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B 11112003/REC/l 

@ 

世界卫生组织

执行委 t:::I 

5王

AA-A 

第一一一届会议

2003 年 1 月 20- 28 日于日内瓦

决议和决定

附件

日内瓦

二 00 三年



EBlll/2003/REC/l 

画

世界卫生组织

执行委
I::J 

5王

AA-A 

第一一一届会议

2003 年 1 月 20-28 日于日内瓦

决议和决定

附件

瓦
年

三

内

0
0 

日
二



缩写

世界卫生组织文件中使用的缩写如下:

ACHR 一 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

ASEAN 一 东南亚国家联盟

CEB 一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

委员会(前行政协调

委员会)

CIOMS 一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FAO 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IAEA 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RC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CAO 一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LO 一 国际劳工组织(局)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TU 一 国际电信联盟

OECD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HO 一泛美卫生组织

UNAIDS 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CTAD 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CP 一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

规划署

U叫DP 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RWA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及工程处

WFP 世界粮食规划署

轧TIPO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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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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一届会议于 2003 年 1 月 20 - 28 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举

f r .会议记录分两卷出版。本卷包括决议和决定及有关附件。执委会的讨论简要记录、
1加人员和官员的名单、以及关于各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的详细情况都刊印在文件

I'， B 川 1 :2003/REC/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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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1

l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 总干事的报告

讨论提出的问题

3. 总干事

3.1 总干事一职的提名

32 合同草案

4. 2004-2005 年财务期规划预算方案

5. 技术和卫生事项

5.1 世界卫生组织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展目标的贡献

5.2 世界卫生组织对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特别会议后续行动的贡献

5.3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无范厉莘

5.4评估卫生系统绩效

5.5 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

5.6 [转至项目 10.6]

5.7 传统医学

5.8 流感

1 经执委会在其第-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0 日)上通过，之后在其第六次会议 (2003 年 l 月 22 日)和第八次
会议 (2003 年 1 月 23 日) 1.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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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实施《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的建议

5.l0 [转至项目 10.7]

5 .l 1 以国家为重点的行动

5.12 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6. 财务事项

6.1 评定会费

• 会费征收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 7 条规定的会

员国

2004 - 2005 年摊款

6.2 2002-2003 年杂项收入

6.3 [删除]

7 规划事项

• 世界卫生组织 2000-2001 年规划

2002 年有关方面会议

8. 职工配备事项

8.1 人力资源

• 年度报告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 ((职员细则》修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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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8.2 发展中国家在秘书处的代表性

8.3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9. )~它管理事项

9.1 任命美洲区域主任

9.2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规划发展委员会

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

• 授奖，包括科威特国提议设立一项新奖的提案

9.3 指导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的政策

9.4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 联检组最近的报告

• 联检组以前的报告:建议实施情况

9.5 理事机构事项

• 审查执行委员会工作方法的特设政府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

• 建议的决议:简化程序

•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及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二届会议日期和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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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报事项

10.1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以及关于任命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

会成员的报告)

10.2 粮农组织/卫生组织联合评价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

10.3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战略:进展报告

10.4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l

10.5根除脊髓灰质炎 l

10.6 国际非专利名称:修订的程序 1

10.7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l

1 1.会议闭幕

l 推迟至执行委员会第 112 届会议(见文件 EB111/2003反EC/2. 第八次会议摘要记录，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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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门 1/1 Rev.2 

Eß门 1/2

1: 13111/3 和 Coη.1

Eßlll/4 

续工作的

EB 111/5 

EBlll/6 

EBlll /7 

EB 11118 

EB门 1/9

EBI11110 

EB111111 和 Corr.l bis 

EB111112 

EB111113 

EBlll/14 

l 见第 Vll 页。

2 见附件 l 。

文件清单

议程l

总干事在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一届会议上的讲话

世界卫生组织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展目标的贡献

卫生组织对联合国大会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后

贡献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无1t!t字莘

评估卫生系统绩效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育战略

国际非专利名称:修订的程序

传统医学

流感

实施《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的建议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004-2005 年财务期规划预算方案:不动产基金2和信息技

术基金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

织法》第 7 条规定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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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ll1/15 , Corr.l 和 Coη.2 2004-2005 年摊款

以及 EBll1/15 Add.l 

EB l1 1116 世界卫生组织 2000-2001 年规划

EBl11 1l 7 和 Corr.l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

EB l1 1118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EB111/19 和 EB111/19Add.l ((职员细则》修订款l

EBl11/20 和 Corr. l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2

EBlll/21 任命美洲区域主任

EBll1122 和 Corr.l 指导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的政策

EBll1/23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联检组最近的报告

EBll 1l24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联合检查组以前的报告:建议执行情况

EBlll/25 和 Corr.l 特设政府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

EBll 1l26 理事机构事项:建议的决议:简化程序

EBlll/27 今后会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EB l1 1128 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

EBll1/28 Add.l 关于专家咨询团和委员会及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以及关

于任命专家咨询团和委员会的报告

EBll 1l29 粮农组织/卫生组织联合评价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

l 见 [Iíi 件 2 和 3 。

2 见阳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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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清单

EB 111130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战略:进展报告

l二B 门 1/31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

结果及对后续行动的影响

FBlll/32 和 Corr.l 根除脊髓灰质炎

EB川 1/33 以国家为重点的行动

FB 门 1/34 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LB111/35 发展中国家在秘书处的代表性

EBlll/36 总干事:合同草案

Eß 111/37 授奖，包括科威特国对建立一个奖项的建议

PPB/2004 - 2005 2004 - 2005 年规划预算方案

参阅文件

EB 111/INF.DOC./l 总干事:总干事一职的提名

EB 111 /INF.DOC./2 2002 年有关方面会议

EB 1 l l1INF.DOCβ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EBI 川11ν/1肌NF.DOC./4 2却O∞Oω2-20ω03 年杂项收入

EBll1ν/1剧NF.DOC巳.乃 20∞04 一 2005 年财务期规戈划1] 预算方案

EBl门11/1剧NF.DOC巳.冯 2却0∞0ω4 一 20∞05 年摊款

EBl口11/1肘NF.DOC巳.刀 2却0∞0ω4-之20∞05 年财务期规划预算方案

- Xlll -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一届会议

EB111/INF.DOC./8 2004 - 2005 年财务期规划预算方案

EB 111 /INF. DOC./9 发展中国家在秘书处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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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F.Hll 1.Rl 任命美洲区域主任

执行委员会，

号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 52 条和《人事条例》第 4.5 条的规定;

号虑到美洲区域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提名和推荐1 ，

1. 任命 Mirta Roses Periago 博士为美洲区域主任，任期自 2003 年 2 月 1 日始;

授权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和《取员细则》的规定向 Mirta Roses Periago 博士签

发白 2003 年 2 月 1 日起任期 5 年的合同。

(第二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1 日)

F.ß l11.R2 向 George Alleyne 博士致谢

执行委员会，

希望在美洲区域主任 George Alleyne 博士退休之际对他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服务

表示感谢;

注意到他毕生致力于国际卫生事业，并尤其忆及他作为美洲区域主任的 8 年期间提

供的服务，

1. 表示十分感谢和赞赏 George Al1eyne 博士对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所做的宝贵贡献;

2. 借此机会向他致以衷心的祝福，希望他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继续为人类服务。

