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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和第 115 届会议的报告 

 
1. 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2004 年 5 月 24-26 日）根据 EB112.R1 号决议中通过的
修订的《议事规则》召开。执委会于 2005 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召开了第 115 届会议。
本报告概述主要结果。执委会在这两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全文刊于
EB114/2004/REC/1 和 EB115/2005/REC/1。 

第 114 届会议（2004 年 5 月 24-26 日） 

2. 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结核预防和控制的可持续筹资的 EB114.R1 号决议提交卫生大
会，鼓励会员国履行已为实现控制结核作出的承诺。它还要求秘书处强化对会员国的支
持，包括加强机制以促进可持续筹资。 

3. 在广泛讨论之后，执委会委员们通过了关于预防和控制癌症的 EB114.R2 号决议供
卫生大会审议。它包含就国家癌症控制规划面向结果的目标对国家卫生当局的建议并尤
其要求总干事在已通过的相关战略的框架内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 

4. 同样，残疾，包括管理和康复的讨论始终强调预防。委员们通过了 EB114.R3 号决
议转交卫生大会，该决议尤其敦促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在现有联合国承诺和建议的
背景下加强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并呼吁收集更多可靠数据。 

5. 作出了一项正式决定以取消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规划发展委员会以及审计委
员会，并代之以建立一个单一的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EB114.R4 号决议）。 

6. 执委会赞扬秘书处关于禽流感的工作，包括其技术协商会、通报以及发表准则和建
议。委员们强调了对潜在流感大流行作好准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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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招聘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卫生工作者的报告，其中包含提议的世卫
组织行动以及对国家和国际伙伴的建议；关于卫生人力资源的报告，委员们敦促加强实
施关于卫生工作人员国际移徙的 WHA57.19 号决议；以及关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的报告。高质量的药物和世卫组织资格预审项目的有用性是贯穿后者讨论始
终的主题（见第 29 段）。 

8. 虽然认识到存在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并且一些委员就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发表了意见，
但是关于在世界卫生组织内实行多种语言方面的进展受到了注意。 

9. 在对社会健康保险进行广泛讨论之后，委员们同意起草一项决议的文本供第 115 届
会议审议。执委会还同样决定推迟重新审议两个非政府组织关于被接受与世界卫生组织
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分别见第 17 段和第 35 段）。 

第 115 届会议（2005 年 1 月 17-24 日） 

10. 2004 年 12 月在南亚发生的悲惨事件在会议事项中占有极大重要性。总干事在报告
中主要注重于本组织的应对，以及在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海域一艘航空母舰上与专家和
现场工作人员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他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的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
别研究小组强调了世卫组织在确保国际安全方面不可缺少的作用。不能预料的灾害增加
了对公共卫生活动日益增多的要求，无论是为大流行病作好准备或是处理健康问题社会
决定因素，并且综合起来成为 2006 - 2007 年规划预算拟议增加的部分原因。 

11. 执委会任命 Luis Gomes Sambo 博士从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担任非洲区域主任，并向
即将退休的区域主任 Ebrahim M. Samba 博士表示感谢（分别为 EB115.R1 和 EB115.R2
号决议）。它再次任命 Marc Danzon 博士从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担任欧洲区域主任
（EB115.R3 号决议）。 

12. 新的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就 2006 - 2007 年规划预算方案向执委会提出了若干
建议。它对自愿捐款占预算总额的高比例表示关注，敦促采取措施纠正正常预算所占减
少比例产生的不受欢迎的后果。执委会建议在整个会议周期之后于 2006 年审查该单一
委员会的工作。它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即关于战略性资源调拨的协商过程应继续，向
其第 116 届会议提交新的指导原则草案。执委会注意到 2006 - 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
规划的持续协商过程以及该规划的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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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执委会赞赏 2002 - 2003 年规划预算执行情况评估。在审议 2006 - 2007 年规划预算
方案时委员们广泛欢迎日益完善的以成果为基础制定预算的过程以及提出的战略方向
和重点，但对评定会费方面的拟议增加存在着不同观点。执委会同意，总干事在将根据
委员们的意见修订的预算方案重新提交卫生大会之前应开展进一步协商。 

14. 在审议关于不动产基金的报告之后，执委会要求就制定一项基本建设总计划和为此
计划供资的长期机制方面的进展向其第 117 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EB115(10)号决定）。
它还决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将在其第二次会议上审议建设项目的建议并就此直
接向卫生大会报告。 

技术和卫生事项 

15. 在对应对危机的卫生问题进行以审议南亚地震和海啸的影响为主的广泛讨论之后，
执委会通过了 EB115.R11 号决议提交卫生大会。决议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人道主义危机
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尤其强调防备计划、协调应对以及与其它国际机构合作的必要
性。 

16. 为调和委员的不同观点，一个起草小组产生了一份修订的婴幼儿营养决议草案，获
执委会通过（EB115.R12 号决议）。该决议尤其建议卫生大会敦促维护婴儿 6 个月完全
母乳喂养、严格控制对婴幼儿食品作出有关营养和健康的断言以及控制婴儿配方奶粉的
微生物污染等建议。它要求为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制定婴儿配方食品的准则。 

17. 对第 114 届会议后起草的关于社会健康保险的拟议决议（见上文第 9 段）进行了讨
论和修订。执委会通过了 EB115.R13 号决议供卫生大会审议。它保留了对制定向全民保
险过渡的计划以及包括预付方法的筹资系统的强有力承诺。它还特别要求对会员国发展
此类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并与有关国际伙伴协调。 

