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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奖 

1. A.T.舒沙博士基金奖——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 

A.T.舒沙博士生前曾在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任职。A.T.舒沙博士基金奖授予对该

地理区域任何卫生问题作出最重大贡献的个人。 

在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突尼斯，2014年 10 月 19日至 22日），

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举行了会议，会议由突尼斯卫生部长

Mohamed Saleh ben Ammar 教授阁下（区域委员会主席）主持。 

委员会审查了从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和苏丹收到的提名。 

委员会成员审议了五名候选人的申请，并建议选定沙特阿拉伯的候选人 Yagob 

Yousef Al Mazrou 博士，作为向执行委员会第 136 届会议提议的获奖者。 

如果执委会批准，获奖者将获得 2500 瑞士法郎的等值美元奖金。 

Yagob Yousef Al Mazrou 博士因对沙特阿拉伯公共卫生的重大贡献而获此荣誉。Al 

Mazrou 博士作为全科医师和儿科医生开始其职业生涯，后于 1983-1993 年供职于沙特阿

拉伯卫生部。作为总干事，他的职责范围涵盖各卫生中心和医院。在此期间，他推动了

发展沙特阿拉伯的初级卫生保健，监督了卫生中心网络的重大扩展，扩大了儿童免疫接

种的覆盖范围，增进了朝觐者的卫生安全。终其职业生涯，Al Mazrou 博士在传染病流

行病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仍在积极投入发展卫生保健。 

Al Mazrou 博士 1971 年毕业于摩苏尔医学院，1977 年获得爱尔兰皇家医学院儿童

保健毕业文凭。他于 1992 年在伦敦城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3-2009 年，他担任卫生

部助理副部长，先后主管不同司局。他作为皇家全科医师学院的研究员，曾获得若干国

家和国际奖，在科学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上发表了 100 多篇文章。他曾供职于国家、区域

和全球各级的专家委员会和咨询小组，目前是沙特阿拉伯卫生服务理事会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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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克·帕里索基金——雅克·帕里索基金委员会会议报告 

由瑞士法律管辖的雅克·帕里索基金的基金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举行会议，

会议由执行委员会主席 Mohamed Hussain Shareef 先生（马尔代夫）主持。出席会议的

其他基金委员会成员有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Dirk Cuypers 博士（比利时）、Yankalbe Paboung 

Matchock Mahouri 博士（乍得）和 Walid Ammar 博士（黎巴嫩）。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在认真审查对该基金管理的质询，并考虑到已经难以达成该基

金的目标后，基金委员会决定解散该基金，只要依照瑞士法律作出了各项批准和行动。

基金委员会还决定使用其资金支持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活动，例如埃博拉病毒

病控制。总干事作为该基金的管理人，将采取瑞士法律要求的所有行动，达成该基金的解

散，包括在必要时，代表该基金监督清算工作，并寻求瑞士监管当局的各项必要批准。 

3. 世川卫生奖——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的报告 

世川卫生奖授予在卫生发展方面作出杰出创新工作的一人或多人，一个或多个机构，

或者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此类工作包括促进特定的卫生规划或对初级卫生保健作出

的极大推动。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Mohamed Hussain Shareef 先生（马尔代夫）的主持下，世川卫生

奖遴选小组小组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举行了会议。小组其他成员有来自大韩民国的执行

委员会委员 Jeon Man-bok 先生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Hiroyoshi Endo 教授。 

小组成员审议了十位候选人的申请，以及管理人对每位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

根据章程和授奖指导原则，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5 年的该奖授予有

尊严地分娩基金（波兰）。 

如果执委会批准，获奖者将作为一个组织获得 40 000 美元。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有尊严地分娩基金会始建于 1996 年，因其对波兰公共卫生的重大和创新性贡献而

获此荣誉。 

有尊严地分娩中心是生态教育中心和两份国家出版物 1994 年组织的一此极为成功

的国家运动的继续。其目的是促成在分娩问题上的公共对话。众多医生和接生人员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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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了进行改变的呼吁，因此开始在波兰产科领域展开变革。目前，在分娩期间，妇女

可以在伴侣陪护的情况下分娩，她们可以在分娩后接受探视，不再与新生儿分离。 

有尊严地分娩基金会始建于 1996 年，为一非政府组织，其工作是提高波兰妇产机

构围产期保健的质量。其目的在于赋予妇女能力，使她们能够公开表明其需要，要求尊

重其权利，同时造就一个承认孕产和母亲重要性的社会，进而将其打造成为一个更为敏

感、更为开放和更有爱心的社会。 

该基金会准备使用这笔奖金维持并进一步发展其网络门户“GdzieRodzic.info”

（“WhereToGiveBirth.info”），其中有波兰的医院和产房数据库，并为等待分娩的父母提

供了信息，同时维护该基金会的医院数据库。产房试点项目吸引了每月高达 10 万名的

用户。其效率的提高将取决于确保随时更新数据库，而评估指标则真实不虚。 

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为卫生发展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多人、一

家或多家机构，或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组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举行会议，会议由执行委

员会主席 Mohamed Hussain Shareef 先生（马尔代夫）主持。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沙

特阿拉伯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Abdullah bin Mifreh Assiri 博士，以及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Mohammad Salim Al Olama 博士。 

遴选小组成员审议了四名候选人的申请，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

根据章程和授奖指导原则，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5 年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 Akogo 基金会（波兰）。 

如果执委会批准，获奖者将获得 20 000 美元。 

Akogo 基金会始建于 2002 年。其目的是向患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儿童提供免费 

