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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卯4年1月25日 第九十三届会议 

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本文件包括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关子其审查执委会议程项目23. 1申请与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建 立 正 式 关 系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 内 部 文 件 — i l ) , 23.2 
审查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内部文件EB93/NG0/WP/1) 
及23.3审议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总政策（1991 一 1993年）（文件EB93/22)的 

报告。这些文件巳提供给执委会所有委员。委员会还收到一份关于世界医学会 

情况的口头报告。 

请执委会对本文件第VI部分中提出的常设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 

1.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于1明4年1月18日及20日举行会议。下列委员参加了 

会议：F. Chavez-Peon 博士 (F. Kumate 博士的候补委员），V. Devo 博士，P. Herzog 
女士’ P. Nymadawa 博士和 M. Violaki-Paraskeva 博士。P. Nymadawa 博士当选为 

主席。 

II.非政府组织关于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 

2.在这一项目下，常设委员会审查了 11个非政府组织的申请，这些申请见文件EB93 
/NGÛ/1至EB93,/NGÛ/il。在审查这些申请时，委员会是以指导卫生组织与非政 

府组织关系的原则为依据的⑴。重点放在确保非政府组织符合建立正式关系的标准, 

特别是主要职责领域属于卫生组织的职权范囷。关于某些申请，委员会对同兴趣过 

子狹窄地集中子医学专科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利弊展开了讨论。委员 

会注意的另一点是申请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委员会得知，执 

委会的正常做法是同代表“全世界相当一部分从事某项专业而组织起来的人员”的 

非政府组轵建立正式关系（《原则》第3.2段）。 

I .引言 

⑴《基本文件》，第三十九版，1992年，第71 — 76页。 



3.委员会注意到申请建立正式关系的11个非政府組织的下列情况，并向执行委员 

会提出如下建议。 

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文件EB93/NG0/1) 

4.委员会注意到该理事会是一个多学科組织，其在近70个国家的成员由具有控制 

碘缺乏病有关专长，如公共卫生，食盐生产，内分泌学，交流科学，营养，教育和 

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同卫生組织关系最大的目标和活动是到2000年消灭作 

为公共卫生问题的碘缺乏病工作。 

5.委员会注意到，同卫生组织的合作是长期的，许多联合活动是连续的。在过去 

二年间，就碘缺乏病各个方面联合举办了几次国际协商会。该理事会还与卫生组织 

和儿童基金会合作建立了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东地中海区域小组以及与中国 

卫生部建立一个特设国际工作小组。这些小组的定期会议有助于通过提供技术力量、 

监测进展和协助筹资发展国家抗碘缺乏病规划。今后活动的计划包括就建立一个 

“全球证实委员会”进行讨论，以评估在国家级朝着消灭碘缺乏病目标取得的进展。 

6.为因应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情况，卫生组织秘书处确认其赞赏这样一个广泛代表 

致力子碘缺乏病问题的个人的独立专家团体的存在。对卫生組织特别有价值的是动 

员该理事会广泛的会员网的能力以促进活动，光其是双边或区间活动。委员会特别 

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在国家级的显著参与。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組织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泌尿疾病协商会（文件EB93/NG0/2) 

7.委员会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及其前身国际良性前列腺增生协商会自20世纪80年 

代末以来一直与卫生组织协同工作，联合举行有关前列腺良性疾痼的医学和社会经 

济影响会议，虽然该非政府组织逐步将其活动扩大至其他泌尿疾病，包括癌症。其 

会员包括在23个国家的泌尿学家及某些医院和医学院校。 

8.在前二年同卫生组织的工作联系阶殺，提出良性前列腺增生科研调查患者评价 



的最小量建议及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建议。这一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光其同卫生 

組织的那些活动，被认为符合卫生组织在促进发展成功治疗最常见疾病的经济有效 

和改进的临床能力方面的利益。今后计戈Ü包插在选择的国家试用一种“前列腺症状 

谱”和生活质量评价工具。 

9.委员会在赞赏该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时，讨论了与这样一个“专科性”非政府组 

织合作是否符合卫生组织的利益。然而，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根据人口老令化和带 

来的前列腺问题高发生率及对个人和杜会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影响，同这一非政府组 

