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Ш®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Draft) A49/44 

1996年5月25日 

乙委员会第四份报告 

( 草 案 ） 

乙委员会在OUve Shisana博士（南非）主持下于19%年5月24日举行了第七次 

和第八次会议。 

委员会决定建议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涉及下列议程项目的决议： 

21.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及对全球变化的反应 

21.1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及对全球变化的反应：改革进展报告 

一项决议 

29.阿拉伯被占领土（包括E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卫生状况及对他们的援助 

一项决议 

30.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30.2协调地落实和实施国际会议的行动计划 

一项决议，题为：预防暴力：公共卫生重点 

30.3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WHA47.27和WHA48.24号决议） 

一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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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Ш1А48.30号决议） 

一项决议 

30.5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对特定国家的卫生援助 

一项决议 

31.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修订《条例》 

一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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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1 . 1 

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及对全球变化的反应 

改革进展报告 

(人事政策）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第四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HA48. 15号决议； 

审议了文件А49/11中总干事的报告； 

还审议了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变化反应建议的EB97. R2号决议； 

忆及执行委员会EB92.R2号决议，该决议強调职员的技术能力、职业发展和轮换的 

重要性； 

认识到本组织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需要方面面临的挑战； 

决心将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滲透到本组织各级和所有区域，并使其成为世界卫生组 

织管理文化的组成部分； 

相信世界卫生组织的职员是其最重要的资源，有效的人事政策对改革的有效实施至 

为基本， 

1，注意到所取得的进展； 

2.要求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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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确保釆取紧迫措施，制定融合EB97. R2的建议并与联合国共同系统相一致 

的世界卫生组织新的人事政策，并将该政策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届 

会议审议； 

⑵确保对由人事政策发展小组开始的工作釆取进一步行动，制定将建议付诸 

实施的方案，并取得具体结果； 

⑶继续定期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遇 

到的任何障碍； 

⑷向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在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实施改革所取得的进展; 

3.要求区域主任定期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在其区域实施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 

任何障碍； 

4.要求执行委员会继续密切监测和鼓励改革的进展并就克服所遇障碍的措施向总 

干事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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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9 

阿拉伯被占领土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 

居民的卫生状况及对他们的援助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铭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中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确认各民族之健康 

为获致和平与安全之基本； 

忆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7年11月22日的242 (1967)号决议和1973年10 

月 2 2 日 的 3 3 8 (1973)号决议于1卯1年10月30日在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以 及 其 后 的 双 边 谈 判 ； 

表示希望中东有关各方间的和谈将会导致该地区公正和全面的和早； 

注意到以色列政府与fi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1卯3年9月13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 

盛顿筌署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声明，在1994年5月4日筌署开罗协议后开始实施原则 

声明并将卫生服务转交给巴勒斯坦当局，以及于19%年5月5日发起以色列与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之间谈判的最后阶段； 

強调有必要加快实施原则声明及其后的协议； 

认识到有必要对巴勒斯坦当局负责地区的E勒斯坦居民和阿拉伯被占领土的阿 

拉伯居民（包括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叙利亚人口）增加支持和卫生援助； 

认识到E勒斯坦人民将必须作出艰苦努力改善其卫生基础设施，并对以色列卫 

生部与巴勒斯坦卫生部间开始合作表示满意，同时強调卫生发展在和早和稳定的环 

境中会得到最佳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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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患者能从耶路撒冷卫生机构所有的卫生设施中受益； 

认识到需要向巴勒斯坦当局负责地区和被占领土包括戈兰的阿拉伯居民提供支 

持和卫生援助； 

业经审议总干事的报告
( 1 )
， 

1.表示希望和平会谈将能导致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 

2.表示希望fi勒斯坦人民承担其卫生服务责任后能自已实施卫生计划和项目，以 

便与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 

3.确认需要支持E勒斯坦当局在卫生领域的努力，使其能通过管理自已的事务和 

监督其卫生服务，发展能满足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的自已的卫生系统； 

4.敦促各会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组织提供迅速和慷慨的援助， 

以实现a勒斯坦人民的卫生发展； 

5.感谢总干事所做的努力并要求他： 

(1)与会员国合作釆取紧急步骤以支持巴勒斯坦当局卫生部为克服当前困难， 

特别是为保障患者、卫生工作者和急救服务的自由通行，以及向E勒斯坦医疗 

设施包括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医疗设施正常提供医疗用品所作的努力； 

⑵为在过渡时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卫生规划和项目，继续提供必要的技术 

援助； 

⑶釆取必要步骤和保持所需联系，以便从各种来源包括预算外来源获取资助, 

从而在过渡时期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紧迫卫生需要； 

⑴ A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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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继续努力实施特别卫生援助规划，使其结合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卫生计划， 

