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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 O届会议 2007年 1月 27日 

议程项目 8.3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准则》第 4.2和 4.6款1，非政府组织常设

委员会2于 2007 年 1 月 23 日召开会议。除审议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

申请并审查与已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之外，委员会审议了公共卫生、创新

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的一份建议3。兹请执委会审议下文第 IV节所载提议决议和

决定草案。 

I. 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不公开分发文件 EB120/NGO/1-7) 

2. 委员会指出，其任务是评价每一份申请，并确定在它看来，非政府组织是否符合上

述准则第 3.1至 3.6款所载建立正式关系的标准。审议了以下非政府组织的申请4：世界

管道委员会，国际卫生保健质量联合协会，世界性健康协会，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

国际医药管制当局协会，国际病人组织联盟，以及欧洲安全 — 欧洲伤害预防与安全促

进协会5。根据提供的信息，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这些非政府组织已达到建立正式关系

的标准并同意建议世卫组织与它们建立正式关系。 

II. 审查与世卫组织已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不公开分发文件 EB120/NGO/WP/1） 

3. 委员会审议了与 80个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有关的报告，包括 EB117(3)号决定6中提及

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名单载于本文件的附件。注意到这些信息来自各非政府组织

                                                
1 基本文件，第四十五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 
2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委员为：O. Shiraliyev先生（阿塞拜疆），P.M. Buss博士（巴西），邢军医生（亓庆东医

生的候补委员，中国）、M.P. Rahantanirina博士（马达加斯加），Suwit Wibulpolprasert博士，主席（泰国）。 
3 文件 EB120/35 Add.1，第 11段。 
4 在 2006年 11月 20日 L/06.24号通函中转交给执委会委员。 
5 分别为文件 EB120/NGO/1，EB120/NGO/2，EB120/NGO/3，EB120/NGO/4，EB120/NGO/5，EB120/NGO/6和

EB120/NGO/7。 
6 文件 EB117/2006/R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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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报告以及秘书处负责合作或关系（适当时）的官员所作的评价。评价考虑到，根

据《准则》第 4.5款，“ 围绕共同目标和……主要活动而作出的协作计划，应成为……建

立正式关系的基础。”  

4. 委员会审查了世卫组织与附件中所列的 49 个非政府组织（包括世界医学协会，秘

书处已提供与该协会合作的补充信息）之间的合作。委员会注意到这些非政府组织继续

承诺与世卫组织一起开展工作并已计划或预期继续进行合作。委员会很高兴建议执委会

赞扬这些非政府组织持续的献身精神并维持与它们的正式关系。 

5. 委员会不能审查与若干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因为未收到合作报告，收到报告的日期

太晚，或因为需要进一步信息。涉及以下非政府组织：阿嘎汗基金会、英联邦医学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国际天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国际皮肤病学学会联合

会、国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国际流行病学协会、国际生物医学实验室科学联合

会、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国际医学信息协会、国际烧伤协会、国际血液病学协会、

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世界医学和生物学超声波联合会以及世界

视力国际社。鉴于这一情况，委员会建议执委会推迟审查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由

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22届会议上审议。 

6. 委员会随后审议了关于执委会 EB117(3)号决定所要求行动结果的报告。 

7. 按照该决定第 4段，推迟了关于审查与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世界核医学

和生物学联合会以及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以利各方探讨在共同商定的

计划基础上恢复合作的可能性。 

8.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世卫组织与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之间的商定合作计

划，并建议执委会应维持该协会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9. 根据所提供的信息，正在与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以及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进

行讨论，各方对商定合作计划仍然抱有希望。委员会建议执委会应将审查与这些非政府

关系的工作再推迟一年，并要求应向执委会第 122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在商定合

作计划方面的努力结果。 

10. 按照 EB117(3)号决定，已请法人问责制国际就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发表意见，有

关信息转达了该会员国对该非政府组织在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机构

届会期间行为的看法。根据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秘书处作出的澄清，委员会建议执委会应

注意这一信息，并决定维持法人问责制国际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在致函该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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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报执委会决定时，已请秘书处提及与正式关系中赋予非政府组织的特权相一致的行

为的重要性。 

11. 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决定第 7段中提到的一系列非政府组织仍未提交报告，不过其

