个国家的医学议员。 

14.在考虑此申请时，委员会注意到与此非政府组织合作，最近是与环境卫生、人 

口和发展以及艾滋痼等重点问题有关的联合国际会议，是一个确保列入世界卫生组 

织政策和公共卫生辩论关心问题的重要手段。它还进一步注意到将来的合作将包括 

召集此类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关切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的其它会议》 

15.委员会考虑到尽管此组织规模明显小，伹从秘书处提供的信息看，显然该非政 

府组织动员了重要力量处理世界卫生组织关心的那些问题，并且作为卫生倡导者， 

它正在国家一级取得的重要收获是十分清楚的。希望此非政府组织将继续向前推进 

并处理立法者面临的困难而紧迫的公共卫生和医学问题，包括伦理问题。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生物学技术员协会（文件EB95/NG0/6) 

16.常设委员会忆及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三届会议时该协会曾提出申请建立正式关系。 

经适当考虑后，执委会根据EB93.R20号决议⑴，决定推迟一年考虑该协会的申请， 

并建议该协会“清楚描述它的活动和特定职责领域”。这方面，委员会得悉该协会 

的目标(包括促进生物科学技术，为在卫生实验室工作的技术员提供基础训练和进修，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和维持实验室设施)是为各种建设性项目创造条件，把发展人力资 

� E B 9 3 / 1 9 9 4 / R E C / 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三届会议，决议和决定，第 3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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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发展和维持实验室基础设施相结合。注意到它来自教育机构或主要从事医院和公 

共卫生实验室工作但也在研究和企业实验室工作的专业人员所能胜任的特定职责领 

域是与分析生物学、药学、农业、化学、兽医和生物化学物质有关的分析必需的技 

术。该协会由20个国家中的国家协会和另20个国家中23 000多个人所组成。 

17.为世界卫生组织最感兴趣的该协会的活动着重在可通过定期举办当地科技人员 

培训研讨会并提供参加“远距离”课程的机会，加强和提高法语国家医学生物学的 

教学》注意到这些活动是通过二个方面得到加强：首先是发展各学科专家的网络， 

例如微生物学，血液学和寄生虫学；其次是提供物质援助，如设备和供应，以鼓励 

当地发展生产简单试剂，并有能力进行设备维修。关子设备和供应，委员会耍求明 

确协会的管理部门或会员是否能在生产和销售实验材料中获商业利润。委员会满意 

地得知协会巳被告知并在法律上注册为非营利性协会，相应法律要求其职员自愿服 

务，因此它的管理人员和会员都既不能接受工资，也不能在生产和销售实验材料中 

获利。委员会注意到协会的许多培训和教育活动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支持，而其它的 

合作则与协会的国际会议结合进行。 

18.关于此合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用处，忆及到它能有利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 

使决策者了解卫生实验室的作用，支持实验室人员的适当教育和继续培训，发展和 

供应设备，同时寻求保证支持公共卫生和医学实验室的充分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常 

设委员会还注意到，协会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和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的长期密切接 

触，有助子保证活动能针对实际所需领域》注意到将来的合作重点仍将继续是培训, 

并包括发展整修地方实验室项目以及创办生产简单试剂和其它实验室设备的小型生 

产单位，光其在非洲》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Ш .对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审查（文件 E B 9 5 . NGQ/WP/1) 

19.委员会审议了文件EB95/NG0/WP/1，其中记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 

府组织的关系准则》，执行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上通过常设委员会对三分之一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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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与他们维持这一关系。应接受审查 

的有69个非政府组织。按照执行委员会在ЕВ93(Ш)号决定⑴中的要求，该文件还报告 

了另外两个非政府组织制定工作计划和振兴关系的努力。委员会共审查了 71个非政 

府组织，他们在所附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名单上标有星号。 

20.常设委员会注意到，要审查的非政府组织属于第八个工作总规划的规划2 — 9项。 

为使审查过程更易管理，又将他们分为11个小组。文件EB95/NGÛ/WP/1包含各个非 

政府组织的单独报告，第1段包括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第2段概述根据从非政府 

组织收到的资料，1992—1994年期间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活动。对于每一组非政 