18. 执委会通过了 EB115.R15 号决议转交卫生大会，同意设立一年一度的世界献血日，
作为国家献血者招募规划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敦促会员国确保在临床实践中适当使
用输血和支持协调的、有管制的并且可持续的血液规划，强调自愿无偿献血。 

19. 执委会在赞扬在此之前的协商过程之后，通过了建议性国际药用物质非专利名称选
择的修订程序（EB115.R4 号决议），并注意到拟定此类名称修订的总指导原则。相反，
它同意保持现有的世界卫生组织审评需国际管制的产生依赖性精神物质指导方针并要
求进一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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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疟疾的 EB115.R14 号决议，该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草
案，其中强调该病在除非洲之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新的联合疗法的可得性、经杀
虫剂处理的蚊帐的价值、研究、监测以及资金的高效率使用。 

21. 另一项广泛协商程序导致了提议一项关于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决
议草案。在 EB115.R5 号决议中通过供卫生大会审议的文本尤其要求强化国际合作（包
括信息系统），为有效干预措施制定建议，就实施政策开展广泛合作以及促进公开磋商。 

22. 虽然委员们确认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卫生战略的价值，但是建议秘书处注意其措施。
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电子卫生保健的 EB115.R20 号决议转交卫生大会，尤其要求为将电子
卫生保健纳入卫生服务和系统继续准备工作、分享经验以及在运用相同语言的国家之间
支持电子卫生保健行动。 

23. 在讨论开处方者和患者的合理用药时，委员们审议了一项特别集中在作为对全球健
康保障的威胁的抗菌素耐药性但以患者安全和有效治疗为目标的决议草案。经执委会通
过供卫生大会审议的 EB115.R6 号决议尤其敦促世卫组织发挥更坚定的领导作用，加快
实施以往处理抗菌素耐药性和应要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决议，以及共享知识和经验。 

24. 在讨论实施老龄问题国际计划后，委员们通过了 EB115.R7 号决议，该决议预定指
导世卫组织的行动。它向卫生大会建议的决议草案注重于年龄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老年人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影响。 

25. 执委会重新考虑了禽流感和 H5N1 株流感病毒大流行的可能性，并通过了关于加强
对流感大流行的防备和应对的 EB115.R16 号决议供卫生大会审议。文本强调了防备、监
测、与动物卫生和其它部门的合作、减少当前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短缺、评估储存此类
药物的可行性以及评价个人保护措施。 

26. 确认意外或蓄意释放天花病毒的后果严重性，执委会接受了扩大全球天花疫苗储备
的建议。 

27. 在政府间工作小组主席对进展情况作简要介绍之后，执委会确认了修订《国际卫生
条例》的重要性。委员们还在注意到关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报告后表达了对该目标的承
诺并要求继续提供支持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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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执委会委员们欢迎对关于实现与卫生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情况报告所作的坦率
分析，并在范围广泛的讨论之后同意就提交卫生大会的决议草案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协
商。他们决定对关于卫生研究部长级高层会议（墨西哥城，2004 年 11 月 16-20 日）的
决议草案开展类似工作。 

29. 应一个会员国的要求，再次对围绕地方生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问题和关于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允许的灵活性进行了讨论（见上文第 7 段）。执委会注意到秘书处
的报告。 

30. 委员们普遍支持全球免疫战略草案及其五个战略领域，并且在注意到该报告时对今
后工作提供了指导，包括在将草案提交世卫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理事机构之前继续协商。 

财务事项 

31. 在 EB115.R8 号决议中，执委会建议了 2006 - 2007 双年度会员国的摊款比额。在注
意到关于会员国评定会费征收状况的报告时，执委会确认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将于
2005 年 5 月在向卫生大会提出建议之前收到最新情况。 

32. 在 EB115.R9 号决议中，执委会建议卫生大会批准简化财务政策和程序的《财务条
例》修订款，并因而确认经修订的《财务细则》。 

管理事项 

33. 在审议卫生大会的工作方法时，执委会委员们同意应中止部长级圆桌会议，但要求
总干事继续考虑其报告中的其它问题。 

34. 在 EB115(1)号决定中，委员们通过了经修订的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并以 EB115(2)号决定同意执委会第 116 届会议于 2005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在日内瓦世
卫组织总部举行。 

35. 执委会在 EB115.R10 号决议中决定改变一些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关
系地位，并且在注意到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之后通过了 EB115(3)号决定。由
于其申请在第 114 届会议上仍未决定的两个非政府组织（见第 9 段）要求推迟进一步审
议，执委会决定不讨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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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B115(4)-(9)号决定记录了授奖选定的获奖者。执委会还决定修订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章程中的一项条款，并注意到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批准程序
准则。 

37.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联合检查组建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其最近的报告，特别是关于使
用多种语言问题的报告。虽然在网站方面的进展得到承认，但是一些委员确认使用多种
语言的财务影响。 

通报事项 

38. 执委会注意到以往决议要求的报告，涵盖下列领域取得的进展：促进健康的生活方
式，暴力与健康，根除天花 - 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传统医学，在艾滋病毒/艾滋病协
调的综合应对内增加治疗和护理，国际化学品管理的战略办法，以及就计划于 2005 年 3
月启动的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和就联合国大会关于生殖性克隆人
讨论的情况提供的最新情况。它进一步注意到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第 42 次会议以及专
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的报告，后者要求对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职工配备事项 

39. 在通过 EB115.R17-R19 号决议时，执委会确认了《职员细则》修订款。 

40.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人力资源的年度报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和世卫组织
职工协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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