织合作是有益的。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预防肿瘤学学会（文件EB93/NG0/3) 

10.委员会注意到该学会的目标和活动在有关预防和控制癌症的几个重要方面支持 

和补充卫生组织的目标和活动。其会员的普遍性鼓励癌症控制措施和干预战略及传 

播有关情报》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对癌症预防越来越多的影响使卫生组织应能容易接 

触这一非政府组织。该学会还开展国际交流来确定和评价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的方法，致力子促进预防胂瘤学方面的医学教育。同卫生组织分担的另一重要活动 

是支持就癌症预防措施开展大众教育，对此，委员会认为是最重要的。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外科学学会（文件EB93/NG0/4) 

11.学会由个人和两个完整的协会组成，即国际内分泌外科医生协会及国际创伤外 

科和外科监护协会，他们一共代表着80多个国家近4000名外科医生。在前两年工作 

关系期间，联合协作反映了在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感兴趣领域彼此关心的问题》卫 

生组织联合发起了学会举办的世界大会，该会讨论了创伤管理，特别急救情况下的 

管理,及对预防和保护措施的生物机理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其它合作顼目涉及通过 

外科培训规划促进对青年外科医生的持续教育，及促进与发展中国家机构的情报交 



12.委员会注意到，今后的活动包括对学会的世界大会将要讨论的共同关心问题开 

展合作。这样的合作还会有助于确定哪些外科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卫生服务特别重要 

等等。学会的成员还参加了某些课题的讨论，取得了专家共识，从面为编制和散发 

卫生組织起草的指南、手册和其它培训材料作出了贡献。 

13.委员会寻求进一步明确接受与该非政府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好处。人们注意到， 

就外伤顸防而言外科界深知其在制定和实施适宜外伤保护和预防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是改进外伤情报的收集和散发，而且特别是促进外科和工程界在生物机理领域 

的学科间研究》这类研究成果在今后的釆用将会提高广泛消费物品的安全性。委员 

会还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在其申请中对第五个问题的回答内容，它涉及共同关心的 

在限定的环境下，特别在区县医院级确保保健质量的问题。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卫生科学技术员协会(文件EB93/NGÛ/5) 

14.委员会注意到，该协会由17个国家的国家协会和另外27个国家23 ООО以上个人 

组成。引人注目的是该协会特别(但不是专门）为讲法语的人员进行旨在扩大和应用 

实验室技术知识的广泛培训活动，同时考虑到机构或医院中普遍的条件。在工作关 

系期间的联合活动集中子非洲、美洲和东地中海区域提供实验室技术各个方面的学 

习班，及卫生组织对协会国际性会议的合作。今后的合作将按同样的路子继续进行， 

并可望扩大到发展一些项目，包括整修地方实验室和在非洲建立小型生产简单试剂 

和其它品种实验仪器的车间。 

15.委员会收到了对于某些事项的澄清，特别是关于协会所代表的学科。它不安地 

注意到，该委员会的活动面很广，从提供关于检出性传播疾病技术的先进学习班到 

乡村卫生教育规划。它获知，协会的成员涉及实验室各学科，组织病理学，血液学， 

病理学，临床化学，徼生物学等等。秘书处理解到，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需 

要创造性使用人力，这就是该非政府组织卫生教育规划活动的原因。 

16.关于代表性和强调法语的问题，委员会进一步获知，在1982年建立之前在国际 

医学实验室技师协会(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范围内曾进行过讨论，承认这个 



新组织应能更好满足法语国家的需要。这两个组织根据需要对一些活动进行了合作。 

17.委员会法意到，协会建议的工作计划包括满足非洲需要的具体活动，这是受欢 

迎的。然而委员会还不清楚协会善长的领域是什么。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工作关系仍应继续，但执委会应推迟一年考虑其申请。 

委员会进一步建议，当再次申请时协会应清楚地列出其活动和善长的具体领域。 

欧洲化学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文件EB93/NGÛ/6) 

18.注意到作为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的联合发起者，该非政府组织与卫生组织关心 