(第三次会议， 2003 年 l 月 21 日)

l 决议 CSP26.R6o



2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一届会议

EBll1.R3 不动产基金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不动产基金的报告2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不动产基金的报告;

忆及 WHA55.8 号决议第 2 段授权总干事开始在总部建造新大楼，当时费用估

算为 5500 万瑞士法郎，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估计为 2750 万瑞士法郎，条件

是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有可能超出上述数额的 10%以上，将进一步征求卫生

大会授权;

忆及 WHA55.8 号决议第 3 段批准使用不动产基金在从大楼落成第 1 年开始的

50 年期间偿还瑞士当局所提供无息贷款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款;

注意到在总部建造新大楼的费用目前估计大约为 6600 万瑞士法郎，世界卫生

组织的分摊款估计为 3300 万瑞士法郎;

注意到瑞士当局正在向其议会提交批准一份数额为 6100 万瑞士法郎的 50 年无

息贷款的建议，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摊款为 3050 万瑞士法郎;

进一步注意到正在与瑞士当局就拆除 V 楼的赔偿价值问题继续进行协商，这笔

款额估计能够覆盖大楼估计费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摊款与世界卫生组织无息贷款摊

款之间的 250 万瑞士法郎的差额，

1. 重申对瑞士联邦及日内瓦州和共和国不断表达的盛情表示感谢;

l 见附件 10

2 文件 EBlll/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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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授权总干事开始在总部建造新大楼，目前费用估算为 6600 万瑞士法郎，

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摊款额为 3300 万瑞士法郎，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超出

上述款额的 5%，将征求卫生大会的授权;

3. 还确认批准使用不动产基金在从大楼落成第 1 年开始的 50 年期间偿还瑞士当

局所提供无息贷款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条件是总体费用中世界卫生组织摊款

的剩余部分将由瑞士当局拆除 V 楼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赔偿费弥补。

(第四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1 日)

F.HlII.R4 全球卫生部门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全球卫生部门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草案 l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全球卫生部门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草案;

铭记卫生组织作为艾滋病规划署合办单位之一在确保贯彻落实联合国大会特

别会议( 2001 年 6 月) ((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承诺宣言》方面应发挥的作用;

深切关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对于卫生部门构成的前所未有的沉重负担，并

承认卫生部门在提供更大范围的多部门反应方面应发挥的中心作用;

意识到会员国通过抗艾滋病、结核和芜疾全球基金以及世界银行、双边机构、

基金会和其他捐助方等机制现已具备的新资源不仅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

急切地意识到需要加强卫生部门的能力，以便: (a)吸收和管理资源; (b)更好地

规划、安排轻重缓急、开发人力资源、进行方案管理、组合和落实关键干预行动、

调动非政府组织和保证服务质量、以及(c)支持在国家反应措施中开展研究工作;

I 文件 EBl ll/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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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意识到需要同时并举扩大预防、治疗、照护、支助、监测、监督和评估活

动，因为这些都是针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而加强的总体反应措施的关键和相辅相

成的工作内容;

意识到会员国为了最佳利用资源和尽可能发挥干预行动的影响力而在技术支

助、准则规范指导以及战略信息方面相应增加的需求;

忆及 WHA53.14 号决议除其他外要求总干事制定针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传

播感染的全球卫生部门战略，

1. 注意到全球卫生部门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

2. 敦促会员国作为紧急事项:

(1) 根据国情针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酌情制定和执行作为本国多部门反应

措施一部分的战略;

(2) 加强现有结构或建立新的结构并在卫生部门内外调动和吸收所有有关各

方参与，通过卫生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执行此类战略并监测和评估其效

(3) 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履行联合国大会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艾滋

病毒/艾滋病问题承诺宣言》之下的义务;

3. 要求总干事:

(1) 根据请求为会员国提供支助，以执行上述战略并评估战略的影响及效能;

(2) 与要求提供技术支持以编制向抗艾滋病、结核和芜疾全球基金提交方案的

会员国进行合作。

(第五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2 日)

EBll1.R5 降低全球麻摩死亡率

执行委员会，



决议和决定 5 

审议了题为"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的报告l;

注意到报告强调处理占绝大多数儿童期死亡的可预防的传染病，特别是麻莎;

意识到联合国大会儿童问题特别会议( 2002 年)通过的到 2005 年将麻莎导致的死

亡丰比 1999 年水平减少一半的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包含的到 2015 年将 5 岁以

节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具体目标，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对每年近 80 万麻彦死亡这一不可接受的负担表示震惊，其中大多数发生在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婴幼儿中;

认识到目前的麻穆疾病负担是麻彦疫苗未充分利用的结果，它是由未得到充分

支持的免疫规划和疾病监测系统造成的;

强调实现联合国大会儿童问题特别会议( 2002 年)通过的到 2005 年将麻穆导

致的死亡率比 1999 年水平减少一半的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包含的到 2015

年将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具体目标的重要性;

认识到可获得安全有效和低廉的麻莎疫苗以及经证实的降低麻莎死亡率的战

略;

欢迎由麻莎倡议伙伴关系取得的显著进展以便在非洲减少麻莎死亡;

注意到常规免疫服务作为持续减少麻穆死亡战略的基础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麻

彦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综合监测在指导控制努力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审议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的报告，该报告确定麻彦为占绝大多

数儿童期死亡的五种可预防的传染病之一，

1. 敦促会员国:

l 文件 EBlll /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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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其国家免疫规划内充分实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1 -

2005 年降低麻彦死亡率战略性计划;

(2) 提供充分实施内含降低麻彦死亡率战略的国家免疫规划所必需的财政支

持，包括用于常规和补充免疫活动的麻彦疫苗以及加强麻莎和其它疫苗可预防

疾病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

(3) 将降低全球麻莎死亡率的战略性做法作为加强国家疫苗规划的手段，特别

重视改进获得免疫服务，确保安全的免疫做法以及增强人力资源能力、实验室

网络、流行病学监测和冷链系统;

2. 要求总干事:

(1) 通过区域办事处与会员国一起工作，以加强国家免疫规划和疾病监测系

统，将麻彦控制状况作为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进展的主要指标之一;

(2) 在全球、区域和亚区域各级加强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它国际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私立部门的伙伴关系，以筹集充分实施世界卫生组织一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扩大免疫规划战略和降低麻莎死亡率战略所必需的补充资源;

(3)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在实施本决议方面取得

的进展。

(第六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2 日)

EBl11.R6 预防和控制流感的大流行和年度流行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流感的报告1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I 文件 EBl ll/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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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 WHA22.47 和 WHA48.13 号决议;

认识到流感病毒造成季节性流行，每年使全世界数百万人患病并在多达 100 万

人中间引起致命并发症;

进一步认识到在这些死亡中，有许多可通过特别在高危人员中增加使用安全和

极为有效的现有疫苗予以预防;

欢迎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全球流感监测对每年确定流感疫苗的抗原构成和

早期认识有利于大流行的条件所作的贡献以及由世界卫生组织向及时生产流感疫

苗所提供的援助;

表示关注发展中国家流感的卫生负担和经济影响记录贫乏，并且最近的证据表

明与不良营养和健康状况有关的致命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以及获得卫生服务有限;

进一步关注，特别鉴于此类大流行的复发以及它们一贯造成的并可因迅速的国

际旅行、全世界最近有危险人群的规模增加和对第一线抗病毒药产生抗药性而加剧

的高死亡率、社会破坏和经济代价，国家和全球普遍对未来流感大流行缺乏防备;

