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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世界卫生组织文件中使用的缩写如下:

ACHR 一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 UNDCP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

ASEAN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规划署

CEB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委员会(前行政协调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CIOMS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UNESCO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组织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IARC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办事处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UNICEF 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ILO 国际劳工组织(局) UNIDO 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UNRWA 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IMO 国际海事组织 救济及工程处

ITU 国际电信联盟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PAHO 泛美卫生组织 引币10 世界气象组织

UNAIDS 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WTO 世界贸易组织

UNCTAD 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本卷采用的地名和提供的资料，并不反映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

或地区或其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国境或边界划定的观点。凡报表标题中冠以"国家或

地区"字样，系指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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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于 2004 年 1 月 19-23 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举

行。会议记录分两卷出版。本卷包括决议和决定及有关附件。执委会的讨论简要记录、

参加人员和官员的名单、以及关于各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的详细情况都刊印在文件

EBl13/2004忠EC/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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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1

1.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2. 总干事的报告

讨论提出的问题

3. 技术和卫生事项

3.1 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3.2 艾滋病毒/艾滋病

3.3 [转为项目 3.18]

3.4 监测和控制涝药方;..)材fæ病(布鲁里溃殇)

3.5 [该项目推迟至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

3.6 健康促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7 综合预防非传染病

3.8 [该项目推迟至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

3.9 道路安全与健康

3.10 在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卫生

3.11 生殖卫生

3.12 包括血液制品在内的药物质量和安全

•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战略

l 经执委会在其第一次会议 (2004 年 l 月 19 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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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

3.13 卫生系统，包括初级卫生保健

3.1 4 [该项目推迟至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

3.15 贫穷对健康的影响

3.16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3.17 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

3.18 控制非洲人类锥虫病

4. 规划和预算事项

4.1 [该项目推迟至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

4.2 2004 - 2005 年规划预算:进展报告

4.3 向区域的正常预算拨款

5. 财务事项

5.1 评定会费征收状况

5.2 [删除]

5.3 摊款比额

6. 职工配备事项

6.1 人力资源

• 年度报告

将性别和地域平衡相结合的招聘战略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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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6.2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7. 其它管理事项

7.1 任命东南亚区域主任

7.2 任命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7.3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包括授奖

7.4 指导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政策

7.5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7.6 理事机构事项

• 执行委员会异地会议:主席的报告

• 理事机构会议:时间安排和会期

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制度

•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及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日期和

地点

7.7 授奖:设立新奖基金

8. 通报事项

8.1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8.2 降低全球麻痊死亡率

8.3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

8.4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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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根除脊髓灰质炎

8.6 保健质量:患者安全

8.7 婴幼儿营养及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方面的进展

8.8 与卫生、营养和人口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论坛

8.9 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审查小组的职权范围

8.10 [转至第 3 部分，作为项目 3.18]

9.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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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清单

EB113/1 Rev.l 议程 l

EB113/1 (annotated) 临时议程(附加注释)

EB113/1 Add.l 临时议程:补充项目

EB113/2 总干事在执行委员会第 113 届会议上的报告

EBl13/3 Rev.l 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EBl13/4 艾滋病毒/艾滋病

EBl13/5 控制非洲人类锥虫病

EB113/6 文件撤消2

EBl1317 健康促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EB113/8 文件撤消 2

EB113/9 道路安全与健康

EB113110 包括血液制品在内的药物质量和安全

EBl13/10 Add.l 包括血液制品在内的药物质量和安全:世界卫生组织药物战略

EBl13/ l1 卫生系统，包括初级卫生保健

EBl13/11 Add.l 初级卫生保健的未来方向

EB113/12 贫穷对健康的影响

EB113/13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EB113/14 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

l 见 Vll 页。

2 见文件 EB1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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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15 生殖卫生。加速进展的战略:制定过程

EB113/15 Add.1 生殖卫生:朝着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加速进展的战略草案

EB113116 和 Coη.1 评定会费征收状况

EB113117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

EB113/18 人力资源:将性别和地域平衡相结合的招聘战略

EBl13/19 人力资源: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EBl13/20 文件撤消 l

EB113 /2 1 任命东南亚区域主任

EBl13/22 任命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EBl13/23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2

EB113/24 指导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政策

EBl13/25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联检组最近的报告

EBl13/26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以前的建议实施情况

EBl13/27 理事机构事项。理事机构会议:时间安排和会期

EB113/28 理事机构事项。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制度

EBl13/29 理事机构事项。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

EB113/30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EB 113/30 Add.1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任命专家咨询团和委员会

EB113/31 授奖:设立新奖基金3

l 见文件 EBl131l。
2 见附件1.

3 见附件 2 和附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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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32 

EB113/33 

EB113/34 

EB113/35 

EBl13/36 

EB113/37 

EBl13/38 Rev.2 

EB113/39 

EB113/40 

EB113/41 

EBl13/42 和

EBl13/42 Add.l 

EB113/43 

EB 11 3/44 

文件清单

降低全球麻掺死亡率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根除脊髓灰质炎

综合预防非传染病

保健质量:患者安全

婴幼儿营养及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方面的进展

理事机构事项。执行委员会异地会议:主席的报告

监测和控制涝劳分:t矿fï1l病(布鲁里溃殇)

文件撤消 l

2004 - 2005 年规划预算:进展报告

向区域的正常预算拨款

综合预防非传染病。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制定过程

和决议草案

EB113/44 Add.l 综合预防非传染病: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草案

EB113/45 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卫生

EB113/46 和 Co盯'.1 摊款比额

l 见文件 EBl13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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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文件

