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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Draft) A50/31 

1997年5月9曰 

乙委员会第二份报告 

(草案） 

乙委员会在S.R.Simkhada博士（尼泊尔）主持下于1997年5月8日举行了第三次 

和第四次会议。 

委员会决定建议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的涉及下列议程项目的决议和 

决定： 

27.联合国系统内及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2 7 . 2环境问题 

两项决议，题为： 

一促进化学品安全并特别注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一保护海洋环境 

29.人事事项 

29.1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职员的招聘 

两项决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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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职员的招聘：地域代表性 

一妇女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中的雇用和参与 

29.2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不叙级职位和总干事的薪酬 

一项决议 

31.卫生大会的工作方法 

一项决议 

30.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任命参加世界卫生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 

员会的代表 

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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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7 . 2 

促进化学品安全并特别注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报告； 

忆及关于评价化学品对健康影响的WHA30. 47、WHA31. 28和EB63. R19号决议， 

以及关于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的EB73.R10和WHA45.32号决议； 

注意到总干事在19%年5月建立了化学品健全管理指导委员会，以协调与 

化学品安全有关的活动； 

注意到19%年更新了环境规划署、劳工组织和卫生组织关子国际化学品安 

全规划协作的谅解备忘录； 

注意到为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旨在改善化学品健全管理国际合作的 

呼吁，1995年成立了由六个组织(环境规划署、劳工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 

织、工发组织及经合组织)参加的化学品健全管理组织间规划，卫生组织为行 

政管理组织； 

注意到为响应环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以及WHA46. 20号决议，1994年成立了 

一个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卫生组织为其东道主机构， 

1.认可总干事报告中所舍的政府同化学品安全论坛提交给卫生大会的关子持 

夂性有机污染物的建议； 

2 .呼吁会员国： 

(1)使有关卫生官员参与国家努力，以对环境规划署和卫生组织理事机构 

有关目前确定的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决定釆取后续行动并子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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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确保把科学地评估对健康和环境的危险性作为化学品危险性管理的基 

础； 

⑶继续努力建立或加强国家化学品安全协调机制，使其包括所有的负责 

当局以及有关的非政府组轵； 

⑷釆取步骤，通过依照卫生组织指导原则促进害虫综合管理方法，及通 

过支持开发和调整疾病媒介控制有效的替代方法，减少媒介疾病控制中对 

杀虫剂的依赖； 

(5)建立或加强政府机制，以提供所有媒介物特别是食物中化学品污染物 

水平和来源，以及人群接触水平的情报； 

(6)确保只为公共卫生目的由政府授权使用滴滴涕，而且在这些情况下， 

这类使用局限子政府批准的釆取综合措施的规划，并采取有力步骤确保滴 

滴涕不转移到私立部门的实体； 

(7)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协作，振兴培训和提高公众意识的措施，以预 

防化学品，特别是杀虫剂造成的中毒： 

3 .要求总干事： 

⑴积极参与政府间目前确定的持夂性有机污染物协商委员会、有法律约 

束力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文书的起草工作以及其他有关需要卫生技术知识 

的问题的政府间会议，特别是有关杀虫剂用子媒介控制的会议，以确保有 

关有害化学品的国际承诺现实和有效，并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⑵支持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媒介疾病控制综合方法的研究，包插世界卫 

生组织适当的合作中心参与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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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继续支持加快和扩展卫生组织评估化学品危险性的活动，依此作为国 

家做出管理决策的根据，这些活动包括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关子食品添加 

剂和污染物议及兽药残留物和关子杀虫剂残留物联合规划； 

(4)与会员国合作，利用现代技术促进化学品的情报交流，尤其是核对和 

提供发展中国家关子人体接触、中毒发生率和其他不良健康影响方面可靠 

又可比的数据，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类数据； 

(5)釆取必要的步骤，加强卫生组织在开展危险性评佶作为解决新出现重 

点间题的基础方面，以及在促进和协调相关研究，如关于接触化学品潜在 

的内分泌相关健康影响，和关子与癌症及生殖、神经和免疫疾患的可能因 

果关联的研究方面的领导； 

(6)与化学品健全管理组织间规划的参加者及其他组织协作，继续努力加 

强与会员国的技术合作，以确定他们的能力建设需求及实施化学品危险性 

管理规划； 

(7)向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报告卫生大会的讨论结果； 

©)向今后的卫生大会报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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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7 . 2 

