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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届会议 19%年10月21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政策 

联合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日内瓦 

19%年5月15 —16曰 

本文件包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鋇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在其特别 

会议（1996年5月15—16日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上提出的建议概要⑴。 

该次会议是在世界儿童首脑会议（1990年于纽约）十年末目标的中期审评这一 

背景下召开的。虽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在一些领域的进展是有限的。 

要实现十年末目标，至为基本的是学习这些经验，在这一方面，强调了运转良 

好的县区卫生系统的重要性。同样，委员会注意到，在十年剩下的岁月里需要 

政治意愿的承诺，以便将资源集中于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活动。委员会还审议了 

自1995年1月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以来通过的有关改善妇女儿童 

健康状况的卫生大会决议和儿童基金会决定。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本报告并审议第23段所含的决定草案。 

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东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特别会议于19%年5月15 

日和16曰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举行，执行局/执行委员会委员，两个组织的 

行政首长及秘书处其他成負参加了会议》李世绰教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 

委员会第九十七届会议主席）被指派为会议主席，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和卫生组织执 

⑴会议报告全文备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件JCHPS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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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委员会委员Kiasekoka Nlemvo Joao Miguel博士（安哥拉）和К. Uppo博士（芬 

兰）分别为报告员。 

审议卫生大会决议和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决定 

卫生大会决议 

2. WHA48.2号决议（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两个组织之间应尽早达成一份谅解备忘 

录，并通过定期磋商商谈诸如有关紧急情况防备或培训等其它切实可行的合作安排。 

3. 1ША48.3号决议（强化与最需要国家的合作）。儿童基金会与卫生组织应继续合 

作，支持最需要国家，特别重点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 

4. WHA48.9号决议（预防听力损害〉。联合委员会注意到听力损害是儿童发展的一 

个障碍，并鼓励儿童基金会与卫生组织今后在综合支持儿童保健和残疾预防框架内 

合作。 

5. WHA48.10号决议（生殖卫生：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妇女和新 

生儿卫生长期以来一直是互补行动的一个主要领域。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期望在 

这一领域更多合作，同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对国际会议，特别是国际人 

口与发展会议（1994年子开罗）协调地釆取后续行动的建议。 

6. WHA48.il号决议（国际烟草控制战略）。联合委员会鼓励两个组织继续合作， 

以加强对预防青年人中的烟草使用釆取全球性综合措施。 

7. WHA48.16号决议（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变化的反应：修订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 

略）。联合委员会认为该决议是一项行动重点，建议两个组织应在各级继续密切合 

作。 

8.联合委员会注意到关于下列决议所提供的情况：WHA48. 12 (腹泻病和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控制病儿综合管理）；WHA48.13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新出现和重现的 

传染病）；WHA48.27 (Й黎艾滋病首脑会议）；WHA48.30 (建立共同发起的联合国 

HIV/艾滋病联合规划）；EB97.R9 (预防和控制碘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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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决定 

9. 1995/13号决定（协调儿童基金会有关HIV/艾滋病的活动）。联合委员会注意 

到该决定并提请注意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协同工作的必要性。 

10. 1995/22号决定（儿童基金会在水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战略）。联合委员会同意， 

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应审查社区分担费用问题，作为其当前合作的组成部分。 

11.联合委员会注意到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下列4项决定，认为它们反映了实施国 

际卫生政策的现实情况：1996/3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续行动）； 1 9 % / 1 7 

