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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世界卫生组织文件中使用的缩写如下:

ACC 一行政协调委员会 四斗CTAD 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ACHR 一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 U叫DCP 一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ASEAN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署

CIOMS 一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U叫ESCO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IARC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组织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IFAD 一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U叫HCR 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ILO 国际劳工组织(局) 办事处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IMO 国际海事组织 UNIDO 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ITU 国际电信联盟 UNRWA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OAU 非洲统一组织 救济及工程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轧rFP 一世界粮食规划署

PAHO 一泛美卫生组织 轧rIPO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UNAIDS 一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 WMO 世界气象组织

方案 WTO 世界贸易组织

本卷采用的地名和提供的资料，并不反映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地、

城市或地区或其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国境或边界划定的观点。凡报表标题中冠

以"国家或地区"字样，系指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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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八届会议于 2001 年 5 月 23 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召开。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选举了 12 个有权指定人选到执行委员会供职的会员国 l来

接替任期已满的会员国。新的执委会组成如下:

指派国 有效任期2 指派国 有效任期2

比利时.................................................1 年

巴西.............….....................… .............2 年

乍得….......….......…… ...........................1 年

哥伦比亚.............................................3 年

科摩罗.....…......................… ................1 年

刚果.....................................................1 年

科特迪瓦.........… .................................1 年

古巴 .....................................................3 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年

埃及...............….......…..….......… ..........3 年

赤道几内亚...............… .......................2 年

厄立特里亚.............…… ......................3 年

埃塞俄比亚.........................................3 年

格林纳达.................…….......… ............3 年

危地马拉........................… ..................1 年

印度........…...............… ........................1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2 年

意大利.......…...........................… .........2 年

日本.........….......….................… ...........2 年

约旦..................................................... 2 年

哈萨克斯坦.............… .........................3 年

黎巴嫩.........……….......…..................... 1 年

立陶宛.................……….......….........….2 年

缅甸..................................................... 3 年

菲律宾..........….......… ..........................3 年

大韩民国 .............................................3 年

沙特阿拉伯.................….........… .........3 年

瑞典....…….............................….......… .2 年

瑞士…………………………………………·电... 1 年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 年

瓦努阿图...................................…....... 1 年

委内瑞拉.............……… .......................2 年

有关上述各会员国指派的委员详情刊于委员和其他与会人员名单中。

l 根据 WHA54(8)号决定，孟加拉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法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卡塔尔、
俄罗斯联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利坚合众国和也门指派的委员期满禹任。

Z 自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闭幕之时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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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2. 选举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

3.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的结果

4. 技术和卫生事项

强化对贫困相关疾病的反应

5. 职员配备事项

议程1

•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关于人事政策和服务条件的发言

•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

6. 管理和财务事项

•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

• 理事机构:今后的会议

7. 通报事项

• 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

• 食品安全

8. 会议闭幕

l 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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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0811 

EBI08/2 

EBI08/3 

EBI08/4 和 Add.l

EBI08/5 

EBI08/6 

EBI08 /7 

EBI08/8 

参阅文件

EB 1 08/INF.DOC.ll 
和 Co皿 1

EB 1 08/INF.DOC.l2 

1 见第 VII 页。

2 见附件，第 7 页。

文件清单

议程l

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的结果

强化对贫困相关疾病的反应:下一步加大力度措施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

理事机构:未来的会议

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

食品安全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2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关于人事政策和服务条件

的发言

更新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的修订程序:建议和程序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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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决议和决定

附件





决议

EBI08.Rl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确认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2，总干事对《职员细则》所作的如下修订:自 2001

年 6 月 1 日起修订行为标准，以及从 2001 年 1 月 1 日所处的学年起修订教育补助金应

享权利。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决定

EBI08(1) 执行委员会规划发展委员会的组成

除已经是该委员会委员的 K. Wigzell 女士(瑞典)外，执行委员会任命 c. Dotres 

Martínez 博士(古巴)、G. Azene 博士(埃塞俄比亚)、 B. Sadrizadeh 博士(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执委会副主席，当然委员)、 Ket Sein 先生(缅甸)、A.G. Romualdez 博士(菲

律宾)和Y.Y. AI-Mazrou 博士(沙特阿拉伯)担任其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他们的任期

均为两年。不言而喻，如委员会的任何一位委员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

有关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会候补委员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l 见附件 1.