EBl13/INF.DOC./l 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审评小组的职权范围

EB 113/INF.DOC几 文件撤消 l

EBl13νIII剧N、叫叮-.TF咀F卫.DOC.β 世界卫生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EBl口13ν/1卧N叩F.DOC巳./4 与卫生、营养手和口人口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论坛

l 见文件 EB1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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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EB113.Rl 监测和控制涝8分支存E病(布鲁里溃窃)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控制和治疗分_x矿1m涝荔涝(布鲁里溃殇) 1 的报告并认识到世界卫生

组织在卫生事务方面的领导作用;

注意到第一届国际布鲁里溃殇控制和研究会议( 1998 年于亚穆苏克罗)标志着全球

开始决心解决这一迄今不受重视的疾病，并且意识到必须维持这一势头，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控制和治疗分芝存蔚涝荔榨(布鲁里溃痛)的报告;

深切关注布鲁里溃殇病的蔓延，特别是在儿童中，以及它对贫困农村社区造成

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

意识到早期发现和治疗能够将该病的不良后果降至最低程度;

满意地注意到全球布鲁里溃殇行动自 1998 年发起以来在合作伙伴之间协调控

制和研究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

关注到包括病例的晚期发现和缺乏有效的诊断、治疗及预防措施在内的若干因

素阻碍了进一步的进展;

注意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以及实现普及初等教育这

两项目标的实现可能将受到包括布鲁里溃痛在内的被忽视的贫困者的疾病负面影

响的阻碍，

l 文件 EBl13/40 。



2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

1.敦促布鲁里溃痛正在流行或即将流行的会员国:

(1) 评估布鲁里溃殇的负担，并在必要时制定一项控制规划;

(2) 加速努力，早期发现和治疗该病例;

(3) 可行时与其它相关疾病控制活动建立有效的合作;

(4) 在卫生系统发展的基础上为控制布鲁里溃荡而建立和保持国家级的

伙伴关系;

(5) 确保具有满足控制需求的足够国家资源，包括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

2. 鼓励所有会员国:

(1) 参加全球布鲁里溃殇行动;

(2) 加强研究发展手段以诊断、治疗和预防该病 i

(3) 加强社区参与对该病症状的认识;

3. 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机构、捐助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

和研究机构:

(1) 与流行该病的国家开展直接合作以加强控制和研究活动;

(2) 发展伙伴关系并加强与参加卫生系统发展的组织和规划的合作，以确

保所有需求者均可获得有效的干预措施;

(3) 向全球布鲁里溃殇行动提供支持;

4. 要求总干事:

(1) 继续向全球布鲁里溃病病行动提供技术支持，特别要深化对该病负担

的认识，并通过普遍加强卫生基础结构促进早期诊断和治疗 i



决议和决定 3 

(2) 加强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将其作为加强监测、控制和康复服务的手段;

(3) 促进有关更好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手段的研究。

(第三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0 日)

EB113.R2 健康促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健康促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健康促进、公共信息和健康教育的 WHA42.44 和 WHA51.12 号决议，

渥太华( 1986 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1988 年)、瑞典松兹瓦尔 (1991 年)、雅加

达 (1997 年)和墨西哥城 (2000 年)五次健康促进全球会议的结果，以及促进健

康部长级宣言 (2000 年) ; 

审议了关于健康促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报告 i

注意到 <<2002 年世界卫生报告》 2，该报告处理全球健康的主要风险并突出行

为因素的作用，主要是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烟草消费和有害使用酒精，作

为构成迅速加重负担的非传染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认识到健康促进战略、典型和方法的必要性既不局限于特定卫生问题，也不局

限于一整套特定的行为，而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人群组、危险因素和疾病以及不同

的文化和环境;

l 文件 EBl1317 。

2 {2002 年!lfJl卫笠flH:丰)!， ì)ij{f少周后， Jil LE (jt庚牙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2 年。



4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

认识到会员国必须为可持续的有效健康促进加强政策、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机

构能力，以处理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目的在于建设国家能力，

加强以证据为基础的做法，发展创新的筹资手段，并为实施和评价制定准则;

忆及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性和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确定的五个行动领域，

1.敦促会员国:

(1) 加强国家和地方各级的现有能力，以计划和实施对性别敏感和文化适宜的

综合多部门健康促进政策和规划，特别注意贫穷和边缘化群体;

(2) 高度重视在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内外促进男女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生活

方式，包括健康和安全的娱乐机会;

(3) 将酒精有害使用列入 <<2002 年世界卫生报告》所指出的与生活方式有关的

危险因素清单和重视预防与酒精有关的危害，以及促进减少酒精有害使用(尤

其在青少年和孕妇中以及在工作场所和在驾驶时)的不利身体、精神和社会后

果的战略;

2. 要求总干事:

(1) 把健康促进作为最高重点，以便按照 WHA51.12 号决议的要求在本组织内

支持其发展，目的在于与有关利益相关方面协商，更有效地支持会员国处理健

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酒精有害使用和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其它主要因素 i

(2) 继续提倡对健康促进采取以证据为基础的做法并向会员国提供技术和其

它支持以建设它们的能力，从而在各级实施、监测、评价和传播有效的健康促

进规划;

(3) 按 <<2002 年世界卫生报告》所概述的，就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和管理相关危