认识到必须改进疫苗配制、提高疫苗生产能力、更公平获得抗病毒药和加强疾

病监测，作为国家和全球大流行防备的一部分;

注意到对季节性流行更好地使用疫苗将有助于确保生产能力满足未来大流行

的需要，并且大流行防备计划将有助于更合理和经济有效地对季节性流行作出反应

以及预防许多死亡;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监测与控制全球重点协商会( 2002 年 5 月于日

内瓦)就第一份流感监测与控制全球议程达成的共识，该议程为协调的活动提供一

项计划以改进对季节性流行和未来大流行的防备l;

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流感大流行防备计划的工作及其拟定

一份标准计划的意图，

l 伞球流感议程一通过的版本。第一部分。疫好N册. 20ο2 年; 77: 1 79 - 182，通过全球流感议程-始干
部分。疫信用皮， 2002 年; 77: 191 一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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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促会员国:

(1)在存在国家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的地方，制定和实施战略以提高所有高危

者，包括老年人和原发病患者的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为在 2006 年之前使老

年人口疫苗接种覆盖率至少达到 50%，并且在 2010 年之前达到 75%;

(2) 在无国家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的地方，评估年度流感流行的疾病负担和经济

影响，作为在其它国家卫生重点的范畴内制定和实施流感预防政策的基础;

(3) 如在流感监测与控制全球议程中所概述的，拟定和实施国家流感大流行防

备计划，特别注意必须确保疫苗、抗病毒剂和其它重要药物的充足供应;

(4) 通过加强国家监测和实验室能力以及酌情增加对国家流感中心的支持，促

进增强对流行和大流行的防备;

(5) 支持关于改进流感疫苗和有效的抗病毒制剂，特别关于其在发展中国家使

用适用性的研究与开发，以便获得针对所有流感病毒株提供长期广泛保护的流

感疫苗配制;

2. 要求总干事:

(1)继续通过提倡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双边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立部

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防治流感;

(2) 继续在协调流感监测与控制全球议程中确定的按优先顺序排列的流行和

大流行防备活动方面提供领导;

(3) 在评估流感的疾病负担和经济影响以及制定和实施适宜的国家流感预防

政策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4) 继续加强全球流感监测，作为防备流感季节性流行和大流行的关键组成部

分;

(5) 在制定国家大流行防备计划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指导估计对

疫苗和抗病毒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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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其它国际和国家伙伴，包括私立部门伙伴联合寻求解决办法，为流行和

全球大流行局势减少目前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的全球短缺和不公平获得;

(7) 向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通报进展情况。

(第七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3 日)

EBI Il .R7 实施《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的建议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实施《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建议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宣告暴力是全世界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的 WHA49.25 号决议以及认可

并要求继续制定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以科学为基础针对暴力预防与健康的公共卫生

措施行动计划的 WHA50.19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关于预防人际暴力问题合作工作的一次会议( 2001 

年 11 月 15 -16 日于日内瓦)请世界卫生组织促进针对人际暴力作出更协调的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据此发表了《联合国预防人际暴力问题资源与活动指南》 2;

忆及世界卫生组织是支持联合国关于针对儿童暴力问题研究的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小组的核心伙伴，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积极参与了针对青少年、妇女和老年人的暴力预防工作;

认识到预防暴力是人类安全的一个先决条件，政府必须迫切地采取行动预防一

切形式的暴力并减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后果;

l 文件 EB111 /l 1 和 EB 111111 Corr.1 bis 。

2 ((联合国顶肋入时暴力问JW资源与活动指南))，门内儿吐界 IJ生组织，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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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 1提供了关于暴力对公共卫生影响的最新介绍，

审议了其决定因素以及有效的干预措施，并为公共卫生政策和规划提出了建议，

1. 注意到《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中包含的并在本决议附件中列出的暴力预防 9

项建议并鼓励会员国考虑采纳这些建议;

2. 敦促会员国在全国发表《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或开展有关的政策讨论;

3. 鼓励在卫生部内尚无暴力预防归口单位的所有会员国任命归口单位，并积极利

用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以促进预防和揭露暴力事件并向暴力受害者提供医疗、心理、

社会和法律方面的援助及康复;

4. 鼓励会员国在一年之内制定关于暴力和暴力预防的报告，介绍问题的规模、危

险因素、当前为预防暴力作出的努力以及鼓励作出多部门反应的今后行动;

5. 要求总干事:

(1) 与会员国合作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政策和规划以实施预防暴力

并减少其在个体和社会水平上后果的措施;

(2) 鼓励紧急开展研究以支持以依据为基础预防暴力并减轻其个体和社会水

平上后果的措施，尤其是关于暴力多层次危险因素的研究以及预防样板规划的

评价;

(3) 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及其它国际机构合作，继续努力把以科学为基础预

防暴力的公共卫生措施纳入其它重大全球性预防行动;

(4) 使用现有资源并利用合作机遇，做到:

(a) 酌情支持和协调为制定或修订用于预防政策和规划的规范文件与准

则所作出的努力;

(b) 提供技术支持以加强对暴力存活者或受害者的创伤和护理服务;

I ((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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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继续倡导采用和扩大针对所有形式暴力的公共卫生反应;

(d) 建立网络以促进全面预防暴力和伤害;

6. 进一步要求总干事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实施《世界

暴力与健康报告》的进展情况。

附件

预防暴力的建议

l. 创建、实施和监测预防暴力的国家行动计划。

2. 加强收集暴力方面数据的能力。

3. 确定对暴力起因、后果、代价和预防的研究重点并支持研究工作。

4. 促进初级预防反应。

5. 加强针对暴力受害者的反应。

6. 把暴力预防纳入社会和教育政策并从而促进性别和社会平等。

7. 增加暴力预防方面的合作和信息交流。

8. 促进和监测遵守国际条约、法律及保护人权的其它机制的情况。

9. 探索针对全球毒品贸易和全球武器贸易的国际上商定的实用反应。

(第七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3 日)

EBl11.R8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l 见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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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员条例)) 12.2 条，确任总干事对《职员细则》有关行为标准、薪金确定、

亲属聘用和父亲假等方面的修订，这些修订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l1.R9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执行委员会

根据《职员条例)) 12.2条确认总干事提出的自 200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关于适用于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薪金表以及关于自 2003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学年实行的教育补助金的

《职员细则》修订款。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l1.R10 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

执行委员会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有关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建议，

1. 确定不叙级职位的工资在交纳薪金税前为每年 169366 美元，因而修订的净工

资为 115207 美元(有受抚养人者)或 104324 美元(单身者);

2. 确定总干事的工资在交纳薪金税前为每年 228403 美元，因而修订的净工资为

151 810 美元(有受抚养人者)或 135000 美元(单身者);

3. 决定对薪酬的这些调整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l 见附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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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ll1.Rll 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

执行委员会，

考虑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的战略报告l;

认识到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育对于会员国至关重要，以及实现未来数十年的国

际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发展目标需要重新作出政治承诺并采取行动，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考虑了关于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报告;

意识到儿童和青少年有权获得经国际上一致同意的人权文书中所确定的最高

而能获至的健康标准和卫生保健;