的范围是接近的。两个组织都收集和审查关子特定化学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的资 

料，由此所得情报都用子化学品危害评价。该非政府组织联合了从事工业生产、加 

工和使用化学品的化学品公司，将情报一方面应用于保护任何可能接触化学品的人 

的健康，另一方面也应用于减少化学品对环境的影响。 

19.在以前工作关系期间的联合活动包括与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共同发起的非遗传 

毒性致癌作用早期指标的科学讲习班；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向卫生组织提供关于20种 

具体化学品的科学数据，这些经过严格的同行审查后，已编入卫生组织“环境卫生 

基准”出版物中。中心还应邀派观察员参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适宜的会议。委员会 

注意到，今后计划的活动将按相似的路子继续进行，包括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合 

作。 

20.委员会表示关注这样的事实，即该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为多国性公司。虽然注意 

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境与发展会议巳明确与工业界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合 

作是必要的，但委员会认为.卫生组织应确保合作能真正有益和有助于卫生组织的 

利益。从申请的内容和秘书处提供的补充情报来看，委员会认为不能说明问题。 

因此它决定建议与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关系再继续两年。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文件EB93/NG0/7) 

21.委员会注意到，1卯2年前该委员会是1973年以来与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 

府组织国际辐射防护协会的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然而，考虑到非电离辐射防护 

和标准方面间题日益增加的数量和重要性，协会和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处理这些问 

题的单独实体。随后该委员会收到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许可函件，同意它继续 

做协会的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的工作。 

22.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40个国家的国家辐射防护学会，并且与其前身一样，它促 

进非电离辐射防护原则、基准和标准的一致和协调，并将其转化为法规。与卫生组 

织的合作包括支持控制和预防环境卫生危害和对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包括自然和 

人为的非电离辐射。委员会意识到，曰益增多的非电离辐射，包括紫外线、徼波、 

激光、超声波等等对健康影响，现在还不清楚。与能够联合世界上这个领域第一流 

科学家的该委员会合作，这对卫生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常设委员会注意到，通过最 

近的联合协作出版了卫生组织关于紫外线辐射的环境卫生基准文件。与国际非电离 

辐射委员会(现称委员会)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有望继续。 

23.在寻求秘书处澄清之后，常设委员会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申请第16点中提及 

的指导原则是卫生组织批准的原则。该委员会草拟的关于指导原则主旨的科学论文 

刊登在《卫生物理学》杂志中。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世界按庠疗法联合会(文件EB93/NG0/8) 

