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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一个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 
和协调问题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 

秘书处的报告 

1. 在 2010 年 5 月，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WHA63.28 号决议，涉及设立一
个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WHA63.28 号决议尤其在
执行段落 2（4）中要求总干事与区域委员会磋商以实现性别平衡以及技术能力和专长
的多样性，之后请会员国和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名专家。提名人选的详细情况
将通过各区域主任提交总干事。决议进一步要求总干事制定一份包括各区域主任提交
的所有人选的专家名单，根据专家名单并考虑到以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为依据的区域代
表性、性别平衡和专长多样性问题，就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成员组成向执行委员会
提交建议供其批准。 

2. 据此，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向会员国和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即欧洲联
盟，寄发了一份普通照会，邀请它们为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提名专家。该普通照会包
括应为每份提名填写的表格，并提请注意，所有提名应通过区域办事处发送。 

3. 此外，在 2010 年 7 月 1 日，总干事向所有区域主任致函，忆及设立磋商性专家工
作小组的程序，尤其是关于提名过程，并要求在所有区域办事处建立区域归口单位。 

4. 各区域委员会进行磋商之后，由区域主任总共提交了 79 名人选。根据 WHA63.28
号决议，秘书处制定了一份包括提交的所有人选的专家名单。 

5. 根据该名单并考虑到以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为依据的区域代表性、性别平衡和专长
多样性问题，总干事确定了 21 人的短名单。短名单体现执行委员会的区域组成情况，
包括非洲区域办事处的四名人选，美洲区域办事处的四名人选，东南亚区域办事处的
三名人选，欧洲区域办事处的四名人选，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的三名人选，以及西太
平洋区域办事处的三名人选。短名单包括妇女，占总人数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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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干事因此提出以下名单供执行委员会批准： 

 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姓名 性别 目前职务/专长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1. 几内亚 Loua, Kovana 
Marcel 先生 

男  几内亚共和国国立公共

卫生研究所所长 

 专长领域：公共卫生、

卫生政策、卫生研究 

2. 马达加斯加 
 

Rakotomanga, 
Jean de Dieu 
Marie 先生 

男  卫生部秘书长 

 专长领域：以流行病学

为专长的公共卫生、研

究 

3. 南非 Mayosi, Bongani 
Mawethu 先生 

男  Groote Schuur 医院和开

普敦大学医学系教授和

主任 

 专长领域：流行病学和

临床研究 

4. 乌干达 Okware, Samuel 
Ikwaras 先生 

男  恩德培乌干达国家卫生

研究组织主任 

 专长领域：公共卫生、

流行病学和传染病控制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 

5. 阿根廷 Correa, Carlos 
Maria 先生 

男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工

业产权和经济法律跨学

科研究中心主任 

 专长领域：知识产权法

律和政策、公共卫生、

发展和技术转让 

6. 巴西 Chamas, Claudia 
Inês 女士 

女  联邦里约热内卢大学经

济学院与 Fiocruz 合办的

公共政策、战略与发展

硕士和博士规划的创

新、知识产权和规划发

展重点领域协调员 

 专长领域：创新政策和

经济、知识产权和公共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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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姓名 性别 目前职务/专长 

7. 加拿大 Morgan, Steven 
George 先生 

男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口

和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专长领域：药品政策、

卫生经济学、卫生政

策、行业组织 

8. 美利坚合众国 Hanson, Christy
女士 

女  美国国际开发署传染病

司公共卫生高级顾问 

 专长领域：公共卫生、

抗菌素耐药性、监测和

传染病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9. 印度尼西亚 Trisnantoro, 
Laksono 先生 

男  加札马达大学卫生政策
和管理研究生规划主任 

 专长领域：卫生政策和
管理、卫生筹资 

10. 斯里兰卡 Rannan-Eliya, 
Ravindra Prasan
先生 

男  斯里兰卡科伦坡卫生政
策研究所所长 

 专长领域：研究、卫生
系统、卫生筹资和政策 

11. 泰国 Durongkaveroj, 
Pichet 先生 

男  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和
创新政策局局长 

 专长领域：科学、技术
和创新政策、教育政策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12. 芬兰 Koivusalo, Meri 
Tuulikki 女士 

女  芬兰国家福利和卫生研
究与发展中心高级研究
员 

 专长领域：国际卫生政
策、卫生系统的组织和
筹资 

13. 挪威 Røttingen, John 
Arne 先生 

男  奥斯陆大学医学部卫生
和社会学院卫生管理和
卫生经济学系卫生政策
兼职教授 

 专长领域：研究政策、
卫生服务研究、卫生技
术评估、生物医学、传
染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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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姓名 性别 目前职务/专长 

14. 瑞士 Herrling, Paul 
Linus 先生 

男  诺华制药公司诺华发展

中世界医药研究所所长 

 专长领域；研究、卫生

筹资、热带病 

15. 欧洲联盟 Jahn, Albrecht 先
生 

男  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公共卫生教授 

 专长领域：研究筹资、

管理和卫生政策、全球

和公共卫生、传染病控

制、孕产妇和儿童健康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1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alekafzali, 
Hossein 先生 

男  卫生和医学教育部原主

管研究和技术的副部长 

 专长领域：公共卫生、

研究、流行病学、生物

统计学 

17. 黎巴嫩 Harb, Hilda 女士 女  贝鲁特公共卫生部统计

司司长 

 专长领域：生物统计

学、生殖卫生和卫生政

策 

18. 摩洛哥 El Aouad 
Berrada, Rajae 
Hossein 女士 

女  皇家战略研究所指导委

员会成员 

 专长领域：免疫学、公

共卫生政策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19. 中国 刘培龙先生 男  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

高级顾问 

 专长领域：公共卫生、

卫生领域内的国际合

作、卫生筹资 

20. 日本 Uemura, Shozo
先生 

男  Aoyama and Partners 律

师事务所副总裁兼东京

办事处经理 

 专长领域：国际专利法

和国际专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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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姓名 性别 目前职务/专长 

21. 菲律宾 Lagrada, Leizel
女士 

女  卫生政策发展和计划局

卫生计划司司长 

 专长领域：公共卫生管

理、卫生筹资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7.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并要求其审议提出供其批准的专家名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