2 ((肚界卫生组织基本文件))，第 43 版， 2001 年，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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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八届会议

EBI08(2) 执行委员会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组成

除已经是该委员会委员的 Kim WonHo 博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R. Cabrera 

Márquez 博士(危地马拉)、 H. Shinozaki 博士(日本)和 K. Karam 博士(黎巴嫩)外，
执行委员会任命 S. Abia Nseng 博士(赤道几内亚)、J.A Chowdhury 先生(印度) (执委

会副主席，当然委员)和L. Donaldson 教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担任其行

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委员，他们的任期均为两年。不言而喻，如委员会的任何一位委

员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有关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会候补委员将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3) 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组成

除 P. Kengouya 先生(刚果) (D. Bodzongo 博士的候补委员)和G.R. Patwardhan 先

生(印度) (J .A. Chowdhury 先生的候补委员)外，执行委员会任命1. Sallam 博士(埃

及)、 Y.-J.Om 博士(大韩民国)、 A.-C. Filipsson 女士(瑞典) (K. Wigzell 女士的候补

委员)和 T. Zeltner 教授(瑞士) (执委会副主席，当然委员)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执

委会授权主席根据所提交的履历从哥伦比亚指派的执委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中任命该委

员会一名委员。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4) 执行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组成

除已经是该委员会委员的 B. Sadrizadeh 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 Di Gennaro 

博士(意大利)和 M. Urbaneja-Durant 博士(委内瑞拉)外，执行委员会任命 Z. Alemu 

博士(厄立特里亚)和 Ket Sein 先生(缅甸)在其供职于执行委员会期间担任其非政府

组织常设委员会委员。不言而喻，如委员会的任何一位委员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

第 2 条，有关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会候补委员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5) 列昂·伯尔纳基金委员会的组成

除执委会主席和副主席为当然成员外，根据列昂·伯尔纳基金章程，执行委员会任

命 V.J. Grabauskas 教授(立陶宛)在其供职于执行委员会期间担任列昂-伯尔纳基金委

员会的成员。不言而喻，如 Grabauskas 教授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有关

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会候补委员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决议和决定 5 

EBI08(6) 雅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委员会的组成

除执委会主席和副主席为当然委员外，根据雅克·帕里索基金实施规则，执行委员

会任命 Y.-J.Om 博士(大韩民国)在其供职于执行委员会期间担任雅克·帕里索基金奖

研金委员会委员。不言而喻，如 Y.-J.Om 博士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有

关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会候补委员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7) 世川卫生奖遥选小组的组成

除执委会主席和创始人的一名代表为当然成员外，根据世川卫生奖条例，执行委员

会任命A.G. Romualdez 博士(菲律宾)担任世川卫生奖连选小组成员。不言而喻，如

Romualdez 博士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有关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

会候补委员将参加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遥选小组的组成

除执委会主席和创始人的一名代表为当然成员外，根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

章程，执行委员会任命Y.Y. AI-Mazrou 博士(沙特阿拉伯)担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

基金进选小组成员。不言而喻，如 AI-Mazrou 博士不能出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

有关政府指派的其接替人或执委会候补委员将参加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9) 任命执行委员会出席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代表

执行委员会根据 EB59.R7 号决议第一段任命其主席 M. Abel 女士(瓦努阿图)(当然

代表)以及 J.A. Chowdhury 先生(印度)、 K. Karam 博士(黎巴嫩)和K. Wigzell 女士

(瑞典)代表执委会出席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6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八届会议

EBI08(10)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九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及会期

执行委员会决定，其第 109 届会议于 2002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总部举行，并应不迟于 2002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结束。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EBI08(l1) 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地点、日期及会期

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应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在日内瓦

万国官开幕，并应不迟于 2002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结束。

(第二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



附件

《职员细则》修订款1

秘书处的报告

[EB108/8 ， 附件-2001 年 5 月 9 日]

110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STAFF MEMBERS 

110.7 The Director-General shall decide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any interests declared by 
staff members with Article 1 of the Staff Regulations, and on any action to be taken 
under this Rule: 

11 0.7.1 A staff member who has, or whose spouse or dependent children have, any interest 
in (including association with) any entity with which the staff member may be 
requir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have official dealings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or which has a commercial interest in the work of WHO, or a common 
area of activity with WHO, shall repOrt the interest to the Director-General. 