府组织，有一节题为“建议”提供了合作益处的概要及建议供常设委员会考虑的一 

项决定。委员会注意到，“建议”是根据负责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技术官员并在可 

行时来自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的供稿起草的。 

21.委员会注意到，要审查的非政府组织属子紧急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贸易和消 

费者协会，议员和专业医学学会，妇女、青年、老年人、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和科研 

组织等协会。因此，这些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极大。他们在紧急救援行动， 

支持人员培训和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血液安全和流行病学讲习班， 

青年外科医生和助产士继续教育规划等方面合作。其他活动包括关于生物伦理学问 

题和医学法律进展交流及科研结果应用，涉及营养，人类生殖，以及事故特别是造 

成烧伤和脊髄损伤的事敌的预防和处理等主题》另一组非政府组织积极从事与卫生 

组织的合作，如使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更有钎对性和更加有效。与其他小组的活动 

有助于广泛传播世界卫生组织的许多政策。 

71个非政府组织中63个的联合活动和进一步合作计划证明向执委会建议继续与 

其维持三年正式关系是合理的，委员会对此表示满意。 

22.委员会特别注意了卫生组织与其他8个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如下合作状况。 

� Е В 9 3 / 1卯 4 / R E C / 1—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三届会议，决议和决定，第 4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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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文件EB95/NG0/WP/1，NGO No 7) 

23.委员会注意到，与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过去的合作着重于医学信息学，但是联 

合会告知卫生组织，它巳中止在这一领域的活动。 

委员会赞赏地法意到过去的合作，但是考虑到所报告的这一变化，常设委员会 

决定建议执委会中止与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的正式关系。 

国际预防和社会医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文件EB95/NG0/WP/1, NG0 

Nos 33和41) 

24.关于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忆及，在上次审查时执委会要求其作出努力来 

振兴合作（见ЕВ89(И)号决定⑴）。常设委员会注意到，这些努力未造成明确双方合 

作领域，因此它不可能制定与这两个组织的工作计划。而且，联合会告知卫生组织， 

它不认为提交一份报告供考虑维持正式关系问题是可取的。 

根据这一情况，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中止与国际预防和社会医学联合会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的正式关系》 

国际家庭组织联盟（文件EB95/NGÛ/WP/1, NGO No 56) 

25.常设委员会注意到，国际家庭组织联盟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合作是有限的， 

但是预期可在应于1994年12月召幵的一次会议上制定合作计划。委员会得知，世界 

卫生组织遗憾地未能出席该次会议，造成合作减少的一个因素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 

的一些变化使暂时失去接触。世界卫生组织仍然相信，联盟与卫生组织有许多共同 

之处，有可能明确恰当的联合活动。 

根据这一情况，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与国际家庭组织联盟维持一年正式 

关系，以使制定合作计划。 

⑴《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和决定手册》，第Ш卷，第三版（1985 —19 

92年），第541和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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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老龄联合会（文件EB95/NG0/WP/1, NGO No 68) 

26.常设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变化的规划情况，在交流方面有所减少，但是预期在 

任命老年人卫生规划主任后与这一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将得到恢复。 

常设委员会因而决定建议执委会与国际老龄联合会维持一年正式关系，以便制 

定合作计划》 

国际犹太人社会和福利服务理事会（文件EB95/NGÛ/WP/1, NGG No 69) 

27.常设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不可能实现与国际犹太人社会和福利服务理事会制定 

的有关老年人卫生的联合合作计划，而且寻求另一合作领域的努力未能取得结果。 

根据这一情况，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中止与国际犹太人社会和福利服务 

理事会的正式关系。 

国际肝脏研究协会和世界康复基金（文件EB95/NGÛ/WP/1，NGO Nos 70和71) 