险因素方面产生的挑战和机会向会员国提供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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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执行委员会第 115 届会议和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促进健康生活

方式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一份有关本组织今后关于酒精消费的工作的报告。

(第三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0 日)

EB113.R3 道路安全与健康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道路安全与健康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 WHA27.59 号决议 (1974 年) ，该决议注意到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广泛和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要求作出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并且世界卫生组织应向会员国

提供领导;

审议了关于道路安全与健康的报告;

欢迎联合国大会关于全球道路安全危机的第 58/9 号决议;

认识到由道路交通撞车造成的巨大全球死亡负担，其中 90%发生在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确认每一个道路使用者必须负起安全出行的责任和遵守交通法规及条例;

认识到道路交通伤构成一个重大而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死亡和发病方面

具有严重后果，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并且如不采取紧急行动，这一问题预期

力口居iJ;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采取多部门办法以成功处理这一问题和存在以证据为基础

的干预措施来减少道路交通伤的影响;

i 文件 EBl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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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在 2004 年世界卫生日时将开展的大量活动，特别是发行第一份预防交

通伤世界报告l ，

1. 认为公共卫生部门应通过监测受伤和收集数据，研究道路交通伤的危险因素，

实施和评价减少道路交通伤的干预措施，向交通伤的受害者提供住院前及创伤医

疗和精神卫生支持，以及提倡预防道路交通伤来积极参与道路交通伤预防规划;

2. 敦促会员国，特别是承担大部分道路交通伤负担的会员国，通过任命联络点动

员其公共卫生部门以预防和减轻道路撞车的不利后果，这些联络点可在流行病学、

预防和宣传以及与其它部门联络方面协调公共卫生反应;

3. 建议会员国:

(1) 评估关于道路交通伤负担的国家状况和确保可利用的资源与该问题的程

度相称;

(2) 如它们尚未这样做，拟订和实施关于预防道路交通伤的国家战略和适宜行

动计划;

(3) 确定政府在道路安全方面的领导地位，包括指定道路安全的单一机构或联

络点;

(4) 在不同部委和部门，包括私营运输公司之间促进多部门合作;

(5) 采取特定措施以预防和控制道路交通撞车造成的死亡和发病及评价此类

措施的影响;

(6) 执行现有交通法规及条例，并与学校、雇主和其它组织合作促进对司机和

行人同样进行道路安全教育;

(7) 利用即将发行的预防道路交通伤世界报告作为计划和实施预防道路交通

伤适宜战略的一个手段;

(8) 确保卫生部参与制定关于预防道路交通伤的政策;

l 茄IJ/ji11!1t ;<:i/Ji (jj lit !f J!1 ~字。 11 内记，世界卫生组织 t 己付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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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法律和严格执行摩托车手和摩托车后座骑乘者戴

防撞头盔，并使汽车制造商提供安全带和司机系安全带成为强制性规定;

4. 要求总干事:

(1) 与会员国合作，为实施预防道路交通伤和减轻其后果的措施制定以科学为

基础的公共卫生政策和规划;

(2) 鼓励研究以支持为预防道路交通伤和减轻其后果采取以证据为基础的办

法;

(3) 促进预防交通伤的有效措施变通应用，使之适用于地方社区;

(4) 提供技术支持，以便为道路交通撞车的受害者加强住院前和创伤医疗系

统;

(5) 与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发展预防受伤能力;

(6) 保持和加强努力以提高对道路交通伤严重程度和预防的认识。

(第六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1 日)

EB113.R4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

确认基因组学研究方面的显著进展以及许多会员国对这种医学研究和实践的

新措施尚未作好准备的事实;

l 文件 EB113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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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促进基因组学革命的潜在效益有益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健康;

意识到基因组学引起对安全的关注并有伦理、法律、社会和经济方面新的复杂

影响 i

重申必须在卫生保健实践和提供方面增值的前提下考虑基因纽学的进展 i

认识到迫切需要关于基因组学的研究和应用，以便促进对国家产生效益;

确信政府、科学界、民间社会、私立部门和国际社会履行其承诺以确保人人公

平地分享基因组学方面进展的时机已成熟，

1. 注意到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关于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l 中包含的建议;

2. 为本决议及世界卫生组织以后所有活动的目的，通过如下基因组学的定义:基

因组学是关于基因和它们的功能以及相关技术的研究;

3. 敦促会员国考虑采用所述建议和动员一切有关科学、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

以便:

(1) 制定国家基因组学政策和战略并建立机制以评估有关技术、成本效益、伦

理审评机构、法律、社会和经济影响、管制系统(特别在安全方面)以及公众

意识的必要性;

(2) 加强现有从事基因组学研究的中心和机构或建立新的中心和机构，目的是

加强国家能力并加快合乎伦理地应用与国家卫生问题相关的基因组学进展;

4. 吁请会员国促进私立部门、科学界、民间社会及其它利益相关方面之间加强合

作，特别在联合国系统内，并参与对话，以便找到创造性和公平的方法，为针对发

展中国家卫生需求的基因组学研究筹集更多的资源及发展生物伦理学和生物信息

学等领域的能力;

5. 要求总干事:

(1)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以制定国家政策和战略并加强能力，使它们能够受益于

与它们的卫生问题相关的基因组学进展;

飞 《基因组学与吐界卫生: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已归孔，性决飞飞生组织， 2002 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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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有关联合国机构合作，促进世界卫生组织在召集区域和国际论坛以及鼓

