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A60/2 
临时议程项目 2 2007 年 3 月 29 日 
 
 
 
 

 

执行委员会第 118、119 和 120 届会议的报告 

 

1. 执行委员会于 2006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召开其第 118 届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召开其第 119 届会议，并于 2007 年 1 月 22 日至 29 日召开其第 120 届会议。
以下为主要结果的报告。 

第 118 届会议（2006 年 5 月 29-31 日） 

2. 在李博士不幸去世以及执行委员会在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召开特别会议
之后，执委会审议了加速选举本组织下任总干事的程序的办法并通过了 EB118.R2 号决
议，该项决议决定了某些程序措施，包括召集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它还要求审查
涉及副总干事职位的事项以及确保总干事一职在区域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3. 执委会委员们欢迎关于控制利什曼病的报告并通过了 EB118.R3 号决议，该项决议
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供通过。 

4. 关于地中海贫血和其它血红蛋白病的讨论使能交流经验和反映本组织工作的技术
性质。执委会通过了 EB118.R1 号决议，该项决议也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供通过。 

5. 委员们强调了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卫生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并通过了 EB118.R4

号决议，该项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建议供通过。 

6. 在相当多的讨论之后，执委会通过了 EB118.R5 号决议，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
但需经联合国大会认可国际公务制度委员会建议的总框架（见下文第 29 段）。 

7. 在广泛讨论之后，执委会同意将实施世卫组织药物战略关于药物的合理使用方面的
进展推迟至其 2007 年 1 月会议进一步审议（见下文第 20 段）。委员们同意对基本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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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这一复杂事项及已提交的决议草案采取类似行动，并要求提交一份经修订和扩充的
报告供进一步审议（见下文第 21 段）。 

8. 执委会认可了关于战略性资源调拨的报告内容并注意到关于减少砷以保地下水安
全，电子卫生保健方面的标准化术语，实施关于残疾，包括预防、管理和康复的
WHA58.23 号决议方面的进展以及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的其它报告。 

第 119 届会议（2006 年 11 月 6-8 日） 

9. 召开执委会会议的唯一目的是考虑提名一名人选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根
据《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七条举行半公开会议，委员们首先确定了一份 5 名候选人
的最后候选人名单，然后在面试和无记名投票过程之后，执委会宣布提名陈冯富珍博士。
执委会通过了 EB119.R1 号决议，将此提名提交世界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以及
EB119.R2 号决议，在向卫生大会建议的一项决议中建议任期和聘任条件。 

10. 它还通过了 EB119.R3 号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纪念已故李博士对世卫
组织的工作所做的贡献，以及 EB119.R4 号决议，向代理总干事表示感谢。 

第 120 届会议（2007 年 1 月 22-29 日） 

11. 在前代理总干事概述前 8 个月期间的工作之后，总干事概述了其未来重点。她确定
了卫生发展和卫生安全为基本卫生需求，加强卫生系统和使用更有力的证据制定战略和
衡量成果作为战略性需求，以及依靠实施伙伴和改进组织绩效作为业务性需要。世卫组
织工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将以其对人民，尤其是妇女和非洲人民的影响进行衡量。执委
会广泛支持总干事的 6 个重点，强调综合初级卫生保健措施和注重于改革。 

技术和卫生事项 

12. 委员们表明对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持续承诺，并且秘书处的决心得到了区域主任显示
的区域间合作所证明。执委会通过了 EB120.R1 号决议，该项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
决议，尤其敦促强化关于根除以及防止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输入和国际扩散的活动。 

13. 在几次会议讨论疟疾，包括建议设立世界防治疟疾日之后，执委会通过了
EB120.R16 号决议，该项决议包含一项决议，其中一个执行段落列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的选择性文本；正在将该项决议提交卫生大会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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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于结核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重叠以及结核杆菌耐药菌株的传播表达了极大关注。
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结核控制的进展和长期计划的 EB120.R3 号决议，其中向卫生大会建
议一项决议，尤其敦促会员国酌情宣布结核为一种卫生紧急情况并要求总干事紧急地加
强对受广泛耐药结核影响国家的支持。 

15. 许多委员报告了在防备 H5N1 型流感大流行和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方面
的进展。对药物、疫苗、病毒材料的不当使用以及甚至一些政府显示的防范工作方面疲
劳提出关切。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禽流感和大流行性流感的 EB120.R7 号决议，该项决议
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并且其中包括强调共享流感和序列数据的最佳做法。 

16. 在广泛讨论之后，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实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病全球战略的
EB120.R17 号决议。它向卫生大会建议的决议包括要求总干事编制一项设定重点、行动、
时限和绩效指标的行动计划。 

17. 若干会员国就口腔卫生的主题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执委会在讨论之后通过了修订文
本（EB120.R5 号决议），该项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尤其敦促会员国将口腔卫
生纳入非传染病综合预防和控制政策，并要求总干事提高对改善口腔卫生方面全球挑战
的认识和加强世卫组织在这一领域的技术领导作用。 