24.联合会由59个国家的国家按摩师协会组成，其工作特别是为了提高按摩教育和 

行医的标准，并提供按摩方面的情报和帮助》 

25.委员会注意到，卫生组织的兴趣涉及发展和釆用预防技术，早期检出和控制工 

作场所的健康危害，特别是肌肉骨骼失调等主要工作相关性危害。工作关系期间的 

合作涉及一次1卯3年7月举办的关于职业性腰痛多学科专题讨论会。初步的合作关 

系到编制一本关子职业卫生中按摩疗法的手册，以改进家庭和工作场所对肌肉骨骼 

失调的预防和管理。今后的活动集中于收集情报和与编写手册相关的试验。联合会 

还通知了他们对调查传统医学(包括按摩术和正骨术)各方面立法进行合作的兴趣。 



26.委员会与卫生组织秘书处详细审查了该项申请。根据所提问题，卫生组织秘书 

处告知委员会，卫生组织发现在编写手册方面的合作是富有成果的，特别认为，肌 

肉骨骼失调在一些国家工作相关疾病中占首位。常设委员会认识到，这种合作虽然 

有价值，但还不足以证明必须建立正式关系，特别因为在委员会看来，很难证明联 

合会的兴趣在于长期的合作。还不能肯定，它是否寻求承认其工作，而不是建立正 

式关.系。此外还注意到，该联合会仅成立子年。 

考虑到这些保留意见，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推迟申请，联合会应加强其与卫生 

组织的合作，并将其工作关系再继续两年。当再次申请时，它应明确描述并证 

实其活动的范围和实际性质及其为卫生组织的目标所进行的工作。 

国际职业卫生协会(文件EB93/NG0/9〉 

27.该协会由17个国家的国家职业卫生学家协会组成。其活动集中于促进和改进职 

业卫生习惯做法，并确保按道德行事。它起到情报交流中心的作用，为其成员，特 

别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提供情报，并为他们参加协会的会议提供方便。 

28.注意到卫生组织与协会的合作能利用第一线职业卫生学家，特别在发展中国家, 

可与他们一道解决工作场所工人们的间题和需要。工作关系期间的活动包括对卫生 

组织职业卫生学家开发讲习班的技术和财务支持，及对编写卫生组织建立和实施有 

效职业卫生服务指导原则的帮助。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经常散发卫生组织关 

于职业卫生实践活动的情报。与卫生组织合作的进一步活动可望是支持发展中国家 

的职业卫生学家，例如提供适宜的文件，编写培训材料和对釆样设备提出建议等。 

29.委员会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不够广泛，然而委员会认为它同国际职业 

卫生委员会(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組织)的联系提高了它的合作价值。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接受该组织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公共服务国际(文件EB93/NG0/10) 

30.公共服务国际是一个国际工会联合会。它的成员是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当局 

雇员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公共当局控制的从事产生和提供水，卫生和社会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服务的其它一些团体。公共服务国际的成员有来自102个国家的 

1400多万工人》 

31.常设委员会注意到，虽然卫生问题不在该组织主要目标和活动之列，但它与卫 

生组织都认为，卫生与公平荻得卫生服务是人权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其受雇于卫生、社会服务和教育部门的成员非常关心改善卫生服务。 

32. 1卯2 —1993年期间与卫生组织的合作活动集中于卫生教育。例如卫生组织在对 

申请者教育规划增加卫生内容给子鼓励和提供必要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公共服务 

国际还参加了卫生组织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制订工作场所卫生教育和卫生促进战略， 

其它的交流涉及其卫生政策研讨会和参加一个加勒比地区青年参与卫生发展的卫生 

组织讲习班。申请者还对工作地点HIV/艾滋病相关项目开展工作。今后的合作将 

取决子对一般卫生教育和HIV/艾滋病的共同关心和兴趣。 

33.委员会不希望阻止公共服务国际与卫生组织的技术交流，实际上它鼓励了解在 

卫生教育，特别在HIV/艾滋病方面的共同兴趣，但如结合，该非政府组织的总目 

标和活动来看这些活动，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建立正式关系是不适宜的。委员会认为, 

对公共服务国际更为适宜的是寻求与国际劳工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34.在常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到是否应重新考虑公共服务国际的申请间题。 

委员会决定不重新考虑其申请，在第一次会议上早已做出决定。尽管如此，委员会 

法意到，该非政府组织可在以后再次申请。 

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谢绝该组织关于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 

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文件EB93/MGÛ/11) 

35.该理事会虽然成立于1卯3年，但它起源于一个独立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 

成立于1%7年，目的是研究卫生研究如何能改善发展中世界人民的卫生与福利。委 

员会确认，发展中国家没有充分利用研究，特别是指导政策和行动所需的研究，并 

将研究确定为发展中获得公平的关键。因此它特别建议，每个国家都进行国家基本 

卫生研究。为此目的，委员会的发起者成立了一个卫生研究促进发展专题小组，以 

便制订实施委员会建议的计划，特别是实施关子国家基本卫生研究建议。专题小组 

的使命于1卯3年初结束，同时成立了理事会继续它的工作。 



36.理事会同意卫生组织的看法，即只要政策是根据国家i生系统研究的结果决定 

的，每个国家不管如何贫穷，都有能力确保平等获得卫生服务，并且能最佳利用内 

部和外部资源。因此该组织及其前身一卫生研究促进发展专题小组一与卫生组织的 

联合活动集中于组织旨在发展国家卫生系统研究能力的研讨会和讲习班。1992年在 

墨西哥和圭亚那举办了这样的讲习班。联合活动可望按类似的方式继续进行。 

37.委员会全心全意支持理事会的工作；然而由子理事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存在 

还不到一年，它认为申请为时过早。 

根据以上情况，常设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继续保持工作关系两年。 

III.对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审查(文件EB93/NG0/WP/1) 

38.在完成了审议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之后，常设委员会将其注意力转向审查有正 

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审议了文件EB93/NG0/WP/1。其中记載，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組织的关系准则》，执行委员会应通过常设委员会对三分之一 