适应巴勒斯坦人民的卫生需要； 

(5)加强卫生组织总部负责巴勒斯坦人民卫生的组织部门，并继续提供卫生援 

助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卫生状况； 

(6)向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实施情况； 

6.向所有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感谢，并吁请他们提供援助以满 

足Й勒斯坦人民的卫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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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0 . 2 

预防暴力：公共卫生重点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极其关切地注意到世界范围内影响各年龄组和不同性别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和儿 

童故意伤害事件的急剧增加； 

赞同杜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的号召，即要求釆取和实施具体政策及公 

共卫生和社会服务规划，以顼防社会暴力并减轻其影响； 

赞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的紧急解决对妇女与女 

孩暴力问题及了解其对健康影响的建议； 

忆及联合国关于消灭对妇女暴力的宣言； 

注意到19%年第三届国际损伤预防与控制会议上通过的墨尔本宣言中科学界提 

出的号召，要求加強国际合作，以确保全世界公民的安全； 

认识到暴力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健康、心理和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近 

期和远期影响； 

认识到暴力对各地卫生保健服务日益严重的后果及其对国家和社区匮乏的卫生 

保健资源的有害影响； 

认识到卫生部门经常处于接触暴力受害者的前沿，并具备独特的技术能力，可 

利用在社区的特殊地位帮助有受害危险的人们； 

认识到卫生组织作为国际公共卫生工作的主要协调机构，有责任领导和指 

导各会员国发展公共卫生规划，以预防施加于自已和他人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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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告暴力是全世界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2.敦促会员国评价其本国的暴力问题并将其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及对此釆取的做 

法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 

3.要求总干事在可利用资源内发起解决暴力问题的公共卫生活动，以便： 

(1)鉴别不同类型的暴力特征，确定其规模，评价暴力的原因和对公共卫生的 

影响，并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 

⑵评价预防暴力和减轻其影响的措施和规划的类型和效果，特别注意以社区 

为基础的活动； 

⑶促进国际和国家两级的活动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如下步骤： 

(a)提高对暴力后果的认识，改进报告和管理； 

(b)促进更多部门间参与预防和管理暴力； 

(c)促进对暴力的研究，将其作为公共卫生研究的重点； 

(d)制定并散发在世界各个国家、州和社区预防暴力规划的建议； 

⑷确保卫生组织适宜的技术规划协调和积极参与； 

(5)加强本组织与政府、地方当局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在计划、实施及检查 

预防和减轻暴力规划方面的合作； 

4.进一步要求总干事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描述迄今所取 

得的进展，并为对预防暴力釆取有科学依据的公共卫生措施的进展提出一项行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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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0 . 3 

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WHA47. 27号决议和第四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WHA48. 24 

号决议所确认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规划和实施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目标方面的作用; 

进一步忆及联合国大会第50/157号决议，该决议通过了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 

年的规划活动。决议建议“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以 

及社区和私人企业应该对有利于土著杜区的发展活动给子特殊的重视”，并旦联合 

国系统应该针对土著人民的各项事务在所有适当组织中建立归口单位，联合国系统 

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应与土著人民合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为“十年”制订行动 

规划； 

铭记泛美卫生组织为土著人民所釆取的卫生举措； 

注意到A49/27号文件； 

欢迎总干事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指定了一个归口单位， 

要求总干事： 

1.加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归口单位； 

2.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与各国政府和土著人民组织协商制订的 

“十年”全面行动规划，该行动规划由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和区域各级执行，以实现 

«十年”的各项卫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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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0 . 4 

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查了总干事关于全球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战略实施⑴和关于建立联合国HIV/ 

艾滋病联合规划进展⑵的两份报告； 

忆及关于新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HIV/艾滋病的WHA40.26、WHA41.24、WHA 

42.33、WHA42.34、WHA43.10、WHA45.35、WHA48. 30及联合国大会46/203号决议； 

注意到各区域委员会对HIV/艾滋病的意见和建议及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 

划的建立； 

注意到在与HIV/艾滋病斗争中需要发展新的募集资源机制以支持国家， 

1.关切地注意到，HIV/艾滋病的流行及早行和相关的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的影响正 