忆及和认可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纽约， 1990 年)、《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宣言)) ( 1993 年) 2、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开罗， 1994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哥本哈根， 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北京， 1995 年)、世界

粮食首脑会议(罗马， 1996 年)、千年首脑会议(纽约， 2000 年)、关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2001 年)以及关于儿童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 2002 年)的结果、建议以及相应的后续工作和报告;

欢迎制定关于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的战略方向3;

关注到，尚未充分满足新生儿和青少年的特殊需求，必须加强努力实现母亲健

康及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方面的国际目标;

进一步承认，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儿童(包括青少年)有言论自由的

权利以及在影响他们的一切问题上使他们的观点得到考虑的权利;

l 文件 EB1 1ll17 。

2 联合国大会第 48/104 号决议。

3 文件 WHOIFCH/CAH/02.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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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承认父母、家庭、法定监护人及其他照料者对儿童的健康承担首要作用和责

任;并必须在履行其抚养儿童的义务方面得到支持;

牢记存在着满足孕妇、母亲、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需求的干预措施，并

关注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人群组对这类干预措施的获得很有限;

认识到《儿童权利公约》包含关于儿童保护和健康的一套全面的国际法律标准，

而且《公约》是处理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框架，

1. 敦促会员国:

(1) 加强和扩大努力以实现减少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及营养不良方面的国际

指标;

(2) 通过在最高层的宣传工作将促进新生儿健康、儿童生存和青少年的健康与

发育作为一项重点，增加规划，扩大国家资源的分配，开创伙伴关系，并确保

持久的政治承诺;

(3) 努力使母亲、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等人群组全面获得已知有效的干预措

施，特别是那些帮助父母、其他照料者、家庭和社区照顾他们的幼年子女并改

进卫生服务和卫生系统质量的干预措施;

(4) 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父母、家庭、法定监护人及其他照料者获取范围广泛

的信息和服务以促进儿童健康和生存、发展、保护和参与，并认识到许多儿童

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应采取特别措施支持此类儿童并发展和加强他们自身的能

力;

2. 要求总干事:

(1) 尽可能充分支持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儿童健康与发展目标;

(2) 继续提倡减少常见病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简易和有效的免疫战略，儿童

期疾病的综合管理，改进母亲和儿童的营养，以及供水和卫生;

(3) 促进所需的研究并制定会员国在充分实施为实现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各项国际目标有成本效益的措施时所使用的准则和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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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有效、综合或联合的实施机制，以经证实的干预措施维持本组织对实

现和保持高水平覆盖面的承诺;

(5) 宣传更加重视母亲和新生儿健康及青少年的健康与发育;

(6)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 2006 年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

实施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战略的贡献，其中应特别强调与脱贫及实现国际

上商定的儿童健康与发展目标相关的行动。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11.R12 传统医学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传统医学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 WHA22.54 、 WHA29.72 、 WHA30.49 、 WHA31 .3 3 ， WHA40.33 、 WHA4 1. 19 、

WHA42.43 和 WHA54.11 号决议;

注意到"补充"、"替代"或"非常规"医药等术语被用来涵盖多种类型的非标

准卫生服务，涉及不同水平的培训和效益;

注意到 u传统医药"一词涵盖范围广泛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措施，各国和各区域

之间的差异很大;

意识到传统、补充或替代医药有许多积极的特征，传统医药及其行医者在治疗

慢性病和改善患有轻微病症或某些不治之症的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认识到传统医药知识是该知识发源地社区和国家的财产，应给予充分的尊重;

l 文件 EBl 11/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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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使用传统医药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缺少有组织的传统行医者合作网，并

缺少关于传统医药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可靠依据;需要措施以确保适当使用传

统医药并保护和维持其持续应用所必需的传统知识及自然资源，以及需要对传统行

医者进行培训和颁发许可证;

进一步注意到许多会员国已采取行动支持在其卫生服务系统中适当使用传统

医药，

1. 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学战略及其四项主要目标，即制定政策，提高安

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确保获取，以及促进合理使用;

2. 敦促会员国:

(1) 酌情调整、采用和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学战略，作为国家传统医学

规划或工作计划的基础;

(2) 酌情起草和实施关于传统医药及补充和替代医药的国家政策和条例以支

持适当使用传统医药并根据本国情况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

(3) 根据国情承认某些传统行医者作为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重要资源之一的作

用，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

(4) 制定或扩大并加强现有国家药物安全监测系统以监测草药;

(5) 为传统疗法的系统研究提供适当支持;

(6) 按照符合国际义务的国家法规的规定，采取措施保护和维持传统医药知识

及药用植物资源以便持续地发展传统医药，包括传统医药行医者的知识产权;

(7) 酌情并根据国情确保为传统医药行医者提供培训以及(如有必要)重新培

训，并提供传统医药行医者资格、认证或许可证制度;

(8) 促进消费者和提供者合理使用传统医药及补充和替代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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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总干事:

(1)帮助有兴趣的会员国努力起草关于传统医药及补充和替代医药的国家政

策与条例，并促进会员国之间关于国家传统医药政策和管制方面的信息交流与

合作;

(2) 提供技术支持，包括用于制定方法、编写准则和促进信息交流的技术支持;

(3) 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一起寻找以依据为基础的关于传统治疗方法质

量、安全性和成本效益的信息，以便就确定国家指令中应包括的产品以及国家

卫生系统中使用的传统医药政策建议向会员国提供指导;

(4) 在与传统医学相关的各领域内，包括研究、保护传统医学知识及保护药用

植物资源，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5) 促进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在实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

略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加强研究和人力资源培训方面;

(6) 在本组织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调拨足够的资源用于传统医学。

(7)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进展情况。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l1.R13 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l 文件 EB l1 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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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 WHA48.7 、 WHA48.13 、 WHA54.14 和 WHA55.16 号决议，这些决议对有

必要在传染病威胁再次出现的时刻确保全球健康保障作出反应;

还考虑到可能故意使用物剂开展恐怖活动对健康造成新的风险和威胁;

确认国际旅行和贸易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额外威胁，这为传染病的形成和传播

提供更多机会;

强调《国际卫生条例》作为一份文书对于针对疾病的国际性传播提供最大可能

的保护，同时又尽可能小地干扰国际交通运输的持续重要性;

确认《条例》与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暴发预警和反应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这

些活动已查明在修订《条例》时要应对的主要挑战，

1. 对为最后确定修订的《条例》草案供 2005 年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

计划的程序和活动表示满意;

2. 决定:

(1)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42 条，建立一个向所有会员国开放的政府问工作

小组，审议和建议《国际卫生条例》修订文本草案供卫生大会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组织法》第 21 条审议;

(2) 由主权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组成并由其成员国向其转让本决议所辖

事项的权限(包括缔结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例的权限)的各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可按《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55 条参与第(1)段中所述的政府间工

作小组的工作;

3. 敦促会员国高度重视《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工作并提供促进此项工作进展所

必需的资源和合作;

4. 要求总干事:

(1)完成促进就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达成一致意见所需的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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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利用技术协商会和现有的电子通讯手段，向政府间工作小组提交意见

尽可能一致的文本;

(3) 通过区域委员会和其它机制向会员国通报关于修订《条例》的技术工作;

(4) 在 2004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第 113 届会议同意之后于适当时间召集政府间

修订《国际卫生条例》工作小组，同时顾及就技术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本组织的

其它承诺;

(5) 促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任何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和政府间技术协商;

