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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 

1. 2006-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经卫生大会 WHA59.4 号决议批准，为各项卫生挑
战和克服这些挑战所需的措施提供了远期展望。在这一背景下，工作规划为所有利益攸
关方提出了全球卫生议程，其中强调以下重点领域：投资于卫生以减少贫穷；发展个人
和全球卫生安全；促进全民普及、性别平等和与卫生相关的人权；处理健康决定因素；
加强卫生系统和公平的获取；掌握知识、科学和技术；以及加强管理、领导作用和问责
制。 

2.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还规定了世卫组织工作的大方向并提出了本组织的六项核心
职能，即：就对卫生至关重要的事项提供领导并在需要联合行动时参加伙伴关系；制定
研究议程并促进开发、应用和传播有价值的知识；制定规范和标准并促进和监测其实施；
阐明合乎道德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案；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变革并发展可持续的机
构能力；以及监测卫生情况并评估卫生趋势。 

3. WHA59.4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把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用作为 2006-2015 年期间对世
卫组织工作进行战略性计划、监测和评价的基础；按需要审查和更新工作总规划以反映
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情况；并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第十一个
工作总规划的持续相关性和使用情况。在 2010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执委会第 126 届会议审议了本报告较早的一个版本1。当时获
得的评论和意见为编写本报告提供了信息。尤其是，注意到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的监测
和评估过程将需要会员国的充分承诺并将需要包括对本组织及其它利益攸关方成就的
分析以及对国际反应充分程度的考虑。 

4.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的长期卫生前景及其原则、价值观和优先重点被转变为
2008-2013 年期间的中期战略性计划，尤其是该计划的 13 项战略目标。2008-2013 年中
期战略性计划于 2007 年 5 月得到卫生大会的认可2。 

                                                 
1 见文件 EB126/2010/REC/2，第十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1 节。 
2 WHA60.1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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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期战略性计划转而指导为 2008-2009 年和 2010-2011 年双年度制定规划预算和相
关业务计划。在这些过程中，考虑到全球卫生不断变化的状况并反映了新的重点。2009
年5月提交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的2010-2011年规划预算方案和经修订的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包括对初级卫生保健的更高度重视以及新的重点领域，即应对气候变
化对公共卫生造成的威胁和在全球减少不安全的卫生保健。 

6. 计划在 2013 年正式评估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的实施情况，其中将包括会员国和国
际社会的意见。评估工作是下一个工作总规划制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将在 2014
年 1月和 5月分别由执行委员会第 134届会议和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结合新的总规
划制定工作进行讨论。从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实施情况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指导制定
2014-2019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 

7. 结合监测和评估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和双年度规划预算，正在对第十一个
工作总规划进行监测。将在 2010 年对中期战略性计划进行深入的评估，结果将在 2011
年 1 月和 5 月分别提交执行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和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这次
评估的一部分，将对确定用于衡量全球卫生议程实现情况的一套指标进行报告，从而使
之有可能监测该议程。 

8. 此外，正在根据六项核心职能监测和分析世卫组织工作的侧重点和平衡性。为了做
到这一点，双年度工作计划中的成果按核心职能进行分类。 

9.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还提出，将在 2006-2015 年期间评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它
与卫生相关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秘书处一直在监测这方面的进展；执行委员会规划、
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在 2008 年 1 月其第七次会议上注意到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 

10. 评估过程目前依赖于商定的以下指标：经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的第十一个工
作总规划实施情况监测报告（载于附件 1 以方便参考）2中提出的指标；以及与卫生相
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作为附件 2 附后）。 

11. 据设想，评估还应包括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对卫生情况进行审查。审查将考虑
(i）国际发展援助是否针对需求最大的国家（评估该方面援助专用于卫生的部分）；(ii)
卫生不公平现象是否得到充分的应对；以及(iii)全球卫生伙伴关系是否有助于加强对卫
生需求的反应，尤其是在国家级。 