(为根除脊髓灰质炎扩大与国际扶轮社的合作及扩展疫苗独立倡议）；1995/28 

(儿童基金会的卫生战略）；1995/29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后续行动）。 

世界儿童首脑会议的目标⑴：审查十年中期进展和为2000年做准备：联合委员会的 

建议 

儿童卫生 

12.儿童死亡率。除控制由腹泻、急性呼吸道感染和疫苗可预防的疾病造成的死亡 

等项规划外，必须实施减少由疟疾引起的死亡的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给子 

更多的注意和资源。联合委员会建议在县区级将活动结合在一起，以便减少儿童和 

孕产妇死亡。 

13.免疫。假设能够调动必需的资源，实现十年末目标的前景是好的。关于免疫成 

本和效益的详细资料受到欢迎，联合委员会并建议其它规划开展工作以提供类似的 

财务数据。规划应是可持续的，对服务的利用应得到改进，管理得到加强。应将重 

点放在复盖目前尚未受到保护的20%的儿童人口和绩效低的国家；促进对新生儿破 

伤风釆取高危方法，作为最有成本效益的战略；在麻瘡成为沉重负担的国家和地区 

加速麻黎规划；以及在流行脊髓灰质炎的地方，支持国家开展常规免疫和举办国家 

免疫日。根除脊髓灰质炎活动应用以作为加强免疫和其他初级卫生保健活动的一种 

手段。 

⑴附件含有一份世界儿童首脑会议卫生和卫生相关主要目标清单 



Annex EB99/23 

14.控制腹泻病和急性呼吸道感染。这些目标在技术上仍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 

大量增加政治承诺和资源才能实现它们。应持续行动以促进口服补液疗法，包括改 

进获得口服补液盐和为行为改变改进交流。必须更加重视治疗痢疾和持续性腹泻。 

所有这些活动要求有一种长期观点，并且确定国家级目标要适应国家的需要和资源。 

诸如水和环境卫生等其行动对目标有影响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是重要的。对儿童疾 

痼包括急性呼吸道感染、腹泻、麻療、疟疾和营养不良各方面的管理釆取一种综合 

做法受到了鼓励。 

15.妇女健康和教育。虽然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和发病率长期以来一直是儿 

童基金会/卫生组织的共同目标，但是它需要更多的重视。极为紧迫的问题是承诺 

资源并集中于实施在初级卫生保健途径内众所周知的有效的干预方法。儿童基金会 

和卫生组织应立即发布其关于监测孕产妇死亡率的联合指导原则，供规划管理人员 

和决策人员使用，以评价进展。 

16.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益得到了强调。例如，目前已知，只有当这些接 

生员获得持续支持、定期得到指导并在职能上与一个妇女保健转诊系统相连接时， 

对传统接生员的培钏才会有助于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和发病率。 

17.联合委员会强调了对县区卫生系统充分装备和配备人员的必要性及促使增加政 

治承诺和资源的重要性。 

18.营养相关目标。在6个营养相关目标的某些领域已取得成绩，尤其在减少碘缺 

乏症方面。最近一次综合分析表明，平均而言，56%的幼儿死亡与营养不良有关。 

贫困与营养不良之间的关系及可釆取的减少营养不良的有效行动受到了注意。营养 

教育和饮食多样化以解决蛋白能量和徼量营养素性营养不良得到了強调。 

19.供水和环境卫生。这是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的一个重点领域。特定建议包括: 

进一步发展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实施方法，包括考虑筹资和社区分担费用等因素; 

更多重视为环境卫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提供环境卫生服务；加强在国家级监测方 

面合作；以及就整个联合国系统非洲特别倡议，包括非洲2000年，合作理事会非洲 

工作组和支持国家行动规划的工作更密切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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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麦地那龙线虫病。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联合委员会关注一些国家缺乏对根除 

活动的支持。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的努力应子加强，以确保国家根除规划的充足 

资金和强度。在这一方面，强调了继续政治和经济支持的重要性。 

21. HIV/艾滋病。在世界儿童首脑会议的基本教育目标范畴内，巳经确定控制HIV 

/艾滋病的十年中期目标：“提高能列举至少两种可接受的免于HIV感染的保护方 

法的成人和青年比例”。联合委员会提醒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有必要就这一目标 

特别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密切协作。 

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临时议程 

22.联合委员会决定于1997年在日内瓦举行其第三十一届会议并集中于两个议程项 

目：县区卫生系统及水和环境卫生。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3.请执行委员会注意本报告。执委会还拟可审议下列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关于其于19%年 

5月15日和1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特别会议的报告，并认可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強调为实现世界儿童首脑会议确定的十年末卫生相关目标加速行动所需的政治 

意愿和资源承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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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至2000年间，使婴儿死亡率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或分别降至每1000个活产中50个和70个死亡，以两者中低者为准 

到2000年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 

到1Ф35年消灭新生儿破伤凤 

在更长的时间内在全球根除麻瘡 

保持高水平的免疫复盖率（到2000年一岁以下儿童至少达到90%),以 

顸防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渗、脊髓灰质炎、结核和育龄妇女破伤 

风 

使五岁以下儿童因腹泻病引起的死亡减少50%，腹泻病发病率降低25% 

使五岁以下儿童因急性呼吸道感染引起的死亡减少三分之一 

II.妇女健康和教育 

主要目标：在1990年至2000年间，使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一半 

( i ) 特别注意女童、孕妇及哺乳妇女的健康和营养 

( H ) 使所有夫妇获得信息和服务，以免杯孕过早、过密、过迟或过多 

(iü)使所有孕妇获得产前保健，分娩时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员照料及有为高 

危妊撮和产科紧急情况的转诊设施 

(iv) 使出生低体重（2.5公斤或更低）的比率降至10%以下 

Ш.营养相关目标 

主要目标：在1990年至2000年间，使五岁以下儿童严重和中度营养不良降低一 

半 

附 件 

世界儿童首脑会议 

卫生和卫生相关主要目标 

I .儿童健康 

� 

( ü ) 
( i ü ) 

