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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委员会第一份报告 

（草案） 

甲委员会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在 Eduardo Jaramillo 博士（墨西哥）主持下举行了其

第五次会议。 

会议决定建议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 

12 规划和预算事项 

12.2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方案 

经修订的一项决议，题为： 

— 2015 年后结核病预防、治疗和 控制全球战略和目标 

16 传染病 

16.2 疟疾：全球技术战略草案：2015 年后 

经修订的一项决议，题为： 

—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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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2 

2016-2017年规划预算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方案1； 

认识到与埃博拉危机有关的不寻常情况，认为需要开展更多工作，确保世卫组织

为有效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做好准备，并开展改革，以增强世卫组织的问责制、透明

度、财务管理、效率和结果通报工作， 

1. 批准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方案中所述的工作规划； 

2. 批准 2016–2017 年财务期所有资金来源，即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的 43.85 亿美元预

算额； 

3. 将 2016-2017 年财务期的预算额分配给下述类别和其它领域： 

(1) 传染病 7.65 亿美元； 

(2) 非传染性疾病 3.40 亿美元； 

(3)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3.82 亿美元； 

(4) 卫生系统 5.94 亿美元； 

(5) 防范、监测和应对 3.80 亿美元； 

(6) 促进性职能/全组织范围服务 7.34 亿美元； 

其它领域： 

脊灰、热带病研究和人类生殖研究 9.86 亿美元； 

疫情和危机应对 2.04 亿美元； 

                                                      
1 文件 A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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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预算的供资渠道如下： 

(1) 根据估算的会员国非评定收入进行调整后的会员国总净摊款 9.29 亿美元； 

(2) 自愿捐款 34.56 亿美元； 

5. 进一步决定各会员国的评定会费总额应扣除其在衡平征税基金中的款额。如果会

员国要求职员交纳本组织薪金所得税，本组织将向这些职员偿还这笔税款，鉴此，应

对扣除额进行调整；这些税款偿还额估计为 2700 万美元，由此会员国的摊款总额为

9.56 亿美元； 

6. 确定周转金应继续保持在 3100 万美元的现有水平； 

7. 授权总干事根据可用资源情况，对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一起使用，按照第 3 段中

的分配方案和批准的数额提供预算资金； 

8. 进一步授权总干事必要时在上述六个类别之间进行预算转拨，金额最多不得超过

向外拨款类别预算分配额的 5%；任何此类转拨将在提交各理事机构的法定报告中做出

报告； 

9. 还授权总干事必要时根据可用资源情况，承担预算的疫情和危机应对部分中超出

该部分拨款额的支出，并要求总干事向理事机构报告这一部分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情

况； 

10. 再授权总干事必要时根据可用资源情况，承担预算中热带病研究部分和人类生殖

研究部分由于具有支持其年度/双年度预算的另外治理和筹资机制以及预算周期而发生

的超出其拨款额的支出，并要求总干事向理事机构报告这两部分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情

况； 

11. 要求总干事通过执行委员会及其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世界卫生大会定期提

交报告，说明文件 A68/7 所述预算的筹资和执行情况，以及筹资对话的结果、灵活资

源的战略分配情况和协调一致的资源调动战略的成果。 

  



(Draft) A68/65 

 

 

 

 

4 

议程项目 16.2 

2016-2030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和指标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题为“疟疾：全球技术战略草案：2015 年后”的报告1， 

忆及关于疟疾控制的 WHA58.2 号决议、关于疟疾包括建议设立世界防治疟疾日的

WHA60.18 号决议和关于疟疾的 WHA64.17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巩固成就和

加速努力到 2015 年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控制与消除疟疾的 65/273、

66/289、67/299 和 68/308 号决议； 

确认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6（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它疾病作斗争）以及

在卫生大会 WHA58.2 号决议规定的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认识到这些进展和进一步投资于具有成本效益的新干预措施为进一步减轻疟疾的

沉重负担和加速推动消除疟疾提供了机会； 

注意到在 2013 年估计发生了约 2 亿例疟疾病例；该病在 2013 年导致 58 万多人死

亡，主要是非洲的 5 岁以下儿童，在高负担国家中对家庭、社区和卫生服务造成重大

负担；并且除非加强努力减轻疾病负担，否则病例和死亡人数还将增多； 

认识到疟疾干预措施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但需要迫切应对和克服阻碍危险人群

普遍获取病媒控制措施、预防治疗、有质量保证的疟疾诊断测试法和治疗的障碍； 

还认识到，如果公众得到教育并了解疟疾，而且尤其在流行该病的国家提供适当

的卫生服务，就可利用政治承诺和相称的资源在全世界大量减少与疟疾相关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 