                                                 
1 文件 EB122/3。 
2 文件 A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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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为建议的监测和评估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划在全球和区域级召开一系列协商
会，以便促进讨论并允许交换获得的教训。这些协商会将涉及会员国以及卫生发展伙伴、
公立和私立机构及民间社会团体。还设想，会员国将在区域委员会会议和卫生大会上进
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在协商会以及本组织全球和区域理事机构的会议上，会员国将发挥
带头作用，包括通过提供从提交讨论的问题清单中选定主题的重点明确的稿件。这些稿
件由国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官方代表提交，将出版并向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 

13.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主要通过对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的评估进行监测。据
此，会员国参与对计划即将开展的评估—主要由所有会员国在共同方法和报告格式的基
础上开展的一次正式评估，将构成对工作总规划监测工作的重大贡献。在这项活动中，
会员国将评估其涉及中期战略性计划各项战略目标的成就，包括通过评价以下方面的力
度和有效性：（1）国家战略和计划以及国家卫生系统；（2）在国家内部以及在区域和
全球级与伙伴的合作和协作；以及（3）卫生资源的筹集和管理。此外，会员国将评估
秘书处的贡献，包括中期战略性计划规定的战略措施和工作总规划中描述的核心职能的
运用情况。 

14. 在全球，过去四年中召开的重大国际协商会和会议显示了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的相
关性。例如，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重申了总规划中全球卫生议程
的重要性。关于初级卫生保健的《2008 年世界卫生报告》2等世卫组织最近的世界卫生
报告进一步强调了该议程在提供适当行动框架方面的重要性。 

15. 最近，世界遭受了三大系统性打击：食品危机、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三大危机
对卫生都有负面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清楚明了地确定了指导有效
全球卫生反应所需的战略方法，从而显示了其价值。 

16. 虽然全球卫生议程上的七个项目仍然有效，但新的背景要求在重点和工作方面作出
调整。尤其是，面临金融危机，各利益攸关方正在强调维持卫生投资的重要性。同时，
《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工作的加快以及最近在应对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
流行方面的国际合作都显示全球卫生安全仍然处在议程中较高的位置。有效的卫生系统
继续在改善健康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卫生系统创新国际融资问题高级别专题小组最近
的工作也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报告以及采取的后续行
动重申了促进全民普及、性别平等和与卫生相关的人权以及处理健康决定因素的重要

                                                 
1 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针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实现卫生公

平》。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最后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8 年。 
2 《2008 年世界卫生报告：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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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卫生大会通过了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并作了最后定稿1，
显示掌握知识、科学和技术始终具有相关性。最后，由于金融危机对以更高的效率取得
成果以及明确全球卫生行动者的职责和问责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进一步突出了在全球
卫生中加强管理、领导作用和问责制的必要性。 

17.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为秘书处规定的原则和方向继续指导着组织结构改革，以便确
保这些改革符合相关的职责和为取得成果作出的承诺。这些改革的例子包括对卫生系统
发展目标和振兴初级卫生保健的有效反应。工作总规划规定的六项核心职能在平衡秘书
处对会员国和国际社会重点需求的反应方面仍然具有相关性。 

18. 根据迄今的实施经验，秘书处认为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仍具有相关性，因此仍适用
于指导本组织的工作。 

卫生大会的行动 

19.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1 WHA61.21 和 WHA62.16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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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监测全球卫生议程的现有指标：概要2 

投入/进程 获取/覆盖率 危险因素 卫生状况 

人均卫生保健支出
总额 

获取水和卫生设施 儿童发育迟缓/体重
不足 

期望寿命 

用于卫生保健的现
金开支和灾难性支
出 

免疫：白喉、破伤风
和百日咳三联疫苗
的覆盖率 

成人肥胖症和超重
儿童及青少年 

成人死亡率和成年
期的死亡原因 

卫生工作者的密度
(医生、护士/助产士) 