(iv) 

(V)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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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使五岁以下儿童严重和中度营养不良比19%年的水平降低一半 

(ii)使妇女缺铁性贫血比1990年的水平降低三分之一 

(iii)实际消灭碘缺乏症 

(iv)实际消灭维生素A缺乏症及其后果，包括失明 

(V) 使所有妇女能对其子女在四到六个月内完全以母乳喂养，并将母乳加 

补充食物喂养一直延续到第二年 

(vi)到1990年代末，在所有国家都使促进生长及其定期监测制度化 

(vii)传播知识和推广支持性服务以增加食品生产，保障家庭食品安全 

IV.供水和环境卫生 

主要目标：普遍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处置排泄物 

( i ) 普遍获得安全饮用水 

(ii)普遍获得排泄物的卫生处置手段 

(Hi)到2000年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 

V .其它目标 

在世界儿童首脑会议的基本教育目标内，已经确定下列十年中期目标提高能 

列举至少两种可接受的免子HIV感染的保护方法的成人和青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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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 

丨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就人口基金是否可能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 

卫生组织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成员的问题分别与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和儿 

：童基金会执行局迸行了接触。本报告扼要地概述了通过卫生政策联合委员 

！会发展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合作的情况，并提议吸收人口基金为成员。 

要求执行委员会审议该提议并建议适当的行动。 

历史概观 

i.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中最长夂 

的机构间委员会之一，已经存在48年了。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是1948年7月由第一 

届世界卫生大会建立的（WHA1. 120号决议）。两年之前，联合国大会以第57 (1 

Í1946i )号决议创建了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作为向受战争破坏国家中的儿 

童提供援助的临时性机构》按WHA1. 120号决议中的规定.联合委员会的职责是向儿 

童基金会的卫生项目提供指导并帮助把这些项目转铪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执 

行局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以及卫生大会批准了决定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之间合 

作关系的原则并商定了有关的行动计划，从而支持了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由卫 

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六名委员和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六名委员组成，其中一人为儿 

童基金会执行局主席（当然委员）》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从每个区域任命一名代表 

和一名副代表。 

i
 

2.记录表明，在随后的多年中两个组织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卫生组织在技术上核准 

了儿童基金会所有的卫生项目和应各国政府要求提供或推荐国际专家的工作。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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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卫生组织资源许可范围的服务，儿童基金会对卫生组织给子了补偿。在EB7. R60 

号决议（1951年）中，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表示赞赏在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的合作下得以实施的许多国际卫生规划，并建议不要中断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执行委员会随后的多届会议表示对两个组织的联合努力具有信心，并光其相信最终 

将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妇幼卫生。 

3.在1953年，联合国大会以第802 (VIII)号决议把儿童紧急基金改为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并指定它尤其负责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永久性的儿童健 

康和福利服务》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联合援助的项目经扩大后包括环境卫生，传 

染病控制和根除疟疾，以及营养。儿童基金会还向医学院校提供资助金以加强儿科 

学和预防医学的教学。 

4.在1%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上（EB25.R30号决 

议）批准了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新的职权范围，其中尤其规定联合委员会将向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建议卫生活动的任何必要调整。在1卯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 

议之前的30多年中，联合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例会。此后，它每年;g开例会和特 

别会议，主要是为了监测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该宣 

言和行动计划总共有27项目标，其中21项与卫生相关。 

5.联合委员会对初级卫生保健的发展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在70年代中期，釆用了更广泛的措施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基本需求。 

联合委员会提倡加强国家决策和社区积极性以及参与初级卫生保健活动。这导致了 

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阿拉木图初级卫生保健国际会议（1978年9月）。 

联合委员会关心实施初级卫生保健并开展了一项重要的前景研究，从而形成了针对 

特定国家的联合活动。其它令人注目的成就包括使儿童期的六种主要疾病在全世界 

的免疫普及率从1974年的5%以下提高到19%年的80%以上。其它的目标（包括19 

9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确定的卫生相关目标），使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及其 

它有关机构在开展工作时能有明确规定的作用以及共同的目的和方向。 

联合国人口基金关于加入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的提议 

6.联合国人口活动信托基金是在1%7年由联合国秘书长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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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领域内提供援助。在年 .它改命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随后置于联大的管 

辖之下.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作为其理事机构。在1993年，联大把开发计划 

署,人口基金的理事机构改变为由36个委员组成的执行局，它的目的是根据联大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全面政策指导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政府间支持和监督。在19 