中三个非政府组织已经表明准备提交报告。鉴于报告暂付阙如，建议执委会应将审查与

下述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工作再推迟一年：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国际住房计划联合会、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国际预防肿瘤学学会和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并要求通知这

些非政府组织，如果不能及时收到答复，供执委会第 122届会议审议，将中止正式关系。 

12. 关于世界兽医协会提交的报告，委员会注意到，虽然在所审议期间，合作有所减弱，

但已经商定了一项合作计划。委员会建议执委会应注意该项计划，维持该非政府组织与

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13. 按照 EB117(3)号决定第 8段，已请一系列非政府组织提交其关于 2002-2004年期间

合作问题的报告，并已通知它们，如果不能提交报告，与它们的正式关系将中止。 

14. 委员会注意到，世卫组织与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和国际交通医学协会的合作有所减

弱，在近期的将来，预期不会开展计划合作。此外，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表示，它赞成

“ 搁置” 这一关系。有鉴于此，委员会建议中止与这两个非政府组织的正式关系。 

15. 委员会在审议与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学会的关系时，获悉在完成文件

EB120/NGO/WP/1中所载审查后，新近选出的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学会理事会致

函总干事，表示该学会已开始与世卫组织谈判，以商定一项工作计划，并要求对保持它

们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给以特殊考虑。鉴于该非政府组织可向世卫组织提供的专门知

识，同时忆及关于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WHA58.26号决议，委员会建议

执委会应注意该学会的请求，将与该学会的正式关系再维持一年，以便各方有时间商定

合作计划，供执委会第 122届会议审议。 

16. 委员会在审议与国际助产士联合会的关系时，表示关注中止关系的想法。委员会提

请注意该一职业的重要性，以及该联合会成为世卫组织重要伙伴的潜在可能。此外，还

忆及总干事曾表示有意重点考虑女性健康问题。然而，令人不安的是，2004年以来，该

联合会显然不曾对提交报告的要求作出反应。委员会建议执委会应将与该非政府组织的

正式关系再维持一年，条件是国际助产士联合会应在获悉执行委员会决定三个月内，确

认有意提交报告，供执行委员会第 122届会议审议。如果在三个月内没有收到此类确认，

委员会建议应中止正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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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由于国际行为发育研究学会仍未提交报告，委员会无法审议与它的关系问题。为此，

同时考虑到 EB117(3)号决定，委员会建议中止与该学会的正式关系。 

III.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问题(不公开分发文件

EB120/NGO/WP/2) 

18.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秘书处关于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果的报告所含建议1准备了

上述文件供其审议。秘书处提供了补充信息，表明许多非政府组织已表达参加会议的兴

趣，并且工作小组本身希望便利此类参与。委员会还以执委会就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政府间谈判机构通过的决定为指导2。委员会同意建议，按照下文第 IV节决定草案

中确定的条件，执委会应授权执行委员会主席与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主席联合行动，

临时接受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IV. 拟议决议和决定草案 

19. 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3， 

1. 决定接受世界管道委员会、国际卫生保健质量联合协会、世界性健康协会、国

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国际医药管制当局协会、国际病人组织联盟以及欧洲安全 — 

欧洲伤害预防与安全促进协会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2. 决定中止与下列非政府组织的正式关系：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国际行为发育

研究学会和国际交通医学协会。 

20. 审议与世卫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审议并注意到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关于审查三分之一与世卫组织

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3的报告，并根据 EB117(3)号决议，作出下述决定。 

                                                
1 见文件 EB120/35 Add.1，第 11段。 
2 见 EB107(2)号决定。 
3 文件 EB1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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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本报告附件中带有星号的非政府组织继续致力于世卫组织的工作，执委会决定

维持这些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注意到由于未收到报告、报告收到太晚或需要进一步信息，执委会决定将审查与下

列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推迟至其第 112届会议：阿嘎汗基金会、英联邦医学协会、国际癌

症登记协会、国际天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国际皮肤病学学会联合会、国

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国际流行病学协会、国际生物医学实验室科学联合会、国

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国际医学信息协会、国际烧伤协会、国际血液病学协会、国际微

生物学会联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世界医学和生物学超生波联合会以及世界视力国

际社。 

注意到世卫组织与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以及世界兽医协会之间的合作计

划已经商定，执委会决定维持这些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注意到继续期望世卫组织与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以及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之间将商定合作计划，执委会决定将审查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推迟至其第 122届会