28.根据执委会ЕВ93СШ)号决定，常设委员会然后考虑了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肝 

脏研究协会和世界康复基金之间制定工作计划的报告。它忆及，执委会在第九十三 

届会议上审查时与这两个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有限的。常设委员会注意到，尚未可 

能与这两个非政府组织明确双方感兴趣的领域以开展富有成效的活动。 

根据这一情况，常设委员会建议中止与国际肝脏研究协会和世界康复基金的正 

式关系о 

29.在结束审查后委员会向被审查的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不断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I V .拟议的决议和决定草案 

常设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下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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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推迟或中止正式关系的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业经审议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1.决定与下述非政府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泛非委员会 

国际生物学技术员协会 

国际医学议员组织 

国际妇女卫生同盟； 

2.决定与国际药学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关系再继续2年； 

3.决定推迟一年考虑与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的正式关系。应就该联合会与其代 

表工业的准会员组织之间的关系性质要求提供进一步情况； 

4.决定中止与下述非政府组织的正式关系： 

国际肝脏研究协会 

国际犹太人社会和福利服务理事会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国际预防和社会医学联合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世界康复基金； 

执委会在感谢过去合作的同时，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将来可再次积极参与世界卫 

生组织的活动，以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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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查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业经考虑其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后，决定与其第九十 

五届会议审查的71个非政府组织中的63个再维持3年正式关系，并赞扬他们对世界 

卫生组织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中止关系的6个非政府组织是EB95.R.号决议的主题。 

关于其余两个非政府组织，执委会注意到，由于变化的规划情况，与国际老龄 

联合会的交流有所减少，但预期有可能振兴合作。就国际家庭组织联盟而言，执委 

会注意到合作是有限的，但预期合作同样可得到振兴。鉴此，执委会决定与联合会 

和联盟再维持一年正式关系，以便使每个非政府組织能制定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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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截至1994年11月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 

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名单 

根据第八个工作总规划的规划分类排列 

(名称前加*咢的非政府组织已由1卯5年1月的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届会议进 

行了审议） 

指导、协调和管理 

2.卫生组织总规划的制定和管理 

2.4卫生和杜会发展的外部协调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 

*预防核战争国际医师会 

*国家间议会联盟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2.6信息管理 

*国际医学信息协会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卫生系统基础结构 

3 .卫生系统的发展 

3.1卫生状况和趋势评价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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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康记录组织联合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 

3.4卫生立法 

*国际法医学会⑴ 

4.组织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卫生系统 

*国际社会学协会 

*英联邦医学协会 

*国际医院工程联合会 

*国际建筑师联盟 

*国际医院联合会 

*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国际社 

*阿嘎汗基金会 

*基督教医学委员会一教堂卫生行动⑵ 

*国际卫生保健合作组织 

*世界视力国际社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世界大都市协会 

5 .卫生人力资源开发 

*国际外科医生协会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外科学协会⑶ 

⑴原称国际法医和社会医学学会。 

⑵原称基督教医学委员会。 

⑶1明4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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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士理事会 

*国际天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 

*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 

*面向社区的卫生科学教育机构网 

*医学教育世界联合会 

*家庭医生世界组织⑴ 

*国际预防与社会医学联合会 

国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⑵ 

世界医学协会
( 3 ) 

6 .公众信息和健康教育 

*国际卫生国家理事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国际卫生促进和教育联合会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卫生科学和卫生技术一卫生促进和保健 

7.研究促进和研究开发（包括对促进健康行为的研究)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1)也称为国立院校、研究院及开业医师/家庭医师协会世界。 

⑵1993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⑶1994年重新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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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般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 