孕产妇保健：熟练的
接生人员 

使用固体燃料 五岁以下的死亡率
和儿童期的死亡原
因 

非专利药物的可得
性和价格 

计划生育： 
避孕措施的使用 

紧急情况和危机中
的营养损耗 

紧急情况和危机中
的死亡率 

 艾滋病毒/艾滋病：
预防艾滋病毒母婴
传播和提供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 

烟草使用的流行 艾滋病毒感染、结核
和精神疾患：发病率/
患病率/后果 

 结核：直接督导下的
短程化疗的成功率 

有害使用酒精 疾病负担：期望健康
寿命、环境危险、非
传染病、精神疾患 

 疟疾：使用蚊帐、间
歇性预防治疗、室内
喷洒刹虫剂 

  

 急性儿童期疾病和
慢性病的治疗覆盖
率 

  

 

                                                 
1 原作为文件 A60/6 表 1 发布。 
2 须酌情应用下述衡平因素：性别(财富、社会、空间、年龄)；社会经济(贫困、种族、教育、边缘化)；年龄(儿

童、青少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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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千年发展目标 (MDGs) 

目标和具体目标 
（来自《千年宣言》） 进展监测指标 

目标 1：消除极端贫穷与饥饿 

具体目标 1.C：1990 年至 2015 年间，将挨饿人口的

比例减半 
 

1.8 5 岁以下儿童中体重不达标的比例 

1.9 低于最低食物能量摄取标准的人口比例 

目标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具体目标 4.A： 1990 年至 2015 年间，将五岁以下儿

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4.1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4.2 婴儿死亡率 

4.3 接种麻疹疫苗的 1 岁儿童的比例 

目标 5：改善产妇保健  

具体目标 5.A：1990 年至 2015 年间，将产妇死亡率

降低四分之三 
 

5.1 产妇死亡率 

5.2 由卫生技术人员接生的新生儿比例 

具体目标 5.B：到 2015 年普遍享有生殖保健 5.3 避孕普及率 

5.4 青少年生育率 

5.5 产前护理覆盖率（至少接受过 1 次及至少接受过４次

产前护理） 

5.6 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要 

目标 6：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做斗争

具体目标 6.A：到 2015 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

毒/艾滋病的蔓延 
6.1 15 至 24 岁人口艾滋病毒感染率 

6.2 最近一次高风险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的比例 

6.3 15 至 24 岁人群中全面正确了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

人口比例 

6.4 10 至 14 岁孤儿与非孤儿入学人数比 

具体目标 6.B：到 2010 年向所有需要者普遍提供艾

滋病病毒/艾滋病治疗 
6.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可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重

度感染者的比例 

具体目标 6.C：到 2015 年遏制并开始扭转疟疾和其

他主要疾病的发病率增长 
  
  
  
  

6.6 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 

6.7 5 岁以下儿童中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睡觉的人口

比例 

6.8 5 岁以下发烧儿童中得到适当治疟疾药物治疗的人口

比例 

6.9 肺结核发病率、流行率和死亡率 

6.10 采用短期直接观察处置疗法发现并治愈的肺结核患

者比例 

                                                 
1 基于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官方一览表（2008 年 1 月 15 日起执行），可于

http://mdgs.un.org/unsd/mdg/Host.aspx?Content=Indicators/OfficialList.htm在线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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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具体目标 7.A：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方

案；扭转环境资源的流失 
 
 
 

7.1 森林覆盖率 

7.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 1 美元国内生产总

值(购买力平价)排放量 

7.3 臭氧消耗物质的消费量 

7.4 在安全生态环境范围内的鱼类资源比例 

7.5 水资源总量使用率 

具体目标 7.C：到 2015 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

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 
7.8 使用改善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 

7.9 使用改善的公共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 

目标 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具体目标 8.E：与制药公司合作，在发展中国家提供

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 
8.13 可持续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的人口比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