议。 

注意到来自法人问责制国际的信息，执委会决定维持该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的正

式关系，并要求秘书处，在将这一决定通知该非政府组织时，提及与正式关系中赋予非

政府组织的特权相一致的行为的重要性。 

注意到下述非政府组织仍有待提交合作报告：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国际住房计

划联合会、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协会、国际预防肿瘤学学会以及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

执委会决定将审查它们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再推迟一年，并要求通知这些非政府组织，如

果不及时提交报告供执行委员会第 122届会议审议，它们的正式关系将中止。 

注意到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协会就努力继续与世卫组织计划的合作所提供

的信息并考虑到该非政府组织要求继续正式关系，执委会决定将该协会的正式关系再维

持一年，使双方有时间商定一项合作计划供执委会第 122届会议审查。 

执委会决定将国际助产士联合会的正式关系再维持一年，条件是，该联合会在获知

这一决定后的三个月内确认其提交报告供执行委员会第 122届会议审议的意图。如在三

个月期限内未收到此类确认，其正式关系将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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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便利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工作的措施的

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建议1及其非政

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授权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常设委员会主席联合行动，临时接受

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本决定所确定的便利措施将适用于专门或另外为

参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而申请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

织，但须符合下列条件和要求： 

(1) 在提交申请时，非政府组织必须与世卫组织具有工作关系，以便到执行委员会

按照下面第(3)点正式审查其申请时将已经历大约两年工作关系，并且必须在其它方

面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准则》第 3部分中确定的标准； 

(2)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任务必须与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有关； 

(3) 执行委员会将在接受其建立临时正式关系之后的 1月会议上对具有临时正式关

系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审查，目的在于按照正常程序予以确认或终止。 

除非经执委会终止或修订，本决定将继续适用，直至完成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

权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 

 

 

 

 

                                                
1 刊于文件 EB120/35 Add.1，F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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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执行委员会第 120届会议审议的 

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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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卫生行动∗ 

英联邦医学协会 

英联邦制药协会∗ 

消费者国际∗1 

法人问责制国际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 

全球卫生研究论坛∗ 

全球卫生联合理事会∗ 

国际牙科研究协会∗2 

国际生物学技术员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 

国际棘球蚴病协会∗2 

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 

国际天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 

国际外科医生协会∗ 

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 

国际助产士联合会 

国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 

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理事会∗ 

国际护士理事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国际住房计划联合会 

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 

                                                
∗ 根据审查期间共同合作的报告，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建议与加星号的这些非政府组织保持正式关系；其它非

政府组织作为作出特定决定或决议的主题。 
1 前为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消费者国际)。 
2 活动所涉时期为 2003-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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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物医学实验室科学联合会 

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合会∗ 

国际卫生档案组织联合会∗ 

国际医院工程联合会∗ 

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 

国际制药厂商和协会联合会∗1 

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医院联合会∗ 

国际皮肤病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医学信息协会 

国际医学议员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制药联合会∗ 

国际药学生联合会∗ 

国际酒精中毒生物医学研究学会 

国际烧伤协会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 

国际预防肿瘤学学会 

国际行为发育研究学会 

国际输血协会∗ 

国际环境医生协会∗2 

国际血液病学协会 

国际癌症护理护士协会 

国际矫形外科和创伤学会∗ 

国际放射照像技术员和放射学技术专家协会∗ 

国际放射学协会∗ 

国际交通医学协会 

国际抗癌联盟∗2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2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2 

国际建筑师联盟∗ 

国际基础和临床药理学联盟∗3 

                                                
1 前为国际制药厂商协会联合会。 
2 活动所涉时期为 2003-2005年。 
3 前为国际药理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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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 

国际卫生保健合作组织∗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国际血栓形成和止血联合协会∗ 

合作网：为健康争取团结∗ 

拯救儿童基金∗ 

世界针灸协会联合会∗ 

世界病理学会和实验室医学会协会∗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 

世界医学和生物学超声波联合会 

世界按摩疗法（手治疗法）联合会∗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1 

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世界麻醉医师协会联合会∗ 

世界医学协会∗ 

家庭医生世界组织∗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世界自疗药物工业组织∗ 

世界兽医协会 

世界视力国际社 

 

=      =      = 

                                                
1 活动所涉时期为 2002-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