18. 在讨论卫生系统，包括必须对初级卫生保健注入新的活力之后，执委会通过了关于
卫生系统内急救系统的 EB120.R4 号决议。它向卫生大会建议的决议呼吁增加努力以加
强创伤医疗和急救，以及敦促会员国和要求总干事采取特定实际措施。 

19. 在 EB120.R6 号决议中，执委会建议，卫生大会应赞赏地注意到把性别分析和行动
纳入世卫组织工作的战略草案。总干事表示，将向卫生大会提交性别、妇女和卫生问题
方面的行动重点。 

20. 在关于药物的合理使用，包括更合适的儿童药物方面的进展的议程项目下，委员们
分别审议了两项决议草案。执委会通过了关于药物的合理使用的 EB120.R12 号决议，该
项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其中包含基本药物和抗菌素耐药性等方面。此外，它
通过了关于更合适的儿童药物的 EB120.R13 号决议，该项决议也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
议，尤其要求总干事促进制定儿童药物临床试验标准以及儿童药物制剂的质量和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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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执委会审议了从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及自己的第 118届会议推迟的一系列决议
草案。在延长讨论之后，它通过了 EB120.R21 号决议，该项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
议，尤其要求总干事为卫生技术的政策制定、需求评估和实施提供指导、工具和其它技
术支持。关于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执委会通过了 EB120.R8 号决议，该项
决议向卫生大会提交一项决议供其审议，其中包含委员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关于时间
和日期的文本。它还通过了关于全球化世界中的健康促进的 EB120.R14 号决议，该项决
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尤其敦促会员国增加在这一领域的投资，包括制定正确的
政策；文本还强调促进多部门措施。关于世卫组织在卫生研究中的作用和责任的
EB120.R15 号决议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建议，确定了一份会员国、总干事、卫生研究界
和所有利益攸关者的综合重点行动清单。 

22. 执委会审议了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的进展报告。在 2007

年 11 月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之前将举行广泛协商和以因特网为基础的公开听证会。 

23.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电子卫生保健标准化术语和世卫组织参加新建立的国际卫生术
语标准制定组织统一委员会的报告。它还注意到关于传统医学对公共卫生的贡献范畴内
古柯叶的报告，推迟进一步讨论，直至已有关于这一问题计划的研究结果，以及关于健
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报告。执委会注意到就工人健康行动计划提出的一项决议
草案，条件是，在向本届卫生大会提交修订的文件和决议草案之前秘书处将与会员国进
一步协商。 

通报事项 

24. 执委会注意到关于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的报告。它还注意到以往决议要求的报
告，包括在下列领域取得的进展：加强积极和健康的老龄化，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
卫生问题，应急准备和反应，世卫组织实施改进多边机构和国际捐助者防治艾滋病工作
协调问题全球工作队的建议，《国际暴力与健康报告》：实施建议，卫生计量系统网络，
预防和控制癌症：宫颈癌，以及降低麻疹死亡率。 

规划和预算事项 

25. 执委会委员们广泛支持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草案提出的举措。他们就特定
战略目标提出的意见和要点将在修订向卫生大会提交的文件时予以考虑。执委会还审议
了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方案，在将文件提交卫生大会之前总干事将就此与会员国进行
进一步协商并将包括实施基本建设总计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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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事项 

26. 执委会通过了关于 2008-2009 年摊款比额表的 EB120.R18 号决议，该项决议向卫生
大会建议一项决议，注意到它是由 2006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采用的最新比额表产生。它
还注意到关于评定会费征收状况的报告。 

27. 在 EB120.R9 号决议中，执委会确认《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并向卫生
大会建议一项决议，认可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职员配备事项 

28. 执委会通过了 EB120.R2 号决议中，再次任命 Hussein A. Genzairy 博士为东地中海
区域主任。 

29. 在 EB120.R10 号决议中，执委会确认涉及工作人员薪酬、教育补助金、各种假以及
其它事项的《职员细则》修订款。它还通过了 EB120.R11 号决议，就总干事、副总干事、
区域主任和助理总干事的薪酬向卫生大会建议一项决议草案。根据联合国大会确认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总框架（上文第 6 段），它以 EB120(1)号决定确认执委会在其第 118

届会议上批准的《职员细则》修订款。它还注意到人力资源年度报告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报告。 

30. 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审查由执委会特别会议和第 118 届会议产生
的事项的 EB120.R19 号决议，同意就执委会评估总干事一职候选人的程序和在世卫组织
网站上张贴候选人的资料作出某些澄清。执委会要求就总干事职位的地域轮换问题以及
任命一名副总干事的条件向其下一届会议提交报告。 

31. 委员们重申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必要性并注意到有关报告。将定期向执委会报告试点
项目取得的进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 

32. 在审议了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执委会通过了 EB120.R20 号决议，
涉及 10 个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地位，并且在审查了三分之一有正式关系
的所有此类组织之后，它同意在 EB120(2)号决定中确定的一系列行动。在 EB120(3)号
决定中，它还决定为便利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工
作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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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 EB120(10)号决定中，委员们通过了修订的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并
且以 EB120(11)号决定同意执行委员会第 121 届会议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日内
瓦世卫组织总部举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