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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日程表 

2006 年 1 月  其它 
23 日(星期一) 

09:30–12:30 

 

项目 1.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项目 2. 总干事的报告 

• 讨论提出的问题 

项目 3.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
的报告 

项目 4. 技术和卫生事项 
项目 4.1 南亚地震：世卫组织的应对 

 

14:00–17:30 项目 4.2 加强对流感大流行的防备和应对 

• 《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应用：
后续行动 

• 加强卫生和监测系统：利用信息技
术和地理信息系统 

 

24 日(星期二) 

09:00–12:30 

 

14:00–17:00 

 

项目 4. 技术和卫生事项（续） 

项目 4.2 加强对流感大流行的防备和应对(续)

项目 4. 技术和卫生事项（续） 

项目 4.3 国际贸易和卫生：决议草案 

项目 4.4 根除脊髓灰质炎 

项目 4.5 艾滋病毒/艾滋病 

• 普遍获得预防、护理和治疗 

• 营养与艾滋病毒/艾滋病：决议草案

 

 

17:30 

25 日(星期三)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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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  其它 
09:00–12:30 

 

 

 

 
14:00–17:00 

 

 

 

 

 

 

 

 

项目 4. 技术和卫生事项（续） 

项目 4.6 预防和控制性传播感染：全球战略草
案 

项目 4.7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项目 4.8 镰状细胞贫血 

项目 4. 技术和卫生事项（续） 

项目 4.9 预防可避免盲症和视力损害 

项目 4.10 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 

项目 4.11 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 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2005
年 9 月）之后的最新情况 

• 世卫组织对实施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与发育战略的贡献，特别注重于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项目 4.12 世卫组织在卫生研究中的作用和责
任 

 

17:30  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
Ihsan Dogramaci 家庭
卫生基金遴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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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  其它 

26 日(星期四) 

09:00–12:30 

 

 

 

14:00–17:30 

 

 

 

 

 

 

项目 4. 技术和卫生事项（续） 

项目 4.13 电子卫生保健：建议的工具和服务

项目 5. 规划和预算事项 

项目 5.1 2006-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 

项目 5. 规划和预算事项（续） 

项目 5.2 战略性资源调拨指导原则，包括验证
机制 

项目 5.3 不动产基金：进展报告 

项目 6. 财务事项 

项目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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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
定的会员国 

 

17:3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
生基金遴选小组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
金遴选小组 

27 日(星期五) 

09:00–12:30 

 

 

项目 6. 财务事项（续） 

项目 6.2 外部和内部审计建议：追踪实施情况

项目 6.3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待定] 

项目 7. 职工配备事项 

项目 7.1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 

项目 7.2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7.3 确认《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
订款 

项目 7.4 世卫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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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  其它 

27 日(星期五) 
（续） 

14:00–17:30 

 

 
 

项目 8. 其它管理事项 

项目 8.1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 

• 各基金会和授奖 

项目 8.2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 以前的报告：建议实施情况 

• 最近的报告 

项目 8.3 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以
及执行委员会第 118 届会议的日期和
地点 

 

 项目 9 通报事项 

项目 9.1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项目 9.2 决议实施情况：进展报告 

A.婴幼儿营养（WHA58.32 号决议）

B.生殖卫生：朝着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和
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包括对国
家经济发展的影响）（WHA57.12 号
决议） 

C.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与
健康（WHA57.11 号决议） 

D.针对危机和灾害采取的卫生行动
（WHA58.1 号决议） 

E.可持续卫生筹资、全民保险和社会健
康保险（WHA58.33 号决议） 

F.合同安排在改进卫生系统绩效方面
的作用（WHA56.25 号决议） 

G.联合国改革过程和世卫组织在协调
国家级业务发展活动方面的作用：中
期进展报告（WHA58.2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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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 月  其它 
28 日(星期六) 

09:00–13:00 

 

 

项目 9. 通报事项（续） 

项目 9.2 决议实施情况：进展报告（如有必要，
继续） 

项目 9.3 卫生发展人力资源 

项目 9.4 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9.5 健康促进：第六届全球健康促进会议的
后续行动 

项目 10. 会议闭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