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维持正式关系。应接受审查的 

有55个非政府组织。按照执行委员会在EB91(10)号决定中的要求，该文件还报告了 

另外两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计划及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所幵展的改组工作。因此，委 

员会需要审查的共有58个非政府组织。 

39.委员会注意到，为了便子审查，已按规划分类的非政府组织又进一步分为七个 

组，对每一组都有题为“建议”的一个章节，其中概述了合作的效益并提出了供常 

设委员会审议的拟定决定。在负责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技术官员及（在适当的情况 

下）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所提供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这些章节。 

40.在所附的与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名单上对经常设委员会审查的非 

政府组织加了星号。 

41.审查的每个非政府组织提供了 1991 一 1993年期间与卫生组织开展联合活动的情 

况。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与卫生组织的合作主要加强了全球 

级的标准制定、区域和国家级的情报收集活动，并提供了培训班以提高医学、科学 

和其他卫生人员的技能水平。但是，这一非政府组织中也有一些从事向发展中世界 



众多人口提供诸如眼科保健和疫苗接种等方面服务的组织，他们也开展了重大的宣 

传和资金筹集活动以支持卫生组织的活动。还提供了有关被审查的58个非政府组织 

各自结构和活动的情况。 

42.委员会满意地认为，根据与53个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联合活动，应当向执委会建 

议维持正式关系。 

43.委员会继而特别注意了卫生组织与另外5个非政府组织之间合作的状况，其中 

包括世界康复基金和国际肝脏研究协会。就世界康复基金而言，在听取了卫生组织 

秘书处关于合作为什么会衰退的进一步解释并考虑到似乎有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内恢 

复合作之后，委员会同意建议再维持一年的关系，以便制定工作计划。 

U.关于国际肝脏研究协会，在获知秘书处准备交换关于肝脏和胆囊慢性疾病流行 

率的情报并收到关于情报收集方式及其质量的说明文件之后，委员会决定维持一年 

正式关系，以便制定工作计划。 

45.然后，委员会将其注意力转向国际行为发育研究学会和国际生物气象学会的报 

告。委员会忆及ЕВ9Ц10〉号决定，其中决定与这些组织维持一年的正式关系，以便 

与五生組织制定恢复合作的工作计划。委员会满意地认为，根椐制定的工作计划， 

有理由向执委会建议与这两个学会维持正式关系。 

46. EB91 (10)号决定还将与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正式关系延长一年。该理事会定于19 

93年进行调整，“一年后将进一步审议，以决定该理事会经调整后是否仍符合保持 

正式关系的标准”。常设委员会充分注意到该理事会的章程在调整期间未作变动或 

修订。委员会满意地获知了 1993年期间开展的实用的和有效的合作及今后合作的计 

划》因此，委员会决定建议执委会维持与该理事会的正式关系。 

47.在结束审查后，委员会重申对被审查的非政府组织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卫生 

组织的工作不断作出的贡献。 



IV.审查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总政策（1991 一 1993)(文件EB93/22) 

48.委员会转而讨论文件EB93/22，“审查与非政府組织的总政策(1明1 一 1明3〉”。 

委员会注意到，在总政策强调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 

事处巳幵始在国家级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委员会建议，今后的报告应更多包括规划 

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重要价值的情报。 

V.关于世界医学会情况的报告 

49.有人提醒委员会，执委会EB69.R23号决议已决定终断与世界医学会的正式关系， 

但指出“如它转变其在重新接纳南非医学协会以及接纳特兰斯凯医学协会的立场， 

则经过申请，可被重新接纳”。 

50.世界医学会在1994年1月17日致总干事的函件中提出了重新与卫生组织建立正 

式关系的申请》 ’ 

51.世界医学会通知总干事，特兰斯凯医学协会自1992年11月起已不再是会员。尽 

管南非医学协会仍为会员，但过去三年中提交的各种文件证实了该协会反对种族隔 

离的立场。应将这一情况与最近南非的进展情况一并考虑。此外，总干事还获悉， 

非洲医学协会和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巳决定向1994年9月的大会提出一项建议， 

