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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委员会第四份报告 

（草案） 

2015 年 5 月 25 日，乙委员会在 Michael Malabag 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主持下召

开了第六次和第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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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决议： 

23. 职工配备事项 

23.3 《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 

一项决议，题为： 

— 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的薪酬 

一项决议，题为： 

— 《人事条例》修订款 

23.5 任命参加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一项决定 

17. 卫生系统 

17.5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一项决议 

13. 非传染性疾病 

13.1 第二次国际营养会议的结果 

一项决议 

13.2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拟定一套核心指标 

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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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3.3 

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关于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建议1， 

1. 确定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的年薪毛额为 174 371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35 560

美元（有受抚养者）或 122 754 美元（单身者）； 

2. 确定副总干事的年薪毛额为 191 856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47 799 美元（有受

抚养者）或 133 012 美元（单身者）； 

3. 确定总干事的年薪毛额为 235 889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78 622 美元（有受抚

养者）或 158 850 美元（单身者）； 

4. 决定这些薪金调整应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 见文件 EB136/2015/REC/1，EB136.R1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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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3.3 

《人事条例》修订款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对工作人员的任职、调任、重新派任与晋升以及离任所提出的建

议1： 

1. 通过对《人事条例》第 4.1 条的拟议修订款； 

2. 通过对《人事条例》第 4.2 条的拟议修订款； 

3. 通过对《人事条例》第 4.3 条的拟议修订款； 

4. 通过对《人事条例》第 4.4 条的拟议修订款； 

5. 通过对《人事条例》第 9.2 条的拟议修订款； 

6. 决定这些修订将自本组织的流动政策开始执行时生效。 

  

                                                 
1 见文件 EB136/2015/REC/1，EB136.R1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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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3.5 

任命参加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1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名瑞士代表团的 Michel Tailhades 博士为委员，任期为

三年，到 2018 年 5 月届满。 

 

  

                                                 
1 文件 A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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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7.5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报告1， 

忆及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 WHA61.21 和

WHA62.16 号决议，其目的是促进创新和获取药物方面的新思想，以及根据知识产权、

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报告的建议，提供一个中期框架，针对过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

病为需求推动的基本卫生研究与开发获得强化和可持续的基础，为研究与开发提出明确

的目标和重点，并估算这一领域内的资金供应需求； 

认识到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在指导和协调世卫组织关于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政策和工作规划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欢迎题为“埃博拉：终止目前疫情，加强全球防备并确保世卫组织有能力防范和应

对未来出现的大型疫情和具有健康后果的突发事件”的 EBSS3.R1 号决议，其中重申了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关注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附录所定义的利益攸关方实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速度； 

审议了 EB136(17)号决定所载执行委员会向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建议， 

1 决定： 

(1) 把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时间框架从 2015 年延长

到 2022 年； 

(2) 把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在成就、剩余挑战和前进方

向的建议方面的总体规划审评截止日期延长到 2018 年，因为认识到未能按

WHA62.16 号决议的要求在 2015 年提交结果； 

                                                 
1 文件 A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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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文件 A68/35 及其附件，按下文所述程序和规定，与会员国1协商，对公共

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交错分别进行全面评价和总体规划审

评； 

2 要求总干事： 

(1) 根据世卫组织评价政策并按《世卫组织评价实践手册》，在 2015年6月按A68/35

明确的职权范围对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发起

全面评价；提交初期报告和评价管理小组的意见供执行委员会在 2016 年 1 月第 138

届会议上审议；并通过执行委员会提交最后的全面评价报告供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

会在 2017 年审议； 

(2) 召集一个特设评价管理小组以协助全面评价，由 6 名独立外部主题事项专家和

两名来自联合国评价小组的评价专家组成； 

(3) 根据《世卫组织评价实践手册》所包括的特设评价管理小组成员遴选指南选择

该 6 名独立外部主题事项专家，包括通过与区域主任磋商； 

(4) 建立一个 18 名专家的小组（其组成应体现性别平衡、区域代表性平等及技术

能力和专长的多样性），进行总体规划审评，这些专家具有涵盖公共卫生、创新和

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八项要点的各种范围广泛且平衡的技术专长、实际经

验和背景，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专家； 

(5) 邀请会员国在执行委员会第 139 届会议后立即开始向名册提名专家，包括通过

区域主任提名，总干事将从名册中选择总体规划审评专家小组的 18 名成员； 

(6) 提出总体规划审评的职权范围，供执行委员会在 2017 年 1 月第 140 届会议上

批准，提出总体规划审评专家小组的成员组成，供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 2017 年 2

月审议； 

(7) 通过执行委员会第 142 届会议向 2018 年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全球战

略和行动计划总体规划审评的最后报告，包括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剩余挑战以及前

进方向方面建议。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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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1 

第二次国际营养会议的结果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第二次国际营养会议的结果的报告1， 

1. 认可《营养问题罗马宣言》以及《行动框架》，该框架提出了一套可供各政府采用

的自愿政策方案和策略； 

2. 呼吁会员国2通过《行动框架》内的一套自愿政策方案实施《罗马宣言》的承诺； 

3. 要求总干事与粮农组织总干事和其它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它相关区域和

国际组织合作，编写一份双年度报告提交卫生大会，说明《营养问题罗马宣言》各项承

诺的实施状况。 

  

                                                 
1 文件 A68/8。 
2 适用时，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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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2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拟定一套核心指标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拟定一套核心指标的报告1，决定： 

(1) 批准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球监测框架的补充核心指标； 

(2) 建议会员国自2016年开始对整套核心指标进行报告，但进程指标1
2、4

3和6
4以

及政策环境和能力指标1
5除外，执行委员会将在获得这几项指标后进行审查以供批

准，对这几项指标的报告将从2018年开始； 

(3) 要求总干事提供补充业务指导说明如何在不同国家环境中产生指标的必须数

据； 

(4) 要求总干事审查扩展指标集中的指标并详细说明这些指标的定义、数据可得情

况以及这些指标适用于不同国家环境的标准； 

(5) 建议于2020年对全球营养监测框架进行一次审查。 

 

=     =     = 

                                                 
1 文件 A68/9。 
2 6-23 月龄儿童接受最低可接受饮食的比例。 
3 接受铁和叶酸补充剂的孕妇比例。 
4 0-23 月龄儿童的母亲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接受过一次关于最佳母乳喂养的辅导、支持或信息的比例。 
5 每 10 万人中训练有素的营养专业人员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