励主要利益相关方面之间形成伙伴关系以筹集资源方面的作用，对能力建设作

出贡献，并为涉及基因组学研究方面进展的相关问题找到创新的解决办法。

(第六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1 日)

EB113.R5 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器官获取和移植的 WHA40.13 、 WHA42.5 和 WHA44.25 号决议;

审议了关于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的报告;

注意到全球在同种异基因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方面的增加;

关注可用于移植以满足病人需求的人体材料日益不足;

意识到在同种异基因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方面产生的伦理和安全风险，以及

有必要特别注意器官贩运的风险 i

认识到活体异种细胞、组织或器官以及已与这些活体异种材料发生体外接触的

身体体液、细胞、组织或器官在不能获得合适的人体材料时有可能用于人类;

注意到与异种移植有关的将已知或尚未认识的异种传染因子从动物传播给人

类及从异种移植接受者传播给其接触者和一般大众的风险，

l 义-件 EBl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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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同种异基因移植

1. 敦促会员国:

(1) 对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的获取、处理和移植实施有效的国家监督，包括

确保用于移植的人体材料的责任制及其可追踪性;

(2) 在制定建议和准则方面开展合作，以统一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获取、处

理和移植方面的全球规范，包括对组织和细胞捐献者的适宜性制定最低标准;

(3) 采取措施保护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避免"移植旅游"及出售组织和器官;

2. 要求总干事:

(1) 继续审查和收集关于同种异基因移植做法、安全性、质量、有效性和流行

病学以及包括活体捐献在内的伦理问题的全球数据，以便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指

导原则 1;

(2) 促进国际合作，使公民增加获得这些治疗方法;

(3) 作为对会员国要求的反应，特别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提供技术支持以发展

细胞、组织或器官的适当移植;

11 

异种移植

1.敦促会员国:

(1) 只有在具备国家卫生当局监督的有效国家管理控制和监测机制时，方可允

许异种移植;

l 文件 WHA441l 991/REC/l ，附件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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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作制定统一全球规范的建议和准则，包括保护措施，以减少或防止可能

已感染异种移植物接受者或其接触者的任何异种传染因子的潜在二次传播，尤

其是跨国传播;

(3) 支持国际合作以预防和监测由异种移植造成的感染;

2. 要求总干事:

(1) 通过在会员国的卫生当局之间就与异种移植有关的问题促进和便利交流和

国际合作提供领导;

(2) 收集全球数据，以便评价异种移植方面的做法 i

(3) 作为对会员国要求的反应，提供技术支持以加强在异种移植领域的能力和

专长，包括国家管制当局的决策和监督。

(第七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2 日)

EB113.R6 控制非洲人类锥虫病

执行委员会，

考虑了关于非洲人类锥虫病的报告l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 WHA50.36 和 WHA56.7 号决议;

审议了关于非洲人类锥虫病的报告;

深切关注非洲锥虫病的复发及其对非洲大陆人类和牲畜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l 文件 EB113/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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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非洲人类锥虫病由于在未治疗的病例中产生的致命后果，在经治疗的病

例中常常发生的永久性神经损伤，特别包括儿童的永久性精神和精神运动障碍，以

及其发生流行的倾向，它已构成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进一步关注越来越多的抗药性和治疗失败的问题;

欢迎该病流行国家的政府领导对防治非洲人类锥虫病所表达的高度政治承诺;

进一步欢迎近期活动和公立 私立伙伴关系所表达的对控制该病作出的新承

诺，这种承诺极大地缓解了不能充分获得现有药品的问题;

注意到尽管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控制该病，但是急需包括更加安全、更为有效的

药物和简易诊断测试的更佳控制手段，

1.敦促会员国:

(1) 继续高度重视控制非洲人类锥虫病;

(2) 在该病流行地区，增加人力资源和专用资金，酌情利用以往用于采购药品

的资金并加强病例发现、诊断、治疗以及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

2. 要求总干事:

(1) 继续完善控制战略，从而最佳利用国家和国际资源并进一步预防流行的扩

散;

(2) 在各部门和相关机构中促进统一的做法，这一做法考虑到媒介控制和在牲

畜中控制该病的重要性;

(3) 主要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

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继续与所有相关的伙伴密切合作，研究开发更加

安全、更为有效的药物以及检测锥虫病的简易测试;

(4) 定期向卫生大会通报进展情况。

(第七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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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R7 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报告和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草案l i 

注意到会员国可在 2004 年 2 月 29 日之前对战略草案提出意见，这些意见将

向所有会员国提供，并将向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一份修订的饮食、身体

活动与健康战略草案，其中将考虑到这些意见，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病的 WHA51.18 和 WHA53.17 号决议以及关

于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的 WHA55.23 号决议;

忆及 <<2002 年世界卫生报告》 2，报告表明主要非传染病引起的死亡、发

病和残疾目前约占所有死亡的 60%和全球疾病负担的 47%，并且预计到 2020

年这些数字将分别上升至 73%和 60%;

注意到由非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中有 66%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里受影响

的人在平均年龄方面比发达国家中受影响的人更为年轻;

对作对人口和生活方式方面不断演变趋势的一个后果的这些上升数字，
包括与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有关的趋势表示忧虑;

确认存在着大量广泛的知识和公共卫生潜力，需要降低对不健康饮食和

缺乏身体活动造成的主要危险接触的程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随之发生的疾

病的可预防性;