间住院康复援助，并制定系统选择办法，并为在波兰的昏迷问题提供系统解决办法。此

类卫生服务解决办法需要长期、深入和昂贵的住院治疗和康复。Akogo 基金会为患者及

其家人提供一系列免费医疗服务。该基金会通过社会和教育活动，在多个层面上开展工

作，在波兰推动宣传，评估问题的规模。它还努力加强本来会自行其事的各个团体，包

括民众、社区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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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ogo 基金会与卫生部合作，制定了“唤醒 B 阶段昏迷儿童”规划。2013 年建立

的“闹钟”诊所是波兰的第一家昏迷儿童专科医院。它适用不同的和创新性治疗，诊断

和最广泛的一系列神经康复方法，提高最高等级的护理，目的是帮助神经系统损伤的恢

复，尽可能减少由此而来任何职能改变。 该基金会允许护理人员在患者停留期间免费

停留在其设施中，并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参与康复进程。在该诊所建立后的头 16 个月，

有 12 名儿童从昏迷中苏醒，其他患者则大多数可见明显改善。该诊所还培训父母在儿

童回家后对其进行长期护理。它还对承受长期压力的护理人员给予支持。 

该诊所还通过交流科学知识和实验性方案的成果，参照在昏迷治疗中的最新医疗成

果，更新其治疗方案。 

5.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授予对健康促进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人或多人，一个或

多个机构，或者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举行会议，会议由执行委员会

主席 Mohamed Hussain Shareef 先生（马尔代夫）主持。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代

表埃及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 Alaa Roushdy 先生，以及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Majda Al Qattan

博士。 

遴选小组成员审议了三名候选人的履历和背景，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

论意见。根据章程和授奖指导原则，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5 年科威

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授予 Alaa Eldien Mohamed El Ghamrawy 博士（埃及）。 

如果执委会批准，获奖者将获得 20 000 美元奖金。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Alaa Eldien El Ghamrawy 博士生于 1956 年，由卫生部提名，表彰其对制定埃及《国

家风湿性心脏病规划》的个人贡献。 

2003 年，El Ghamrawy 博士注意到，在他工作的 Al Mahalla 医院心脏中心的全部心

脏手术中，有 60%以上可归咎于风湿性心脏病。一组专科医生采取了小规模举措，以早

期发现并适当治疗和预防风湿性心脏病。在当地社区开展了宣传和鉴别风湿性心脏病活

动，鼓励当地采取主动行动，筛查和早期发现这一病症。这一活动扩展到农村地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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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社会为此类主动行动配备了流动设施，包括医疗设备、实验室和计算机。志愿者对 5-15

岁儿童进行了免费筛查。2005 年，卫生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制定了国家风湿性心脏

病控制规划，包括对全国有医生、内科医师、儿科医师和社区工作者在内的卫生保健专

业人员的培训规划。 

自该规划制定以来，研究表明，风湿性心脏病导致的心脏手术发生率明显下降。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章程》修订款 

根据《章程》第 11 条规定，遴选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删除《科

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章程》第 6.3 条，并修订第 4，8 和 11 条，以：(i)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ii)考虑该奖名称的变化；(iii)拓展该奖的宗旨，并为此规定将该奖授予在老年人卫

生保健和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者；(iv)允许建立补充工资机制，(v)简化

流程。 

如今执委会批准，第 4，8 和 11 条将行文如下： 

第四条 

宗  旨 

基金的宗旨是向在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在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一

人或多人，一个或数个机构、或者一个或数个非政府组织授奖（“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 殿下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研究奖”）。应用于评估候选者所作工

作的具体标准由基金遴选小组确定。 

第八条 

奖 

该奖包括一份授奖证书、一笔奖金及创始人的奖章，授奖次数不超过一年一次，由

基金资本获得的利息以及创始人可能补充提供的未使用的累积收入提供资金。最初确定

的奖金数额可由遴选小组依据基金资本的变化情况、利率的变动及其它有关因素，随时

加以调整。 

如果获奖者不止一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非政府组织，则将在获奖者之间按比例

分配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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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章程的修正 

根据一名委员的提议，基金遴选小组可建议修正本章程。由遴选小组多数成员认可

的任何此类提议，将提交执行委员会通过。 

6.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选小组的报告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授予在公共卫生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人或多人，一个

或多个机构，一个或多个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Mohamed Hussain Shareef 先生（马尔代夫）主持下，李钟郁博

士纪念奖遴选小组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举行会议。小组其它成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执行

委员会委员 Martin Bowles 先生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Won-seok Sir 博士。 

小组成员研究了五名提名候选人中四人的简历和背景，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

将 2015 年的该奖授予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塞浦路斯）。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100 000 美元奖金。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于 1987 年在尼科西亚成立，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的非营利

性非政府国际组织。其目标是提高世界各地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实现

这一点的途径是建立支持机制和制定国家控制规划，开展工作预防和管理该病。 

在过去 25 年内，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在许多国家对发展和传播关于地中海贫血

和链状细胞病预防和管理方面的知识作出了贡献。它加强了患者及其家庭在地方和国家

层面上的权能，并同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建议了多项决议。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在 57 个国家建立了 117 个国家地中海贫血协会，并组织了

多次国家、区域和国际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该联合会还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相关

国际利益攸关方建立了正式关系，并编写和分发了教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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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的成就归功于以下方面：有效、以证据为基础并定期更新的

教育规划；该联合会与世卫组织及其它组织、卫生专业人员、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

与学术和公共卫生组织及专家中心建立的网络；以及编写的包括涉及促进患者权利和非

输血依赖性地中海贫血的立场文件，以及向患者提供的关于假药和慢性肝脏疾病的信

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