在日益扩大和日趋严重，致使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冲击到卫 

生服务设旅的工作； 

2.赞赏卫生组织通过全球艾滋病规划从其建立之日起在动员、指导和协调预防HIV 

/艾滋病活动，关心和支持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及促进和协调研究活动中所起 

的关键领导作用； 

3.认识到全球艾滋病规划的职员们为在全球和国家对付HIV/艾滋病流行和性传播 

疾病的流行而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作出的非凡贡献，并对这一工作表示赞赏； 

⑴文件 A 4 9 / 4，第 I X部分。 

⑵文件 A 4 9 / 2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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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满意地注意到，根据WHA48.30号决议，为建立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达成 

的谅解备忘录； 

5 .认可： 

(a)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为联合规划的规划协调委员会组成规定的程式； 

(b)关于就今后在会员国中选举规划协调委员会的机制进行进一步协商的建议; 

(c)总干事报告中陈述的规划协调委员会的职能⑴； 

6.敦促各会员国： 

(a)对国家艾滋病防护工作继续给子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并在与联合规划和共 

同发起组织合作中使卫生部发挥领导作用； 

(b)确保在顸防和治疗两方面扩大国家对HIV/艾滋病和性播传疾病的反应能 

力，并监测相关卫生问题； 

(c)确保在所有工作环境中促进和保持对卫生工作者的最大保护措施； 

(d)与联合规划及其共同发起组织一起，加強对流行的监测，并加強国家HIV 

/艾滋病/性传播疾病规划的发展、计划和资源募集； 

(e)通过积极参加规划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对联合规划的管理提供支持； 

7.要求总干事： 

(a)保证支持会员国针对HIV/艾滋疬及性传播疾病作出的反应，办法是在卫 

生组织内保持对相关卫生问题作出反应的強大技术能力； 

⑴ A49/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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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就卫生组织的卫生政策、规章和战略向联合规划提供技术指导，并促进 

联合规划与卫生组织有关规划和司的合作； 

(C)尽可能促使联合规划的具体政策、规章和战略纳入卫生组织全球、区域 

和国家级活动； 

(d)在为HIV/艾滋病活动募集资源的各个方面进行合作，包括（i)参加与 

联合规划及其共同发起者联合进行的集资活动；及G Í)与卫生部密切合作， 

加强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参加国家级控制HIV/艾滋病集资呼吁的能力； 

(e)保证卫生大会定期收到联合规划起草的活动报告； 

(f)向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报告发展和实施卫生組织HIV/艾滋病及性传播 

疾病相关活动总体战略的情况，包括⑴对会员国提供的支持；（ii)在适 

宜的情况下将活动纳入卫生组织各级规划；（iH)卫生组织向联合规划提供支 

持；以及（iV)第7(d)段所述的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的合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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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0 . 5 

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对特定国家的卫生援助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并确认以往卫生大会关于对特定国家卫生援助的决议，最近的一项为WHA 

48.31号决议，其中提及以前的WHA44.37号决议（对黎E嫩的医药卫生援助）；WHA 

44. 38号决议（对塞浦路斯准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卫生援助）；ША44. 39号决议（对 

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援助）；WHA44.40号决议（重建并发展纳米比亚的卫生部门）； 

以及WHA44. 43号决议（对索马里的医疗卫生援助）； 

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遭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并注意到随后提交 

供卫生大会期间讨论的众多报告；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关于“加强协调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46/182号决议； 

忆及关于卫生大会工作方法的WHA35.1号决议，其中提请注意最好能在区域级 

对涉及具体国家的所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之后才将这些项目提交卫生大会，还忆及 

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EM/RC39/R.11号决议）， 

1.表示赞赏总干事不断努力加强本组织及时和有效地对特定国家紧急情况作出反 

应的能力； 

2.敦促总干事继续高度重视上述决议中提及的国家并把卫生组织在备灾和人道主 

义援助方面的这些及其它努力与联合国系统的人道主义事务规划协调起来，其中包 

括顸算外资源的筹集； 

3.要求总干事向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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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A49/44 

议程项目 3 1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修订《条例》 

第四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决定将《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条例》第4. 23项条款修订如下： 

4. 23总干事应就执委会上届会议以来召开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向执行委 

员会提交一份报告。报告应包括对专家委员会报告涉及间题的看法及他 

对釆取后继行动的建议，各专家委员会建议的正文随附于后。执行委员 

会应审议总干事提交的报告并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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