还注意到，正如在若干会员国中已显示的，通过实施一致的重要公共卫

生行动，这些主要行为和环境危险因素可发生改变;

l 分别为文件 EBl13/44 和 EBl13/44 Add.l 。
气 <<'2002 年世界卫生报告》。减少风险，延长健康寿命。口归孔，也决卫生组织，到也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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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国家、社区和个人相互依赖，而且政府与其它利益相关方面合作，

在创造环境授权和鼓励个人、家庭和社会就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作出强化生

命的积极决策方面具有核心作用;

认识到在非传染病综合预防和控制内一项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

略的重要性，包括支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更健康的环境，提供公共信息

和卫生服务以及在改进生活方式及个人和社区健康方面卫生和有关专业以及

致力于减少非传染病风险的一切有关利益相关方面和部门的重要参与;

确信现在正是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包括私立部门在内的国际社会重申

其承诺的时候，以鼓励健康的饮食和身体活动模式;

注意到 WHA56.23 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充分利用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在

整个食品链中保护人类健康，包括帮助就营养和饮食作出健康的选择，

1. [认可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 ] 

2. 敦促会员国:

(1) 酌情结合国家情况并作为其总体政策和规划的一部分，制定、实施和

评价战略中建议的行动，通过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促进个人和社区健康，

并减少非传染病的风险和发病率;

(2) 促进包括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并促成能量平衡的生活方式;

(3) 加强现有结构或建立新的结构，通过卫生和其它有关部门实施战略，

以监测和评价其有效性并指导资源投资和管理，从而减少非传染病的患病

率及与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有关的危险;

(4) 为此目的根据国家情况确定:

(a) 国家宗旨和目标，

(b) 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的切实可行时间表，

(c) 可衡量的过程和产出指标，使能准确监测和评价所采取的行动和

对查明的需求作出迅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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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励动员所有有关的社会和经济团体，包括科学、专业、非政府、自愿、

私立部门、民间社会和工业协会，并使它们积极参与实施战略以及实现其目的

和目标;

(6) 鼓励和培养有利于个人通过采纳包括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履

行其健康责任的环境;

3. 吁请其它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其各自职权和规划内优先重视并请包括捐助界在

内的公共和私立利益相关方面支持各国政府并与它们一起促进健康的饮食和身体

活动以改善健康结果;

4. 要求食品法典委员会继续在其业务职权的框架内充分考虑它可采取的以依据

为基础的行动，按照战略的目的和目标改进食品的卫生标准;

5. 要求总干事:

(1) 应要求在全球和区域级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意见和支持，以实施该项战略

及监测和评价实施情况;

(2) 持续地监测与饮食、身体活动和健康相关的国际科学发展情况，以便让

会员国能够使其规划适应最新知识;

(3) 继续编制和传播技术信息、准则、研究、评价、宣传和培训材料，以使

会员国在处理日益增加的非传染病全球负担时，更好地了解健康饮食和身体活

动的成本/效益和贡献;

(4) 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和双边机构在促进健康的饮食和身体活动方

面开展国际合作;

(5) 与民间社会及致力于减少非传染病风险的公共和私立利益相关方面合

作，实施该项战略并促进健康的饮食和身体活动，同时确保避免潜在的利益冲

突。

(第八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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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R8 任命东南亚区域主任

执行委员会，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 52 杂的规定;

考虑到东南亚区域委员会第五十六届全议的提名和推荐l ，

1. 任命 Sam1ee P1ianbangchang 博士为东南亚区域主任，任期从 2004 年 3 月 1 日

始;

2. 授权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F列j 、、+手和口、职员细则》的规定向 S缸am削1e臼eP凹li臼an由1由bangchan

博士签发自 20ω04 年 3 月 1 日起任期 5 年的合同。

(第九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R9 向 Uton Mucbtar Rafei 博士致谢

执行委员会，

希望在东南亚区域主任 Uton Muchtar Rafei 博士退休之际对他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的服务表示感谢;

注意到他毕生致力于国际卫生事业，并尤其忆及他作为东南亚区域主任的 10 年期

间提供的服务，

1.表示十分感谢和赞赏 Uton Muchtar Rafei 博士对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所做的宝贵贡献;

2. 借此机会向他致以衷心的祝福，希望他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继续为人类服务。

(第九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I SEAlRC56/Rl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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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RI0 任命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执行委员会，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 52 条的规定 i

考虑到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提名和推荐l ，

1.再次任命 Shigeru Omi 博士为西太平洋区域主任，任期从 2004 年 2 月 1 日始;

2. 授权总干事根据《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的规定向 Shigeru Omi 博士签发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任期 5 年的合同。

(第九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Rll 生殖卫生z 朝着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和考虑了朝着实现关于生殖卫生的国际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
草案2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朝着实现关于生殖卫生的国际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草

案;

忆及和认可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1 994 年于开罗)以及进一步实

施由联大 1999 年 7 月第 21 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

各项重点行动;

1 WPRlRC54.Rl 号决议。
2 文件 EBl13!15 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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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忆及和认可《北京行动纲领)) (1 995 年于北京)以及实施联大 2000 年 6

月第 23 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进一步行动与倡议;

重申联合国大会于 2000 年 9 月第 55 届会议上通过的《千年宣言>> 1和执行《联合

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2中所包含的发展目标;以及其它国际发展目标和指标 i

认识到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发展目标以及其它国际目标和指标需要把生

殖和性健康方面强有力的投资和玫治承诺作为一项重点;

忆及 WHA55.19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除其它外，制定战略以加快实现有关生殖