接纳南非医学协会为正式会员，且非洲医学协会和学会联合会各国家医学协会可根 

据自已的意愿重新加入世界医学会。 

52.委员会就如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准则（尤其是确定接纳非 

政府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程序的第4节)来解释这一新情况和世界医学会要求的间题征 

求了法律顾问的意见。法律顾问认为，制定程序的目的是为考虑首次申请或申请曾 

被拒鉋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医学会不属子这种情况。 

53.委员会认为，原决定的通过是基子一系列特定的情况，由于当前世界形势的变 

化，原决议巳不再适用；尽管它也注意到世界医学会已符合决议中有关特兰斯凯的 



条件。委员会曾讨论了目前考虑该协会的申请可能为时过早，但认为，考虑到一系 

列情况的变化及世界医学会在医学界继续享有崇高声誉，决定建议执委会重新接受 

世界医学会与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54.结束其议程后，委员会提出下列决议和决定萆案供执行委员会考虑。 

VI.拟议的决议和决定草案 

决议草案 

执行娄员会， 

审议了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1.决定与下述非政府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国际泌尿疾病协商会 

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 

国际职业卫生协会 

国际顸防胂瘤学学会 

国际外科学学会 

2.决定推迟一年考虑国际卫生科学技术员协会的申请，在此期间应继续工作关系， 

进一步建议该协会再次提出申请时应明确阐述其活动和具体职责范围； 

3.决定推迟考虑欧洲化学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的申请，并要求将工作关系 

再继续2年； 

4.决定推迟考虑世界按摩疗法联合会的申请，将工作关系再继续两年，以加强合 

作，并建议该联合会再次申请时应阐明其活动的范围和实际内容及为卫生组织的目 

标面进行的工作； 



5.决定推迟考虑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的申请，鉴子其最近建立，継续与其维 

持两年的关系； 

6.决定虽然欢迎公共服务国际表示与卫生组织合作的兴趣，但鉴于其申请中所包 

含的目标和活动，目前与该组织建立正式关系尚不适宜； 

7.决定与世界医学会重新建立正式关系。 

决定草案 
‘ . . . ：.V . 

审查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执行委员会业经考虑了非政府组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后，决定与本届会议 

审议的55个非政府组织中的53个保持正式关系，并表示感谢它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工 

作的宝贵贡献。出于对审议期合作不足的关心及希望出现新的活力，执委会决定与 

世界康复基金和国际肝脏研究协会再维持一年的正式关系，以便制定工作计划。此 

外，执委会高兴地注意到，与国际行为发育研究学会和国际生物气象学会恢复合作 

的努力产生了联合活动的建设性计划，因此他们决定维持与这两个组织的正式关系。 

鉴子工业发展理事会的调整丝亳未改变其章程，执委会决定维持与该理事会的正式 

关系。 



附件 

截至1993年11月与世界卫生组织 

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名单 

根据第八个工作总规划的规划分类排列 

指导、协调和管理 

2.卫生组织总规划的制定和管理 

2.4卫生和社会发展的外部协调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 

预防核战争国际医师会 

国家间议会联盟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红十字会和紅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釭十字委员会 

2.6信息管理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国际医学信息协会 

卫生系统基础结构 

3 .卫生系统的发展 

3. 1卫生状况和趋势评价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国际健康记录组织联合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 

4卫生立法 

国际法医和社会医学学会 

组织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卫生系统 

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国际社 

阿嘎汗基金会 

基督教医学委员会 

英联邦医学协会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世界视力国际社 

国际医院联合会 

国际社会学协会 

国际建筑师联盟 

国际卫生保健合作组织 

国际医院工程联合会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世界大都市协会 

卫生人力资源开发 

国际外科医生协会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夭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 

国际护士理事会 

国际预防与社会医学联合会 

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 

面向社区的卫生科学教育机构网 

医学教育世界联合会 

国立院校、研究院及幵业医师/家庭医师协会世界组织 

国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 



6 .公众信急和健康教育 

国际卫生国家理事会 

国际卫生促进和教育联合会⑵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卫生科学和卫生技术一卫生促进和保健 