«海洋环境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1卯5年10月23В至11月3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行的通过保护 

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的政府间会议的成功结论； 

考虑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实旅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 

的体制安排的51/189考决议； 

強调会员国有必要为在国家级以及酌情在区域和国际级实施全球行动纲领 

釆取必要措施； 

对由陆地污染源造成的海洋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危险表示关切， 

1.赞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华盛顿宣言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 

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因为它们涉及保护人类健康； 

2 .敦促会员国： 

(1)支持从总体上及从公共卫生方面实施全球行动纲领； 

⑵参与为实旅全球行动纲領面发展资料中心机制，特别是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领导发展污水方面情报资料中心机制的努力； 

(3)探索为建立和保持资料中心机制面提供补充财政资源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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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总干事： 

⑴寻求预算外财政资源以使本组织廣行其在实施全球行动纲领方面所分 

配的职责； 

⑵在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带头发展作为污染海洋环境主要陆地源的污水 

方面情报资料中心机制•， 

⑶支持实施全球行动纲领有关环境卫生的事项； 

⑷在实施全球行动纲领方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他有关国际組织合 

作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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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9 .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职员的招聘：地域代表性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总干事关于招聘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职员的报告和建议及执行委员会 

对此闽题的观点； 

忆及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以前有关同一议题的决议， 后一个是WHA48. 

28号决议； 

注意到招聘无额和缺额国家及低子理想幅度中点国家的国民尚未达到60% 

的指标•， 

重申招聘职员的首要考虑仍是《人事条例》第4. 2，4. 3和4 .條体现的原则， 

1.决定在1999年9月前这一时期保持该项指标，即将按地域分配的专业类和 

更高级别职位的全部空缺的60%用于招聘无额和缺额国家及低子幅度中点国家 

的国民； 

2.吁请总干事和区域主任全力以赴，继续改善地域代表性； 

3.要求总干事将用于计算的职位数目修定为1450，以修改计算理想幅度的方 

法； 

4.进一步要求总干事于2000年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职员的招 

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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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9 . 1 

妇女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中的雇用和参与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WHA48. 28和WHA49. 9号决议； 

注意到19%年9月时关子妇女占世界卫生组织人员固定编制的比例以及按 

等级分布的情况；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于1994年12月23曰在其第49/167号决议中认可的战略 

性行动计划（1995—2000年〉⑴确立了2000年达到男女对等的总目标，并于19 

97年在决策层职位中（D1及其以上）达到25%的指标； 

认识到妇女还可作为临时顾问、顾问及在科学技术咨询小组参与世界卫生 

组织工作； 

认识到男女早衡的人员队伍对本组织工作可有额外的价值； 

1.呼吁把妇女在世界卫生组织专业职类中代表性的具体目标增至50% ； 

2.呼吁到2002年将妇女占专业类新任命及妇女作为临时顾问、顾间和在科学技术 

咨询小组中的代表确定为50%的目标； 

⑴见联合国大会文件A/49/587，第IV部分：“在秘书处提高妇女地位的战 

略性行动计划（1995—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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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烈敦促会员国通过确认更多的女性候选人和定期提交女性候选人名单以及通 

过鼓励妇女求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增加妇女在专业类职位中所占百分比的 

战略和努力； 

4 .要求总干事和各区域主任： 

⑴确保完全和紧迫地实施总干事报告中概述的行动； 

⑵提高雇用妇女的 低限度阈值； 

⑶为妇女作为临时顾问、顾问及在科学技术咨询小组中的参与确定 低额； 

⑷每年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增加妇女在专业职类、临时顾问、顾问及科学技术 

咨询小组中代表性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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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9 . 2 

不叙级职位和总干事的薪酬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关于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薪酬的建议， 