卫生的国际发展目标和指标的进展，

1.认可朝着实现关于生殖卫生的国际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加速进展的战略;

2. 敦促会员国作为一项紧急事务，做到:

(1) 作为国家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展目标及其它国际发展目标和指标

所做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和实施战略，并为此目的调动政治决心和财政资源;

(2) 使生殖和性健康成为国家计划和预算制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加强卫生系统能力以便实现普遍获取性和生殖卫生保健，并在有关的死亡

率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中特别重视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

(4) 监测战略实施情况以确保它使贫穷及其他边缘人群受益，并加强各级的生

殖与性卫生保健和规划;

(5) 确保生殖和性健康的各方面，尤其包括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被纳入国家

关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监测和报告;

3. 要求总干事:

(1) 应要求，在实施战略和评价其影响与有效性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支持;

l 联合国大会第 55/2 号决议。
2 文件 AJ56/3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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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足够的组织重点、承诺和资源专用于支持有效地促进和实施生殖卫生战

略及其突出的"必要行动";

(3) 在 2005 年编写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份生殖和性健康进展报告时，对孕产妇和

新生儿健康给予特别重视，将其作为对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实现《联

合国千年宣言》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作出的贡献;

(4) 通过执行委员会定期(至少两年一次)向卫生大会提供关于战略实施情况

的进展报告。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R12 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与健康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卫生的报告 l ，

建议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卫生的报告;

忆及《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规定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

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境各异，而分轩轻;

承认并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并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以及尊重家庭所有成

员的权利对家庭幸福和整个社会至关重要;

还忆及针对有关家庭成员、个人和社区健康问题的各次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

的承诺、目标和结果;

l 文件 EBl13/45o



20 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

进一步忆及有关的联合国人权文书和相关的全球行动计划与纲领呼吁向家庭

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和帮助，同时铭记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存在

着不同的家庭类型;

还认识到父母、家庭、法定监护人和其他照护人员对儿童的幸福承担首要任务

和责任，他们在履行其养育儿童的责任方面必须得到支持 i 并且在所有与儿童有关

的行动中，儿童的最佳利益应是首要考虑;

进一步认识到文化价值、社会兰 ;iF状况、性别平等和教育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

素;

承认有力和支持性的家庭和社会网络对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而

不能获得充分的卫生保健、虐待和忽祀儿童、配偶暴力和家庭暴力、酒精和物质滥

用、不照顾老人和残疾人以及诸如由作民造成的长期分离的潜在影响是极为关注的

重要问题;

关切地注意到艾滋病毒/艾滋椅的流行对家庭、家庭成员、个人和社区，特别是

以儿童和老年人为主的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注意到 2004 年将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1.敦促会员国:

(1) 评估政府政策以便帮助家庭向其所有成员提供一个支持性环境;

(2) 确保提供适当的法律、社会和有形基础设施，以便支持父母、家庭、法定

监护人和其他照护人员，特别是老年男女，加强他们的能力以便为他们照护的

每一个儿童的最佳利益提供照顾、养育和保护，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对

他们的观点给予应有的重视;

(3) 采取措施以确保对性别问题具敏感认识的卫生政策、计划和规划认识到并

处理每个家庭成员的权利和全面的健康与发展需求，特别重视处于不能满足其

成员基本需求危机之中的家庭，包括发生虐待儿童、家庭暴力或缺乏关心的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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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使用和维持各系统，以便按性别、年龄和其它健康决定因素分门别

类提供数据，从而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与所有家庭成员相关的卫生干预措施的

计划、实施、监测和评价;

(5) 发展或加强与所有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伙伴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便帮助

家庭满足其所有成员的健康和发展需求;

(6) 加强确保提供充足资源的国家行动，以实现关于家庭成员健康问题的各次

相关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的国际承诺、目标和结果;

(7) 如关于国际家庭年的 WHA46.27 号决议所指出，履行其根据与家庭和卫生

发展有关的国际文书所规定的义务，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

童权利公约>> ; 

2. 要求总干事:

(1) 提高对与家庭、家庭成员、个人和社区有关的卫生问题的认识并支持会员

国增加其为加强关于这些问题的卫生政策所作的努力;

(2) 应要求支持会员国发展、使用和维持各系统，以便按性别、年龄和其它健

康决定因素分门别类提供数据，从而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与家庭及其成员相关

的卫生干预措施的计划、实施、监测和评价;

(3) 与有关伙伴合作，支持会员国努力履行他们就与家庭成员健康问题有关的

各次相关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目标和结果作出的承诺;

(4) 在本组织有关的政策和规划中对与家庭成员健康相关的问题给予应有的

重视;

(5) 通过分享经验和调查结果，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及诸如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等联合国系统其它有关组织就与家庭及其成员有

关的问题密切合作-

(6)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实施本项决议的进展情

况。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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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R13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年度报告l;

2.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条确认总干卡的决定，将关于陪产假的试行期延长至 2005

年 1 月。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R14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2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飞

1.决定接受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及有关专业协会、国际药学生联合会以及世界

视光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2. 决定应国家间议会联盟的要求，中止与该联盟的正式关系并注意到已接受该联盟关

于作为观察员出席卫生大会的要求;

3. 决定中止与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的正式关系。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R15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卫生协调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注意到规划发展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报告 l和对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人口基金卫生协调委员会的审查2，并忆及建立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人口基金卫生协调委员会的 EB99.R23 号决议;

l 文件 EB113/19 ，
2 见附件 l 。

3 文件 EB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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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自 1997 年建立卫生协调委员会以来这三个组织之间增加的合作以及费用与