110.7.2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staff members in designated employment 
categories shall be required, upon appointment and at prescribed intervals, to file in 
respect of themselves, their spouses and dependent children, a declaration in a 
prescribed form disclosing designated types of interests. 

350. EDUCATION GRANT 

350.1 ...For staffmembers at certain designated official stations, the amount ofthe grant in 
respec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shall be increased by an additional 
amount corresponding to 100% of boarding costs up to US$ 5060 per child per year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local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缸口ong the intem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med, an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1 见 EBI08.Rl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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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行委员会第一 0 八届会议

350.2.2 the cost of full-time attendance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country or 町ea of the official station, induding the cost of board if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ion. Where board is not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ion, 
a flat amount is paid in lieu. The flat amount per child per year shall be 
US$ 3373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m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med, an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For staff members at certain designated official stations the flat 
amount in respec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s US$ 5060,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m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med, an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第二部分

摘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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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和工作小组1

1. 规划发展委员会

C. Dotres Martinez 博士(古巴)， G. Azene 博士(埃塞俄比亚)， B. Sadrizadeh 博士(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 (执委会副主席，当然委员)， Ket Sein 先生(缅甸)， A.G. Romualdez 

博士(菲律宾)， Y.Y. AI-Mazrou 博士(沙特阿拉伯)， K. Wigzell 女士(瑞典)

2. 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

Kim Won Ho 博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S. Abia Nseng 博士(赤道几内亚)， R. 

Cabrera Marquez 博士(危地马拉)， J.A. Chowdhury 先生(印度)， H. Shinozaki 博士(日

本)， K. Karam 博士(黎巴嫩)， L. Donaldson 教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十五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11 日: T. Zeltner 教授(瑞士，主席)， G. Thiers 博士(比

利时)， A. Msa Mliva 博士(科摩罗)， Kim Won Ho 博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O. Tasaka 先生(日本， H. Shinozaki 博士的候补委员)

3. 审计委员会

P.H. Kengouya 先生(刚果， D. Bodzongo 博士的候补委员)， 1. Sallam 博士(埃及)， G.R. 

Patwardhan 先生(印度， J .A. Chowdhury 先生的候补委员)， Y.-J.Om 博士(大韩民国)，

A.-C. Filipsson 女士(瑞典， K. Wigzell 女士的候补委员)， T. Zeltner 教授(瑞士)。从哥

伦比亚指派的执委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中任命的成员仍有待确定。

第四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10-11 日: G.R. Patwardhan 先生(印度，主席， J.A. Chowdhury 

先生的候补委员)，罗美富先生(中国，刘培龙先生的候补委员)， P.H. Kengouya 先生(刚

果， D. Bodzongo 博士的候补委员)， v.A. Vislykh 先生(俄罗斯联邦， Y.L. Shevtchenko 

教授的候补委员)， N.N. AI-Aji 博士(也门， A.O. Al-Sallami 博士的候补委员)

i 显示目前的组成人员及列示自执委会上届会议后举行的会议出席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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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

z. Alemu 博士(厄立特里亚)， B. Sadrizadeh 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 Di Gennaro 

博士(意大利)， Ket Sein 先生(缅甸)， M. Urbaneja-Durant 博士(委内瑞拉)

2001 年 5 月 23 日会议: B. Sadrizadeh 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 Z. Alemu 博士

(厄立特里亚)， M. Di Gennaro 博士(意大利)， Ket Sein 先生(缅甸)， L. Lopez 博士

(委内瑞拉， M. Urbaneja-Durant 博士的候补委员)

5. 列昂·伯尔纳基金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当然委员，以及 V.J. Grabauskas 教授(立陶宛)

6. 雅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当然委员，以及Y.-J. Om 博士(大韩民国)

7. 世川卫生奖遥选小组

执行委员会主席，创始人指派的一名代表，以及A.G. Romualdez 博士(菲律宾)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选选小组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创始人指派的一名代表，以及Y.Y. AI-Mazrou 博士(沙特阿拉伯)



摘要记录

第一次会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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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录

第二次会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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