1.确定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职位的工资在缴纳薪金税前为每年129 524美元， 

因而净工资为％ 855美元（有受抚养人者）或82 245美元（单身者）； 

2.确定副总干事职位的工资在缴纳薪金税前为每年142 546美元，因而净工资 

为99 059美元（有受抚养人者）或89 069美元（单身者）； 

3.确定总干事的工资在缴纳薪金税前为每年175 344美元，因而净工资为 

119 722美元（有受抚养人者）或106 255美元（单身者）； 

4.决定对薪酬的这些调整从1997年1月1日起生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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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1 

卫生大会的工作方法及其《议事规则》的拟议修正案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业经审议总干事关于卫生大会工作方法的报告； 

忆及关于安排在全体会议上对执行委员会和总干事报告开展一般性讨论的 

WHA20.2号决议，光其涉及此类讨论重点的EB71.R3号决议，尤其涉及执行委员 

会拟订卫生大会例会临时议程的WHA32. 36号决议以及尤其涉及卫生大会开幕式 

的WHA36. 16咢决议； 

还忆及第四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关于把资源从理事机构转援到重点规划的 

决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缩短卫生大会会期的必要性； 

注意到19% —1999年财务期拟议规划预算及其中所包含的关于卫生大会会 

议的条款， 

1.批准为全体会议上幵展关子执行委员会报告和《世界卫生报告》（结合总 

干事的年度报告）的讨论作如下安排： 

⑴要求各位代表在此类讨论中把发言限制在五分钟之内； 

⑵希望提交书面发言稿以载入全体会议逐字记录的代表所提交的稿件不 

得超过600个单词； 

⑶发言应围绕《世界卫生报告》的主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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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定： 

(D在拟订每届卫生大会临时议程的时候，执行委员会应通常仅在卫生大 

会不对双年度拟议规媢顼算进行全面审议的年度中把单个技术规划项目作 

为独立的项目列入卫生大会议程，从面使此类技术项目获得更多的时间； 

⑵从今以后，卫生大会以往决议中要求总干事在预算年中提交的技术规 

划项目报告应在非预算年提交； 

3.还决定，卫生大会开幕式应在开幕之日于10:00举行，随后举行提名委员 

会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和会务委员会会议，以便使第三次全体会议能尽早在 

开幕之日举行； 

4.进一步决定修正《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二十五和一〇一条，修 

正后的条款如下： 

第二十四条 

卫生大会的提名委员会应由二+五个会员国的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 

每届例会开始时，主席应向卫生大会提交提名委员会的二十四个会员国 

(另外还有作为当然委员的主席）的组成名单。任何会员国均可在此名单上增 

提人选。经增补名单，按选举条例进行票选。 

卫生大会主席应主接摄名委员会的会议。主席可指定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 

代替他以委员的身屯席一次会i义或部分会i义。 

提名委员会的会议应秘密举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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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提名委员会参照地区均衡分布、个人经验及才能，建议：（1)卫生大会由代 

表中提出担任卫生大会主席及五名副主席、各主要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及按第 

三十一条规定选举会务委员会委员•’⑵按第三十四条规定成立的各主要委员会， 

由代表中提出担任副主席及报告员的人选。大会主席应提女上述人选的初步建 

议名单供播名委员会审议。委员会的饪何委员均可在此名单上増揚人选。经增 

补名单，委员会应按第八+各规定决定人选名单，即时分别通知卫生女会或容 

主要委员会。 

第一〇一条 

卫生大会每届例会开始时，大会主席应要求会员国中凡愿对年度选举有权 

指派一人为执委会委员的会员国提出建议者，向会务委员会提交建议。建议应 

子大会主席按水各宣布后二+四小时内,送达会务委员会主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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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项 目 3 0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任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任命瑞士代表Beat Andreas Roos教授担任世界卫生组 

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委员及阿曼代表A. J. M. Siüeimari博士担任该委员会候补委 

员，任期均为三年。汤加代表L.Malolo博士被任命替代S.Tapa博士，任期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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