成就之间的平衡，

1.决定解散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卫生协调委员会;

2. 要求总干事:

(1) 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局转达本决议;

(2) 继续加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之间在卫生领域

的协调。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决定

EB113(1) 审议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3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并注意到其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关于审查二分之一与世界卫

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及对 EB111(6)号决定后续行动的报告4之后，作出下述

决定。

执委会感谢其名称在报告附件中加有星号的非政府组织持续努力支持世界卫生组

织的目标，并根据对它们的合作报告的审查，决定保持它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关系。

由于缺乏使之能进行审查的报告，执委会决定将与下列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审查推迟

至其第 115 届会议:基督教医学委员会一教堂卫生行动、英联邦制药协会、卫生服务和

系统研究中心国际合作联合会、国际天主教护士和社会医学工作者委员会、国际科学理

事会、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国际化疗学会、国际纯理论和应用

化学联合会、世界病理学会和实验室医学会协会以及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1 文件 EBPDC I017 。

2 文件 EBPDCIO/5 ，
3 见附件 l 。

4 文件 EB11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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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人类工程学协会、国际医学信息协会和国际毒理学联盟提交的报告，执委

会注意到为恢复计划的合作所作的努力己取得成功并决定保持它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

正式关系。

执委会注意到国际社会福利理丰会 ;Ij r:J 侍提交关于为商定工作计划所作努力的报

告，并决定将关于与该理事会关系的夜之推迟至其第 115 届会议。

进一步注意到以下组织仍有侍捉 72 丘作 fR 告:国际病理学会、国际老龄联合会、国

际放射保护协会、国际人类和动物立范学学去、国际固体废料协会、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世界青年大会、世界社会心理康复协去 ;'1， 叉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执委会决定推迟

审议与它们的关系，提醒它们注意提交抗击的要求并通知它们，如不能及时提交报告以

便在其第 115 届会议上审议，正式关手咛代中止。

执委会注意到与国家问议会联盟 f;J ~二吓吨湿病学协会联盟(也列在本报告的附件

中)的关系是一项决议的主题。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2) 授予 A.T.舒沙博士基金奖和奖研金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 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后，将 2004 年A.T.舒沙博士

基金奖授予 Saleh Mohammed AI-Khusaiby 博士(阿曼) ，以表彰他对舒沙博士为世界卫

生组织服务期间所在地理区域的卫生保健所作的极重要贡献。

执委会将A.T.舒沙博士基金奖研金投子 Masoud Mostafaie 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获奖者将获得 15 000 美元奖金用于博士课程的奖学金;超过这笔款额的费用将由

获奖者负责。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3) 授予世川卫生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世川卫生奖进选小组的报告之后，将 2004 年世川卫生奖授予

斯里兰卡计划生育协会(斯里兰卡)。获奖者将获得 40000 美元，以表彰它在卫生发展

方面的杰出工作。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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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4) 授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进选小组的报告之后，将 2004 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同时授予 Shaukat Khanum 癌症纪念医院及研究中心(巴

基斯坦)和 Stella Lubayelea Obasanjo 夫人(尼日利亚) ，以表彰他们对卫生发展的杰出

贡献。获奖者将各获得 20000 美元。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5)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和会期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的报告 l ，并忆

及其早先的决定，即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应在日内瓦万国官举行，于 2004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开幕并不晚于 2004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闭幕2，批准经修订的第五

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它还建议，圆桌会议的主题应为 HIV/艾滋病，圆桌会

议应按照概述的程序进行3，并且圄桌会议应由卫生部长或指定直接代表其本人的人员
参加政策讨论。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6) 执行委员会第 114 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执行委员会决定其第 114 届会议应于 2004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在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总部举行并不晚于 2004 年 5 月 27 日结束。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7)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基金4

执行委员会继其 EBll1(13)号决定之后决定批准向其提交的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

章程草案。

1 文件 EBl13/29o

2 见 EB 1l 2(9)号决定。
3 文件 EB 107/2 1 。
4 见附件 2。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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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3(8) 科威特国在东地中海区域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奖基金1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通过的建议设立科威特国

在东地中海区域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扣惜与飞病奖基金的 EMIRC501R.13 号决议之后，

决定批准设立该基金及其拟议章程，但 ~ri ~t;是于按照已为两项其它奖作出的安排正在就

负担支付此项奖所发生的行政费用作出向安排。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EB113(9) 摊款比额

执行委员会在审议了总干事的报告·之舌，决定建议卫生大会按照《财务条例》第

6.1 条行动，考虑修订应届财务期第二年 2005 年适用的摊款比额。

(第十次会议， 2004 年 1 月 23 日)

l 见附件 3 。

2 文件 EBl13/4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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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分别由 EB113.R14 号决议和 EB113(1)号决定被接受

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和保持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

阿嘎汗基金会l

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和医学院校协会

基督教医学委员会一教堂卫生行动

英联邦医学协会

英联邦制药协会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

卫生服务和系统研究中心国际合作联合会

全球卫生研究论坛

全球卫生理事会 l

国际病理学会

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及有关专业协会

国际生物学技术员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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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语医学系主任会议组织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理事会

国际护士理事会 l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国际人类工程学协会

国际眼睛基金会

l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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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113/23 ， 附件-200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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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

国际生物医学实验室科学联合会l

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合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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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制药厂商协会联合会 3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老龄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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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消费者国际)