(6) 按照《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48 条的规定，邀请非会员国、 WHA27.37

号决议中提及的解放运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已与之建立有效

关系的政府间组织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作为观

察员出席政府间修订《国际卫生条例》工作小组的会议。它们将根据卫生大会

有关议事规则和决议参加该机构的会议。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l1.R14 指导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的政策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指导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政策 l ，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认识到民间社会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共卫生的贡献，以及在全球、区域和国家级

卫生工作中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和影响的增长;

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组织法》第二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充任国际卫生工

作之指导及调整机关，而且根据《组织法》第七十一条，本组织在履行其国际卫生

工作时，得采适当办法，伴与非政府组织会商合作;

l 文件 EBll 1l2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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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第四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在 1987 年通过的现有《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

组织关系准则)) (WHA40.25 号决议)已经过审议;

注意到需要改进与非政府组织现有的合作和对话，并鼓励与这些机构开展新的

合作活动，

1. 认可取代现有《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准则》的指导世界卫生组织与

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政策;

2. 决定，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将向本决议通过之日与世界卫生组织具有正式关系

的所有非政府组织通报新的政策并请它们提出进行资格认证的申请，在收到适当写

成的资格认证申请并由执行委员会对申请作出决定之前，它们将被世界卫生组织理

事机构视为具有适当资格;

3. 要求总干事确立适当措施以实施该政策，包括关于对非政府组织进行资格认证

并与之合作的准则。

(第十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11.R15 总干事一职的提名

执行委员会

1. 根据《组织法》第 31 条，提名李钟郁博士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2. 将这一提名提交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l11.R16 总干事的合同草案

执行委员会，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规定，

1. 向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所附确定总干事任期和聘任条件的合同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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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根据《组织法》第 31 条和《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规定，

批准关于确定总干事一职的任期、聘任条件、薪金和其它津贴的合同;

II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112 条，

授权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以本组织名义签署此合同。

附件

总干事的合同草案

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为一方，以 (以下简称总干事)为另

一方，于 签订本合同。

鉴于

(1) 本组织《组织法》第 31 条规定，本组织总干事应由世界卫生大会(以下简称

卫生大会)根据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的提名，按卫生大会决定的条件任命;

(2) 总干事经执委会正式提名，并经卫生大会于

为五年。

本合同经作证达成如下:

举行的会议上任命，任期

1. (1) 总干事任期自 2003 年 7 月 21 日至 2008 年 7 月 20 日本合同期满终止。

(2) 根据执委会授权，总干事应行使本组织技术和行政首席官员的职权，应履行《组

织法》和本组织条例规定的和/或由卫生大会或执委会委派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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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干事应遵守本组织《人事条例》中对其适用的各项规定，尤其不应担任任何

其它行政职务，不应接受同本组织活动有关的任何外界薪酬，不应从事有碍于其履行本

组织职贵的任何事务、工作或活动。

(4) 总干事任职期间，享有根据本组织《组织法》规定的其职务所需的特惠权和豁

免权，以及已实行的或今后决定实行的任何有关安排。

(5) 总干事可在任何时候于六个月前向有权代表卫生大会接受辞职的执委会提出

书面辞呈;在此情况下，到辞呈所述期限时，总干事任职即告结束，本合同即告终止。

(6)基于可能严重损及本组织利益的原因，卫生大会根据执委会的建议并听取总干事

的申诉后有权终止本合同，但需至少六个月前作出书面通知。

II. (1) 从 2003 年 7 月 21 日起，总干事从本组织领取的年薪在扣除薪金税前为 213 892 

美元，有受抚养人者净年工资计 142813 美元(单身者为 127000 美元)，按月支付，或

用合同双方同意的其它货币付给等值的薪金。

(2) 除按《职员细则》规定领取正常地区差额调整费和津贴外，自 2003 年 7 月 21

日起，总干事每年还可领取 20000 美元或用合同双方同意的其它货币付给等值的社交津

贴费，按月支付。社交津贴费完全由总干事自行支配，用于同其职务有关的社交活动。

总干事有权领取和报销赴任、工作调动、任期届满的旅行津贴补助和搬家费用，以及因

公出差和探亲假旅行津贴。

III.根据执委会的建议，卫生大会可审议和调整本合同中有关薪金额和社交津贴费的条

款。经与总干事磋商后，使之与卫生大会可能决定的适用于在职职员聘任条件的规定相

一致。

IV. 如对本合同的解释出现问题或发生任何争议而不能用协商或协议办法解决时，应提

交《职员细则》规定的主管法庭作出最后裁决。

谨此于上述日期签署于下。

总干事 世界卫生大会主席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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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ll1.R17 向格罗·晗莱姆·布伦特兰博士表示感谢

执行委员会，

深切感谢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从 1998 年到 2003 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的杰出服务，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表示深切感谢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以正直、力量、耐力和决心为特征

的杰出而富有远见的管理、政治和技术领导;

赞赏她极其成功的努力以便将卫生和健康不良的决定因素等问题置于全球政

治议程的中心;

表扬她为确立卫生在经济发展和减少贫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证据所作出的

个人努力;

赞扬她在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健康寿命方面对整个社会的挑战，特别重视贫穷和

脆弱的人们;

赞扬她在与国际社会其它方面的建设性合作下成功加强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卫

生方面唯一领导机构的作用;

宣布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自退休之日起为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l11.R18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1

执行委员会，

l 见附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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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l ，

1. 决定接受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组织国际协会、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和 March of 

Dimes 出生缺陷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2. 决定中止与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和世界复员军人联合会的正式关系;

3. 决定应国际外科学学会的要求中止正式关系;

4. 决定中止与世界毒物中心与临床毒理学中心协会联合会的正式关系和不接受与其

继承组织国际临床毒理学学会联盟建立正式关系。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1 Jc1斗 EB111/20 和 EB111/20 Cor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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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EBl11(l)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和会期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的报告l，并忆及

其早先的决定，即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应在日内瓦万国官举行，于 200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开幕并不晚于 200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闭幕2，批准第五十六届世界卫

生大会临时议程，列入下列项目. "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和"阿拉木图国际初

级卫生保健会议 25 周年"，并因将项目 14.3 健康促进和项目 14.17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

转至随后一届执委会会议而删除这些项目 3。它还建议，圆桌会议的主题应为有益于儿童

的健康环境，圆桌会议应按照概述的程序进行4，并且圆桌会议应由卫生部长或指定直接

代表其本人的人员参加政策讨论。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111(2) 执行委员会第 112 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执行委员会决定其第 112 届会议应于 2003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在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总部举行并不晚于 2003 年 5 月 30 日结束。

(第九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11(3) 2002 年和 2003 年摊款

执行委员会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

(1)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2002 年的摊款为 1 053 美元， 2003 年为 4213 美元;

(2) 作为一项特殊措施，将阿富汗和阿根廷的 2003 年摊款修订为阿富汗 4213 美元

和阿根廷 4026622 美元;

l 文件 EB11 1!27 。

2 见 EB 110(8)号决定。

3 执委会随后还同意在议程上列入"粮农组织/卫生组织联合评价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见文件
EB111/2003成EC/2 ， 第九次会议摘要记录，第四部分。

4 文件 EB10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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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对阿富汗和阿根廷会费的修订造成的 611 135 美元差额应由杂项收入帐户