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其行动纲领为人口基金提供了新的动力（任务说明请 

见附件1)。 

7.为了进一步加强卫生組织、儿童基金会和人口基金在国家级的合作，建立了一 

个高层秘书处间委员会并于19%年2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19%年9月，人口 

基金执行主任向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局提出它应参加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的 

讨论，因为讨论中包括与落实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相关的问题。他还提出，应制订 

程序，使人口基金及其执行局能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局 

通过了关于“卫生政策和规划协调”的笫％/38咢决定（附件2)⑴，要求其主席 

确认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对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 

执行局是否有可能成为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成员的观点。随后，开发计划署/人口 

基金执行局主席就此问题向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 

局致函。在19%年10月，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联合答复了人口基 

金执行主任，欢迎联合国系统内更多地开展合作，还建议制订开发计划署/人口基 

金执行局委员参加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的步骤并把委员会改命为"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卫生问题协调委员会”。 

扩大合作关系 

8.卫生组织与儿童基金会有效地合作了48年，面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在这方面起 

到了重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为了应付全球变化，卫生组织力困加强现有合作关系 

并与联合国系统内外从事有助于卫生发展的各组织形成新的合作关系。釆用的政策 

是在国家发展及区域和全球合作中“把卫生放在中心位置”。人口基金对全世界范 

围内努力改善妇女、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卫生组织欢迎 

有机会加强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在争取一切机会加强此类合作关系的同时，卫生组 

织在参与卫生领域活动的各组织中在卫生方面的领导作用仍将以卫生組织执行委员 

会和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政策为指导。 

⑴ 只 有 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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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9.请执行委员会对扩大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以使之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卫生问题协调委员会”并由卫生组织继续领导这些组 

织及其它有关组织参与的卫生规划的提议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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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人口基金任务说明 

联合国人口基金自成立以来，即应发展中国家、转型期经济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要求， 

协助它们解决生殖健康和人口问题，并在所有国家提高对这些问题的意识。 

人口基金三个主要的工作领域是г于2015年或在此之前帮助确保所有夫妇或个人普 

遍获得生殖保健，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支持有助于人口方案能力建设的人口和 

发展战略；提高人们对人口和发展问题的意识，促进调动完成其工作的必要资源和 

政治意愿。 

人口基金以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4年）《行动纲领》的各项原则为准则，并将 

促进这些原则。人口基金特别申明它坚决支持生殖权利、性别平等和男子的责任、 

任何地方妇女的自由以及应赋子她们权力。人口基金相信，保障和促进这些权利及 

促进儿童的福利特别是女童的福利等，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 

权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他们子女的数目和间隔以及有权得到那样做的资料和手殺。 

人口基金确信，实现这些目标将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和达到稳定世界人口这一荻得 

普遍接受的目标。我们还相信.这些目标是达到持久和可持续社会和经济发展，满 

足人类需求，确保安乐和保护所有生命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等所有种种努力的一个组 

成部分。 

人口基金确认，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互相依赖和互 

相关联的，就像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 

宣言》和《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 

议《行动纲领》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行动纲要》及其他各项国际议定的文 

书所表明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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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金作为联合国幵展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后续活动和执行工作的 

主导机构，充分决心同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所有各部分、各开发银行、各双边援 

助机构、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建立伙伴关系，展开工作。人口基金有力地支持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系统和所有有关联合国决定的执行。 

人口基金将根据所有国家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中为确保实现该会议 

各项目标所作承诺，协助筹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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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委 员 会 
第九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 5 . 2 EB99/22 Add. 2 

1997年1月18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 

1.已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文件EB99/22Add. 1请执委会对扩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組Í4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以使之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卫生问题协调委员会”并由世界卫生组织继续领导这些组织及 

其他有关组织参与的卫生规划一事提出意见。 

2.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会议（1997年1月13 —17日）及也在組约举 

行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会议（1997年i月20 — 24日）的议程上都列有这一项目， 

预期会认可扩大该委员会的建议。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3 .请执行委员会审议下列决议： 

执行委员会， 

注意到总干事的报告(文件EB99/22Add.l)，该报告含有一项建议，即邀 

请联合国人口基金参加根据1948年7月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WHA1. 120号决议 

中建立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 

对该委员会在过去48年里对改善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所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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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正在进行的改革并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作用及 

有必要确保有成本效益地部署可得的卫生资源和避免重叠， 

1.批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参加名为“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卫生问题协调委员会”这一扩大的 

委员会的建议； 

2 .要求总干事： 

⑴将本决议转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 

⑵为继续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该委员会秘书处的作用并与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秘书处协商，拟定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以便提 

交给1卯7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一 О 0届会议； 

⑶为有利于效率和成本效益，以将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直接有关的事项集 

中在一起的方式组织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