深切关注包括青蒿素耐药性在内的杀虫剂和药物耐药性的出现和扩散造成的区域

和全球健康威胁，以及阻碍进一步进展的系统挑战，包括许多受影响国家中薄弱的卫

生与疾病监测系统； 

                                                      
1 文件 A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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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疟疾对流行疟疾的国家中最脆弱和贫穷社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社会负担，

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和包括移民和流动人群在内的危险人群承受的过重负担； 

还意识到减轻疟疾负担可以改善社会条件，并使社区脱贫，以及由此可产生积极

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确认疟疾预防与控制方面最近的成功是脆弱的，进一步的进展取决于卫生部门内

外的行动，需要长期的政治和财政承诺、有力的区域合作、强化的卫生系统以及创新

和研究方面的投资； 

认识到在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包括最近消除了疟疾的国家和非疟疾流

行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疟疾风险， 

1. 通过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包括： 

(1) 无疟疾世界的宏大愿景以及各项最终指标，即到 2030 年使全球疟疾发病率和

死亡率至少降低 90%，至少在 35 个新的国家中消除该病，以及防止在 2015 年已

无疟疾的国家中再次发生传播； 

(2) 2020 年和 2025 年的相关分阶段指标； 

(3) 针对以下方面的五项原则：加快努力消除疟疾；在社区的关注和参与下，国

家的自主决策和领导作用；改进监测、监督和评价；获取卫生服务方面的公平

性；以及工具和实施方法的创新； 

(4) 三大支柱：确保普及疟疾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加快努力消除疟疾并实现无

疟疾；以及把疟疾监测转化为一项核心干预措施； 

(5) 两项支持性要素：利用创新并扩大研究；以及加强有利环境； 

2. 敦促会员国1： 

(1) 更新国家疟疾战略和实施计划，并与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的建议

保持一致；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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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化国家和区域的努力，降低高负担国家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加快消除

疟疾的进展，并在适当的地方维持无疟疾状态； 

(3) 加强卫生系统，包括公立和私立部门两方面，并制定计划实现和维持危险人

群普遍获得世卫组织建议的核心疟疾干预措施； 

(4) 强化国家、跨境、区域和次区域的努力，应对包括青蒿素耐药性在内的杀虫

剂和药物不断上升的耐药性造成的威胁； 

(5) 促进多部门的合作，教育规划和社区参与，以便加强控制和消除疟疾的努力； 

(6) 酌情建立和加强国家疟疾监测和应对系统，以便提高数据的质量以及国家疟

疾应对措施的效率和效益； 

(7) 开发一个综合性跨境疟疾控制和治疗模型，酌情加强跨境合作，以初级卫生

保健作为主要平台更有效地消除疟疾，并将此模型纳入较广泛的卫生服务提供系

统； 

(8) 促进疟疾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优质和经济有效的新工具的快速

研发和采用，尤其是预防和控制疟疾的疫苗、药物、诊断方法、监测、杀虫剂和

病媒控制工具，并就新的做法进行合作； 

(9)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和基础设施，以便提高疟疾应对措施的效率、效益和可持

久性，同时确保与更广泛的卫生系统的整合和协同作用； 

(10) 在卫生部门发展的更广泛范畴内考虑本决议的财政影响，并增加国家、区域

和国际上对疟疾干预措施的资助以及对跨境和区域行动的资助； 

3. 促请卫生部门内外的国际、区域和国家伙伴，尤其是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伙伴参

与和支持实施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 

4. 呼吁世卫组织的国际伙伴，包括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供资机构、学术和研究

机构、民间社会和私立部门，酌情支持各会员国1：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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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筹集充足和可预见的资金以便加快减轻疟疾负担，尤其是在高负担国家，并根

据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中的分阶段指标和最终指标逐步消除疟疾； 

(2) 支持知识的产生、研究和创新以便加速开发新的病媒控制工具、诊断方法、

药物和疫苗，以及监测、数据管理、业务提供和实施方面的新解决方案； 

(3) 协调和整合向国家疟疾规划提供的支持，以便采用和实施世卫组织建议的政

策和战略并促进疟疾应对措施的长期可持续性； 

5. 要求总干事： 

(1) 向会员国1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以便实施、由国家调整以及运行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 

(2) 随着收集新的证据和获得新的创新工具与做法，定期更新关于预防、护理和

消除疟疾的技术指导； 

(3) 监测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的实施情况并评价对既定分阶段指标和最

终指标进展情况的影响； 

(4) 加强秘书处的能力，使其能够增加对会员国 1的技术支持，以便实现全球的分

阶段指标和最终指标； 

(5) 确保本组织总部、区域和国家级的所有相关部门在促进和实施 2016-2030 年

全球疟疾技术战略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协调； 

(6)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七十届和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取得的进展并此

后定期报告进展情况。 

 

 

 

=        =        =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