资助。

(第十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l1(4) 2004-2005 年摊款

执行委员会在讨论了关于 2004-2005 年摊款比额的建议l后，决定将该项目转交第五

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审查和决定。

(第十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l1(5) 审查执行委员会工作方法的特设政府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特设政府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2后，认可其为完

成工作小组的工作所提出的建议。

(第十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4 日)

EBl11(6) 审议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3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并注意到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关于审查二分之一有正式关

系的非政府组织及对 EBI09(9)号决定后续行动的报告4之后，作出下述决定。

执委会感谢在报告附件中加有星号作为后缀的各非政府组伊持续努力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的目标，并且根据其对它们的合作报告的审查，决定保持这些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

的正式关系。

执委会遗憾地注意到，在审议期间未能与国际毒理学联盟开展有意义的合作，但考

虑到双方重视在化学品安全方面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决定将与该组织的正式关系再

保持一年，使之能制定一项工作计划。

l 文件 EB111/15 、 EB111/15 Corr.1 和 Corr.2 以及 EB 1l1l 15 Add.1 。

2 文件 EB111/25 和 EB 111125 Corr.1 0 

3 见附件 4。

4 文件 EB111120 和 EB 111120 Corr.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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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合作报告，执委会决定将与下列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审查推迟至其第一一三

届会议: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和医学院校协会，国际病理学会，国际眼睛基金会，国际

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国际老龄联合会，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国际放射保护协会，

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国际固体废料协会，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国际地方部

门联合会，国际免疫学会联盟，世界青年大会，世界社会心理康复协会，世界寄生虫病

学家联合会以及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信息，并且其活动将受到监测，鉴于与该

研究所的继续合作，决定保持其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关系。

关于 EBI09(9)号决定的后续行动，执委会对与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国际人类工程

学协会和国际医学信息协会的合作中断表示遗憾，但是决定将与它们的正式关系再保持

一年，以便促进商定工作计划。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ll1(7) 授予 A.T.舒沙博士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3 年A.T.舒沙博士

基金奖授予 Yassin Abdulaleem AI-Qubati 博士(也门)，以表彰他对舒沙博士为世界卫生

组织服务期间所在地理区域的初级卫生保健目标所作的极重要贡献。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ll1(8) 授予世川卫生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世川卫生奖连选小组的报告后，将 2003 年世川卫生奖授予卫

生部东比萨扬卫生发展中心(菲律宾)和也门消灭麻风病协会(也门)。获奖者将各获

得 40000 美元，以表彰他们在卫生发展方面的杰出工作。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ll1(9) 授予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研金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进选小组的报告后，将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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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研金授予 Ly Sovann 博士(柬埔寨)，以使他能开展他

所建议的研究。

(第十三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111(10) 授予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3 年弗朗

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授予 Fatwa Sari Tetra Dewi 博士(印度尼西亚)，以使她能开展她

所建议的研究。

(第十二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111(11) 授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进选小组的报告后，将 2003 年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 Mahmoud M.A. Fikri 博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Magdi

Habib Yacoub 教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表彰他们对卫生发展的杰出贡
献。获奖者将各获得 20000 美元。

(第十二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111(12) 授予列昂·伯尔纳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列昂-伯尔纳基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3 年列昂-伯尔纳

基金奖授予 Watanee T. Jentchitr 博士(泰国)，以表彰她在社会医学领域的杰出工作。

(第十二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B111(13)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

执行委员会决定原则上批准设立由科威特国提出的健康促进研究奖，要求与科威特

国合作草拟章程并连同负担支付行政费用的建议一并提交执委会批准。

(第十二次会议， 2003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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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04-2005 年财务期规划预算方案

不动产基金…. . . 1 

秘书处的报告

[EB 111/13 - 2002 年 12 月 23 日]

1. 2004-2005 年规划预算方案在杂项部分包括总干事特别关于数额分别为 600 万美

元... ...的不动产基金.，. ...。

2. 本文件提供了有关这项活动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即 2004-2005 年拟议的行动计划和

涵盖 2006-2007 年双年度的较为长期的计划，并更新了向执行委员会第 109 届会议提交

的信息2。

不动产基金

3. 根据建立该基金的 WHA24.14 号决议，不动产基金的资金用于购置地皮和房屋筹建

或房屋扩建，本组织现有办公大楼和职员住宅的大修和改建。根据这项决议，有关该基

金的经费补充或增加需由卫生大会从临时(现为杂项)收入中拨款，购置地皮和建造房

屋或房屋扩建需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特别授权。

4. 在过去几个两年期中，本组织越来越难以利用不动产基金所拥有的资金水平对其主

要地点的建筑物进行适当维修。在这种情况下，估计逐步需要大量额外技资以确保向工

作在国家和区域办事处的职员提供适当的安全并修缮本组织一些逐渐老化的建筑物。

5. 因此，打算为所有的主要地点制定下个两年期的基本建设总计划，这份计划不仅将

反映当前日常维修的需求，而且还将反映维持本组织办公室建筑的整体维持能力和安

全，以及布拉柴维尔职员住房所需的主要工程需求。

l 见 EBll I. R3 号决议。

2 义~ 1牛 EB l09/2002/REC/1. I咐f牛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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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合当前和下一个两年期预测的需求制定了初步计划。附录列示了在 2004-2005 和

2006-2007 年双年度为计划的维修、大修和现有建筑物的扩建以及建造新建筑物的最新

估计费用。

7. 关于在总部建造一座新建筑物的问题，瑞士联邦和日内瓦州政府已表示它们愿意资

助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大楼，费用通过 50 年还清的无息贷款偿付，贷

款额估计可达 5500 万瑞士法郎。由于大楼将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

平均分配，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费用的份额估计为 2750 万瑞士法郎，需在 50 年中还清l 。

因此 WHA55.8 号决议授权

总干事开始在总部建造新大楼，目前费用估计为 5500 万瑞士法郎，其中世界卫生

组织的分摊额估计为 2750 万瑞士法郎，条件是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有可能

超出上述数额10% 以上时，将进一步征求卫生大会授权。

8. 己选定新建筑项目及工程师。已制定了计划，最终开支估计大约为 6600 万瑞士法

郎，而不是原来计算的 5500 万瑞士法郎。对于这笔款额，瑞士当局正在向其议会提交

一份关于一笔数额为 6100 万瑞士法郎 50 年付清的无息贷款建议供批准。在这笔贷款中，

世界卫生组织的摊款为 3050 万瑞士法郎一一使每年的偿还额高达 61 万瑞士法郎(约为

40 万美元)，而前次估计的 2750 万瑞士法郎摊款的每月偿付额为 55 万瑞士法郎。

9. 关于费用差别出现的不足部分，即 500 万瑞士法郎(总估计费用为 6600 万瑞士法

郎，减去可望由瑞士当局资助的 6100 万瑞士法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已作出保证将资

助其占这笔数额一半的摊款。世界卫生组织数额为 250 万瑞郎的摊款估计要高于为建造

一条通往日内瓦机场的高速公路需拆毁 V 楼而由瑞士当局提供的补偿额。 V 楼目前由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使用;其价值估计约为 300 万瑞士法郎。