8.1营养 

*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 

国际哺乳咨询员协会⑴ 

国际母乳同盟⑵ 

国际控制碘缺乏疾病理事会⑶ 

8.2 口腔卫生 

*国际牙科联合会 

8.3事敌预防 

*国际事敌和交通医学学会 

*国际裁瘫医学协会 

*国际烧伤协会 

9.特殊人群组的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 

9.1妇幼卫生（包括计划生育） 

*国际妇女理事会 

*国际家庭生活促进联合会 

*医学妇女国际协会 

*母亲及儿童国际社 

*国际企业与专业妇女联合会 

*拯救儿童基金（联合王国） 

⑴1993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⑵1993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⑶1卯4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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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儿科协会 

*国际助产士联合会 

*国际特殊营养食品工业组织 

*国际家庭组织联盟 

国际妇女联盟⑴ 

国际妇女同盟⑵ 

9.2青少年卫生 

*世界青年大会 

*世界女童子军协会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国际青春期卫生协会⑶ 

9. 3人类生殖研究 

*国际生育学会联合会 

*国际妇产科联合会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人口理事会 

9.4工人卫生 

*国际农业医学和农村卫生学会 

*国际人类工程学学会 

*国际化学、能源和工人联盟联合会 

*国际职业卫生委员会 

国际职业卫生协会⑷ 

⑴1993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⑵1993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⑶1992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⑷1994年接纳建立正式关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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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老年卫生 

*国际老龄联合会 

*国际犹太人社会和福利服务理事会 

10.保护和促进精神卫生 

英联邦精神残疾和发育残疾协会 

国际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及有关专业学会 

国际行为发育研究学会 

精神发育迟缓国际联合委员会 

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 

世界神经病学联合会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 

神经一精神药理学国际委员会 

国际顸防自杀协会 

世界社会心理康复协会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国际多种硬化症协会联合会 

国际抗癫痫联盟 

国际癫痫社 

酒精和成瘾国际委员会 

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学会 

11.促进环境卫生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 

美洲环境卫生和环境工程学会 

国际供水协会 

国际住房和计划联合会 

国际废料和公共清洁协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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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方部门联合会 

国际水质协会 

国际纯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世界临床毒理学中心与中毒控制中心协会联合会 

国际毒理学联盟 

工业发展理事会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 

12.诊断、治疗和康复技术 

世界麻醉医师协会联合会 

国际医学实验室技术员联合会 

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理事会 

国际输血协会 

国际血液病学协会 

世界血友病联合会 

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 

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国际实验室动物科学理事会 

国际制药厂商协会联合会 

国际药理学联盟 

国际皮肤病学学会联舍会 

英联邦制葯协会 

国际制药联合会 

世界专利药品厂商联合会 

12.1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卫生体系的临床、实验室和放射技术 

国际电学技术委员会 

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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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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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国际放射保护协会 

国际无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 

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 

国际矫形外科和创伤学会 

世界（解剖和临床）病理学会协会 

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国际徼生物学会联盟 

12.5康复 

国际物理医学和康复联合会 

康复国际 

世界理疗大会 

世界聋人联合会 

世界职业治疗师联合会 

世界复员军人联合会 

*世界康复基金 

国际修复学和矫形学协会 

卫生科学和技术一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13.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国际扶轮社 

国际国家农业化学产品制造厂商协会集团 

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 

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理事会 

国际化疗学会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麻风联盟 

国际麻风协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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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棘球蚴痼协会 

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 

世界兽医协会 

国际抗性病和密螺旋体病联盟 

国际雄师倶乐部协会 

C h r i s t o f f e l - B l i n d e n m i s s i o n 

Helen K e l l e r联合国际 

国际防盲机构 

国际眼睛基金会 

国际眼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抗沙眼组织 

世界盲症联合会 

英联邦盲人协会（视力拯救者） 

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学会 

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病理学会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 

国际病理学协会理事会 

国际抗癌联盟 

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 

国际胂瘤预防学协会 

国际秘尿科疾病协商会 

国际癌症登记学会 

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 

国际心脏学学会和联合会 

世界高血压联合会 

国际水疗和气候疗法联合会 

国际纤维囊胂协会 

国际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情报交换中心 

*国际肝脏研究协会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国际抗风湿病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