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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1.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文件 EB138/1 Rev.1 和 EB138/1 (annotated) 

2. 总干事的报告 

文件 EB138/2 

3.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的报告 

文件 EB138/3 

4. 各区域委员会向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文件 EB138/4 

5. 世卫组织改革 

5.1 改革实施情况概述 

文件 EB138/5 

5.2 治理改革会员国磋商程序 

文件 EB138/6 

5.3 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 

文件 EB138/7 

6. 非传染性疾病 

6.1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 

文件 EB138/8 和 EB138/8 Add.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28annotated%29-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6-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7-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8-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8Add1-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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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暴力问题全球行动计划草案 

文件 EB138/9 和 EB138/9 Add.1 

6.3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对 2018 年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

题第三次高级别会议特定筹备任务的反应 

文件 EB138/10 和 EB138/10 Add.1 

6.4 结合将于 2016 年举行的世界毒品问题特别联大背景审视世界毒品问题的公共

卫生影响 

文件 EB138/11 

6.5 应对“2011–2020 年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带来的挑战：第二次全球道路

安全高级别会议（收获成果之时）的结果 

文件 EB138/12 

7. 在生命全程促进健康 

7.1 监测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 

文件 EB138/13 

7.2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文件 EB138/14 

7.3 推动《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的业务计划 

文件 EB138/15 

7.4 通过生命全程方法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多部门行动：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草案 

文件 EB138/16 

7.5 健康与环境：增强全球应对空气污染造成的不良健康影响路线图草案 

文件 EB138/17 和 EB138/INF./2 

7.6 卫生部门在化学品健全管理中的作用 

文件 EB138/18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9-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0-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0Add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3-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4-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5-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6-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7-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8-ch.pdf


EB138/1 Rev.2 
 
 
 

 
3 

8. 防范、监测和应对 

8.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文件 EB138/19 

• 《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埃博拉疫情和应对方面的作用审查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报告 

文件 EB138/20 

8.2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文件 EB138/21 和 EB138/21 Add.1 

8.3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文件 EB138/22 

8.4 世卫组织对大规模严重突发事件的应对 

文件 EB138/23 

8.5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 

文件 EB138/24 

8.6 脊髓灰质炎 

文件 EB138/25 

8.7 促进移民健康 

文件 EB138/26 

9. 传染病 

9.1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和所提问题：执行委员会埃博拉突发事件特别会

议（EBSS3.R1 号决议）和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WHA68(10)号决定）

的后续行动 

•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最新情况和秘书处对所提其它问题的反应 

文件 EB138/27 和 EB138/55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0-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1Add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3-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4-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5-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6-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7-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5-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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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诊断、预防和治疗产品信息共享和增强世卫组织促进获得这些产品的

能力的可选方案，包括从出血热着手，建立一个全球数据库 

文件 EB138/28 

9.2 全球卫生部门战略草案 

• 艾滋病毒，2016-2021 年 

文件 EB138/29 

• 病毒性肝炎，2016–2021 年 

文件 EB138/30 

• 性传播感染，2016–2021 年 

文件 EB138/31 

9.3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文件 EB138/32 

9.4 足菌肿 

文件 EB138/33 

10. 卫生系统 

10.1 卫生人力和服务 

文件 EB138/34 和 EB138/35 

• 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草案：卫生人力 2030 

文件 EB138/36 

• 以人为本的综合卫生服务框架 

文件 EB138/37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8-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29-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0-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3-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4-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5-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6-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7-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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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全面评估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最新进展情况 

文件 EB138/38 和 EB138/38 Add.1 

10.3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为

讨论进展筹划召开不限成员名额会员国会议 

文件 EB138/39 

10.4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文件 EB138/40 

10.5 解决全球药品短缺及儿童用药安全和可及性问题  

文件 EB138/41 

11. 财务事项 

11.1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的筹资 

文件 EB138/42 

11.2 摊款比额表 

文件 EB138/43 和 EB138/43 Add.1 

11.3 [删除] 

12. 管理和法律事项 

12.1 评价：最新情况和 2016-2017 年工作计划方案 

文件 EB138/44 

12.2 不动产：日内瓦建筑整修战略最新情况 

文件 EB138/45 

12.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选举程序 

文件 EB138/46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8-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8Add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39-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0-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3-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3Add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4-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5-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6-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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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代管的卫生伙伴关系 

文件 EB138/47、EB138/47 Add.1 和 EB138/47 Add.2 

12.5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 

文件 EB138/48 

• 各基金会和授奖 

文件 EB138/49 

12.6 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以及执行委员会第 139 届会议日期、地点和

临时议程草案 

文件 EB138/50 

13. 职工配备事项 

13.1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 

文件 EB138/51 和 EB138/51 Add.1 

13.2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文件 EB138/52 

13.3 《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 

文件 EB138/54 和 EB138/54 Add.1 

13.4 世卫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文件 EB138/INF./1 

14. 通报事项 

14.1 咨询机构的报告 

•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文件 EB138/53 和 EB138/53 Add.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7-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7Add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7Add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8-ru.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49-ru.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0-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1Add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2-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4-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INF1-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3-ch.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3Add1-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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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会议闭幕 

说明：按照 WHA67.2 号决议，卫生大会将在进展报告项下对以下项目做出审议： 

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WHA64.16 号决议） 
世卫组织卫生研究战略（WHA63.21 号决议） 
实施健康和健康公平问题跨部门国家行动框架（WHA67.12 号决议） 
获得包括类似的生物治疗产品在内的生物治疗产品和确保其质量、安全和疗效

（WHA67.21 号决议） 
获取基本药物（WHA67.22 号决议） 
为支持全民健康覆盖开展卫生干预和技术评估（WHA67.23 号决议） 
生殖卫生：朝着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WHA57.12 号决议） 
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为增进健康和健康公平采取跨部门可持续行动[第八届全球健康

促进大会的后续事宜]（WHA67.12 号决议） 
将姑息治疗作为生命全程的综合性治疗内容予以加强（WHA67.19 号决议） 
维持消除碘缺乏症（WHA60.21 号决议） 
多种语言：实施行动计划（WHA61.12 号决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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