10. 各区域和总部提交的 2004-2005 年财务期初步计划的总费用为 13 105000 美元2，这

笔数额超出 2004-2005 年规划预算方案对不动产基金的拨款，略超出 700 万美元。这一

差额主要是由于纳入了非洲区域总额为 5 760 000 美元的估计数额，这笔数额未列入过

去的估算中 3 。

1 1.根据 WHA55.8 号决议第 2 、 3 和 6 段，总部建造新大楼( 2005 年为 40 万美元)，

为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建造 2 号楼扩建部分和建造新的 4 层楼房( 2004-2005 双年度为

I 见文件 EB 1 09/2002反EC/l ，附件 40
2 见附录。

3 见文件 EB 1 0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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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万美元)的费用总额为 210 万美元，将由不动产基金作为重点予以资助。将仔细分

析剩余的其它建议并确定优先次序，因此所使用的总额维持在不动产基金 2004-2005 年

双年度所要求的 600 万美元之内。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2. [本段包含一项决议草案，它作为 EBll l.R3 号决议在第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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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不动产基金 4 年滚动计划:大楼的获取、建筑和维修

(千美元)

办事处 说明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A. 大楼的获取和建筑

西太平洋 扩建 2 号楼:在区域办事处建造→个 4 600 1100 

层楼房 CWHA55.8 号决议)

l 总部 偿还建造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 400 400 400 

划大楼的贷款 CWHA55.8 号决议)

非洲 在 Djoue 建造新的房舍(项目尚未向卫生 550 250 700 700 

大会提交)

在区域办事处建造新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1700 420 210 

(项目尚未向卫生大会提交〉

Al页合计 2850 2 170 1 310 1 100 

其中己批准数额 600 1 500 400 400 

B. 维修

非洲 检查供水系统、消防栓和电梯，更新区域 1 660 1 180 160 

办事处、另IJ墅和公寓的房顶

美洲 改建 3 个会议室，维修停车场路面，整修 100 100 100 100 

厕所

东南w 安装新的发电机、更换各种用电装置、加 435 190 700 100 

强降温系统，更换手LI改进防火系统

欧洲 整修通风系统，更换照明装置，改进防火 530 320 95 250 

系统，安装安全玻璃

东地中海 加强区域办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处 185 185 

的安全

西太平洋 更新和改进现有设施 110 110 110 110 

总部 维修和整修大楼、执行委员会会议室和 4 1480 1 500 1 500 250 

个会议室，更换中央供热锅炉，整修主楼

的降温系统和电路

B 项合计 4500 3585 2505 970 

L一
总计 7350 5755 3815 2070 



附件 2

确认《职员细贝1])) 修订款1

秘书处的报告

[EB 111119 - 2002 年 12 月 10 日]

1. 根据《职员条例)) 12.2条，现将总干事对《职员条例》的修订款提交执委会确认。

2. 本文件中所提出的修订系根据经验和为了良好的人事管理所作出。他们一直是全组

织讨论的议题。所作修订于 2003 年 1 月 1 日生效。

3. 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决定以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ICSC) 建议的基

础上对《职员条例》所作的修订(还请参阅文件 EB111118 )将作为本文件附录。

职员的行为标准

4. 对 110.7.1 条进行了修订已使其清楚明了并确保英文和法文文本之间的一致性。

薪金的确定

5. ((职员细则)) 320.1 条经修订删除了有关"事务类职务任命"字样，这类职务一般

不作最初任命。此外，对最后一句话作了修订以说明任命时给予增加梯级的基础。这一

修订将在实施《世界卫生组织守则》条款时加以补充。

聘用政策:雇用亲属

6. 对《职员细则)) 410.3 条进行了修订，以使世界卫生组织的家庭关系定义与联合国

共同系统其它组织的定义相一致。

l 见 EBll 1.R8 号决议。
P飞
J

气
、J



36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一届会议

父亲假

7. 2001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确定自 2001 年 1 月起用 2 年的时间试行 5 天父亲假的作

法 l ，并将根据共同系统内的发展情况进行审议。由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将在 2003 年考

虑这一事项，认为适直将试行期延至 2004 年 1 月，预期届时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开展的

审议将结束。对《职员细则)) 760 条的脚注进行了修订以反映这一时限的延期。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8. [本段其中包含一项决议草案，它作为 EB11 1.R8 号决议在第九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Appendix 

TEXT OF AMENDED STAFF RULES 

110.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STAFF MEMBERS 

110.7 

11 0.7.1 A staff member who has, or whose spouse or dependent children have, 

any interest in (including association with) anyentity: 

(1) with which the staff member may be requir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have official dealings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or 

(2) which has a commercial interest in the work of WHO, or 

(3) which has a common area of activity with WHO 

shall report the interest to the Director-General 

1 EBI07.R7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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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SALARY DETER岛1INATION

320.1 On initial appointment to a fixed-term appointment, the net base salary of staff 
members shall normally be fixed at step 1 of the grade of the post to be occupied;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guideline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however, it may be fixed at a higher step in 

the grade in order to take into account a staff member's qualifications,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 

410. RECRUITMENT POLICIES 

410.3 Except where another person equally well qualified cannot be recruited, 
appointment shall not be granted to a person who bears any of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s to a staff member: father, mother, son, daughter, brother or sister. 

410.3 .1 The spouse of a staff member may be appointed provided that the 
spouse is fully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and provided that the spouse 
is not given any preference for appointment by virtue of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staff member. 

410.3 .2.1 shall not be assigned to serve in a position in the same unit, 
or to a position that is superior or subordinate in the line of 
authority to the position occupied by the staff member to 
whom he or she is related. 

760. 孔1ATERNITY AND PATERNITY LEAVE1 

I Paternity leave IS introduced on a trial basis, wlth effect 仕om 1 January 2001 , to be reviewed in January 2004 



附件 3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1

秘书处的报告

[EB 111119 Add.l - 2003 年 1 月 7 日]

1. 本文件提出的修订出自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ICSC) 的建议作出的决定。根据《职员条例)) 12.2 条，总干事现提交这些修订款供执

委会确认。秘书处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2含有建议的依据。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薪酬

2. 报告 2 中提出，委员会建议有差别地增加专业人员以上职类薪资表的薪酬，幅度从

P.1级的 0.45%至 D.l 级的 13.3% (D.2 以上级别的 10.7%)，平均增加 5.7%。目的不仅是

针对整体差额水平3，而且也针对薪资表中较高职等的低差额水平以及薪资表中较低职等

的高差额水平。

3. 经过广泛的讨论，联合国大会在 2002 年 12 月 20 日的 57/285 号决议中批准下述按

级别的实际净提薪: P.4: 1.3% , P.5: 2.6% , D.1: 9.1%, D.2: 6.3%。自 2003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这些增加的薪资将使这些级别的差额水平达到 111 和超过 112.2，对于 P.1

至 P.3 级别未批准提薪，这些级别的差额已达到或超过 115 的中点。

4. 对《职员细则)) 330.2 条进行了如附录中所示的相应修订。

教育补助金水平的审查

7.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委员会关于提高七个国家或货币区域的认可费用最高限额和教

l 见 EB 11 1. R9 "J 决议。

2 文件 EBl11/18 。

3 纽约联合国系统专业人员以上职位净薪酬与当前比较国(美利竖合众国联邦公务员制度)在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相应职位中所用雇员薪酬净额之间的关联。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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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补助金最高限额:奥地利(欧元)、瑞士(瑞士法郎)、西班牙(欧元)、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磅)、意大利(欧元)、美国国内的美元以及美国之外的美元l。还