7.研究促进和研究开发(包括对促进健康行为的研究)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 

8. —般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 

8.1营养 

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 

国际哺乳咨询员协会 

国际母乳同盟 

8.2 口腔卫生 

国际牙科联合会 

8.3事敌顸防 

国际事故和交通医学学会 

国际烧伤协会 

国际截瘫医学协会 

⑵以前称做国际健康教育联合会 



特殊人群组的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 

妇幼卫生(包括计划生育） 

母亲及儿童国际社 

医学妇女国际协会 

国际企业与专业妇女联合会 

国际妇女理事会 

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 

国际妇女联盟 

拯救儿童基金(联合王国） 

国际儿科协会 

国际特殊营养食品工业组织 

国际家庭生活促进联合会 

国际家庭组织联盟 

青少年卫生 

世界青年大会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世界女童子军协会 

国际青春期卫生协会 

人类生殖研究 

国际生育学会联合会 

国际助产士联合会 

国际妇产科联合会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人口理事会 

工人卫生 

国际农业医学和农村卫生学会 

国际人类工程学学会 



国际化学、能源和工人联盟联合会 

国际职业卫生委员会 

9.5老年卫生 

国际老龄联合会 

国际犹太人社会和福利服务理事会 

10.保护和促进精神卫生 

英联邦精神残疾和发育残废协会 

国际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及有关专业学会 

国际行为发育研究学会 

精神发育迟缓国际联合委员会 

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 

世界神经病学联合会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 

神经一精神药理学国际委员会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 

世界社会心理康复协会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国际多种硬化症协会联合会 

国际抗癫痫联盟 

国际癫痫社 

酒精和成瘾国际委员会 

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学会 

11.促进环境卫生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 

美洲环境卫生和环境工程学会 



国际供水协会 

国际住房和计划联合会 

国际废料和公共清洁协会 

国际地方部门联合会 

国际水质协会⑶ 

国际纯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世界临床毒理学中心与中毒控制中心协会联合会 

国际毒理学联盟 

工业发展理事会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 

12.诊断、治疗和康复技术 

世界麻醉医师协会联合会 

国际医学实验室技术员联合会⑷ 

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理事会® 

国际输血协会 

国际血液病学协会 

世界血友病联合会 

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 

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国际实验室动物科学理事会 

国际制药厂商协会联合会 

国际葯理学联盟 

国际皮肤痼学学会联合会 

英联邦制药协会 

国际制药联合会 

世界专利药品厂商联合会 

12.1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卫生体系的临床、实验室和放射技术 

*国际电学技术委员会 

*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 

⑶原国际水污染研究和控制协会。 

⑷原国际医学实验室技术员协会。 

(5)原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委员会。 



*国际放射照像技术员和放射学技术专家协会⑹ 

*国际放射学协会 

*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国际放射保护协会 

*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 

*国际矫形外科和创伤学会 

*世界（解剖和临床）病理学会协会 

*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国际徽生物学会联盟 

12. 5 康 复 

*国际物理医学和康复联合会 

*康复国际 

*世界理疗大会 

*世界聋人联合会 

*世界职业治疗师联合会 

*世界复员军人联合会 

*世界康复基金 

国际修复学和矫形学协会⑺ 

卫生科学和技术一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13.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国际扶轮社 

*国际国家农业化学产品制造厂商协会集团 

*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 

*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理事会 

*国际化疗学会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麻风联盟(
8
) 

*国际麻凤协会 

(6)原国际放射照像技术员和放射学技术员协会。 

(7) 1卯3年1月建立正式关系 

(8) 1993年建立正式关系。 



*国际棘球蚴病协会 

*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 

*世界兽医协会 

*国际抗性病和密螺旋体病联盟 

*国际雄师倶乐部协会 

* Chr i stof f e t-BI i ndenmi ss i on 
* Helen Keller联合国际 

*国际防盲机构 

*国际眼睛基金会 

*国际眼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抗沙眼组织 

*世界盲症联合会 

*英联邦盲人协会（视力拯救者） 

*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学会 

*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病理学会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 

*国际病理学协会理事会 

*国际抗癌联盟 

*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学会 

*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 

*国际心脏学学会和联合会 

*世界高血压联合会 

*国际水疗和气候疗法联合会 

*国际纤维囊胂协会 

*国际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情报交换中心 

*国际肝脏研究协会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国际抗风湿病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