提高了某些指定工作地点的膳宿费用最高限额。教育补助金金额的变化将于 2003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学年适用。从而对《职员细则)) 350.1、 350.2.2 和 355 条进行了如所附附

录中的修订。

危险工作津贴

8. 联合国大会要求委员会在 2003 年中再次考虑其关于提高高危地点当地征聘工作人

员的危险工作津贴。

财政影晌

9. 提高专业人员以上职类薪资表的薪酬造成的财务影响估计将使正常预算每个双年

度增加大约 800 万美元，预算外资源每双年度约增加 700 万美元。对 2002 - 2003 年双

年度造成的财务影响正常预算约为 400 万美元，预算外资源约为 350 万美元。

10. 教育补助金的增加数额将由向各区域及全球和区域间活动的拨款中支付。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1. [本段其中包含一项决议草案，它作为 EBll 1.R9 号决议在第九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l 参阅文件 EBllll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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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1 January 2003 

Steps 

15 14 13 12 11 。
υ

l 
9 8 7 6 

145 119 148 154 151 189 154 223 
100174 102055 103937 105818 
91741 93318 94890 96456 

5 4 3 2 

139050 142085 
96411 98292 
88571 90159 

Gross 
NetD 
NetS 

Level 

D-2 

137369 140033 142697 145361 148024 
95369 97020 98672 100324 101975 
87768 89 190 90609 92 025 93 437 

132041 134705 
92065 93717 
84913 86342 

129377 
90414 
83481 

126713 
88762 
82045 

P-6/D-1 Gross 
NetD 
NetS 

131299 
91606 
84271 

119967 122234 124500 126766 129033 
84 580 85 985 87 390 88 795 90 200 
78 127 79360 80591 81 820 83046 

117701 
83174 
76892 

115434 
81769 
75655 

113 168 
80364 
74416 

110901 
78959 
73174 

106369 108635 
76 149 77 554 
70685 71 930 

104102 
74743 
69437 

Gross 
NetD 
Net S 

P-5 

114694 
81310 
75211 

112507 
79954 
73992 

110320 
78598 
72772 

108133 
77242 
71551 

105946 
75886 
70329 

99385 101572 103759 
71819 73175 74530 
66656 67881 69106 

97198 
70463 
65429 

95011 
69107 
64200 

92824 
67751 
62971 

90637 
66395 
61740 

88544 
65039 
60509 

86489 
63683 
59276 

84435 
62327 
58041 

Gross 
NetD 
Net S 

P-4 

95250 
69255 
64384 

93226 
68000 
63233 

91202 
66745 
62083 

89226 
65489 
60933 

87326 
64235 
59782 

85423 
62979 
58632 

83523 
61725 
57477 

81620 
60469 
56324 

79715 
59212 
55169 

77 815 
57958 
54015 

75915 
56704 
52862 

74011 
55447 
51706 

72 112 
54194 
50553 

70208 
52937 
49396 

68306 
51682 
48242 

Gross 
NetD 
NetS 

P-3 

73636 
55200 
51479 

71932 
54075 
50444 

70233 
52954 
49412 

68532 
51831 
48379 

66829 
50707 
47344 

65130 
49586 
46313 

63429 
48463 
45279 

61729 
47341 
44260 

60027 
46218 
43244 

58465 
45095 
42226 

56907 
43973 
41210 

55346 
42849 
40191 

Gross 
NetD 
NetS 

P-2 

56432 
43631 
40899 

54932 
42551 
39921 

53436 
41474 
38944 

51938 
40395 
37962 

50438 
39315 
36967 

48939 
38236 
35974 

47442 
37158 
34980 

45942 
36078 
33986 

44444 
35000 
32992 

42944 
33920 
31997 

Gross 
NetD 
Net S 

P-I 

D 二 Rate applicable to staffmemb巳rs with a dep巳nd巳nt spouse or child 
S = Rate applicable to staff members with no dependent spouse or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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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EDUCATION GRANT 

350.1 Internationally recruited staff members shall be entitled to an education grant, except as 
indicated in Rule 350 .3. The amount ofthe grant payable under this Rule shall be 75% of 
the education expenses actually incurred and admissible under Rule 350.2. The maximum 
grant per child per year shall not exceed a total payment of US$ 11 115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n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For staff members at certain designated official stations, 
the amount of the grant in respec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llcation shall be increased 
by an additional amount corresponding to 100% of boarding costs up to US$ 5235 per 
child per year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local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n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This Rule does not apply to staff 
holding temporary appointments as defined in RlIle 420 .3 or to consultants appointed 
under Rule 1330. 

350.2 This grant is payable for: 

350.2.2 the cost of full-time attendance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count可 or area of the official station, including the cost of board if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ion. Where board is not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ion, a flat 
amollnt is paid in lieu. The flat amount per child per year shall be US$ 3490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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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 ,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n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355. SPECIAL EDUCATION GRANT FOR DISABLED CHILDREN 

Staff members, except those holding temporary appointments as defined in Rule 420.3 or 
consultants appointed under Rule 1330, are entitled to a special education grant in respect 
of any physically or mentally incapacitated child, recognized as dependant under 
Rule 310.5.2, up to the end of the year in which such child reaches the age of 25. The 
amount of the grant per child per year shall be 100%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nses 
actually incurred up to a maximum of US$ 14 820 or,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ertain 
currenc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basis of procedures agreed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up to a maximum amount established in 
those currencies. In cases where an education grant is payable under Rule 350, the total of 
the amounts payable under Rules 350 and 355 sha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maximum. 



附件 4

分别由于 EBll1.R18 号决议和 EBlll(6)号决定被接受与

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和保持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和医学院校协会

Christoffel-B lindenmission I 

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世界纤维囊肿联合会2

欧洲化学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

FDI 世界牙科联合会

德国制药业健康基金(注册协会)

Helen Keller 联合国际 l

美洲环境卫生和环境工程协会 l

国际病理学会

国际防盲机构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牙科研究协会

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组织国际协会

国际棘球拗病协会 l

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

国际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情报交换中心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

国际泌尿疾病协商会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l

国际人类工程学协会

国际眼睛基金会

[EBll1/20 , Annex Corr.l - 2003 年 1 月 27 日]

国际化学、能源、采矿和一般工会联合会

国际眼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

l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2 前为国际纤维囊月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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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老龄联合会

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

国际麻风协会I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

国际医学信息协会

国际抗沙眼组织

国际儿科协会

国际放射保护协会

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学会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

国际环境医生协会

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

国际预防肿瘤学学会

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 l

国际物理和康复医学学会

国际固体废料协会

国际抗癌联盟 l

国际抗性传播感染联盟 l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附件 3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世界保护联盟)

国际健康促进和教育联合会

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国际地方部门联合会

国际毒理学联盟

国际水协会 I

伊斯兰医学科学组织 l

March of Dimes 出生缺陷基金会

防盲组织

奥比斯项目国际(奥比斯国际) I 

康复国际

国际扶轮社 l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

国际雄狮俱乐部协会 l

英联邦盲人协会(视力拯救者国际)

世界青年大会

世界社会心理康复协会

l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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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盲症联合会

世界血友病联合会1

国际水疗和气候疗法联合会

世界神经病学联合会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

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

世界心脏联合会 l

世界高血压联合会 l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世界兽医协会 l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一届会议

l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