国际制药联合会 3

国际药学生联合会

国际放射保护协会

国际烧伤协会

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

国际输血协会

国际化疗学会

国际血液病学协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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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固体废料协会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建筑师联盟

国际基础和临床药理学联盟4

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Intr为国际医学实验室技术员协会。
2 前为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3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4 前为国际药理学联盟。



国际地方部门联合会

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

国际纯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国际毒理学联盟

国家间议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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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拯救儿童基金

世界针灸协会联合会

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

世界青年大会

世界社会心理康复协会

世界病理学会和实验室医学会协会

世界视光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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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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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世界自疗药物工业组织 l

世界视力国际社 l

附件

l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2 前为合作网:通过创新教育、服务和研究实现社区卫生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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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章程1

[EB113/31 ，附件 1-2003 年 11 月 27 日]

第一条

设立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内，以"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的名义设立一个基金，其管

理条款如下:

第二条

创始者

该基金由科威特国政府(以下统称"创始者")发起并提供资金。

第三条

资本

创始者向基金捐赠的原始资本为 1 000000 美元(一百万美元)。该资本将由行政管

理者进行投资和管理，以便为基金今后的利益促成资本的增长和收入。基金可通过其未

分配储备金的一切收入或赠款和遗赠款增加其资本。

第四条

目的

l.基金的目的是向对健康促进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人或数人、一个或数个机构、或

者一个或数个非政府组织授奖("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应用于评估候选者所作

工作的具体标准由基金进选小组确定。

l 见 EBl13(7)号决定。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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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世界卫生大会会议期间向获奖者授奖。如本人缺席，可由其代理人代领。

第五条

候选者的提名和挑选

1.世界卫生组织任一会员国的国家卫生行政当局或以往获奖者都可提名该奖的候选

者。

2. 向行政管理者进行提名，然后由行政管理者将名单及其技术意见提交基金进选小组。

3. 世界卫生组织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及执行委员会现任委员无资格获得该奖。

第六条

基金连选小组

1.基金进选小组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创始者代表一人及执行委员会从东地中海区域的

会员国选出的、任期不超过其任职期限的一名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

2. 必须有进选小组的三名成员出席，才能作出决定。进选小组将依据多数成员的意见

作出决定。

3. 根据行政管理者的旅行规定，创始者代表出席基金进选小组会议的旅行费用应被视

为基金支出，可从基金资本产生的收入中报销。

第七条

基金连选小组的提议

基金进选小组在不公开会议上向执行委员会建议获奖者的姓名或名称。执行委员会

对提名进行审议并决定获奖者。

第八条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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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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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金。最初确定的奖金数额可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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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地调整。

2. 如果获奖者不止一人、一个或数个机构、或者一个或数个非政府组织，则将在获奖

者之间按比例分配奖金。

第九条

行政费用

将根据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授奖数额确定收取 13%(或按世界卫生组织理事机构

确定的的其它规定)规划支助金，用以帮助支付基金的行政费用。

第十条

行政管理者

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是该基金的行政管理者并作为基金进选小组的秘书。

2. 行政管理者负责:

(a) 行基金进选小组在本章程规定的权力范围内作出的决定;

(b) 遵守本章程及根据本章程从整体上管理基金。

第十一条

章程的修正

根据一名委员的提议，基金进选小组可建议修正本章程。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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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修正都将向下一届世界卫生大会进行报告。



附件 3

科威特国在东地中海区域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和

糖尿病奖基金章程1

[EB113/31 ，附件 2-2003 年 11 月 27 日]

第一条

基金的设立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内，以"科威特国在东地中海区域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和

糖尿病奖"的名义设立一个基金，其管理条款如下。

第二条

创始者

该基金由科威特国政府(以下统称"创始者")发起并提供资金。

第三条

基金的资本

创始者向基金捐赠的原始资本为 300000 美元(三十万美元)。基金可通过其未分配

储备金的一切收入或赠款和遗赠款增加其资本。

第四条

基金的目的

基金的目的是，如收入允许，在如下一个或多个方面:癌症控制、心血管疾病控制

和糖尿病控制，向对与癌症控制、心血管疾病控制和糖尿病控制有关的研究领域作出突

出贡献的一人或数人授奖。基金委员会将确定应用于评估候选者所作工作的标准。

l 见 EBI13(8)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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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奖

1.科威特国在东地中海区域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奖包括:

在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一个或多个领域一枚铜质奖章和一笔奖金，如

资金允许，将每年颁发，由资本产生的收入在扣除铸造奖章费用总额及任何其它费

用之后提供资金。

2. 基金委员会将在其第一次会议上确定该奖的最初值，同时考虑到基金的资本和预期

每年产生的收入。委员会可根据基金资本的变化情况、投资回报的变动及其它有关

因素，不时地调整这一数额。

第六条

基金委员会

一个名称为吁斗威特国在东地中海区域控制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奖基金委员

会"的委员会将由下列成员组成: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区域委员会技术

讨论会主席以及创始者代表一人。东地中海区域的区域主任或其代表将作为委员会的秘

书。

第七条

候选者的提名和挑选

1.在东地中海区域内的世界卫生组织任一会员国的国家卫生当局或以往获奖者都可提

名该奖的候选者。提名应附有提名所依据的书面理由陈述。应向行政管理者提交提

名，然后由行政管理者将名单及技术意见提交基金委员会。

2.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无资格获得该奖。

3. 委员会将在不公开会议上由出席会议的多数成员决定向区域委员会提交的建议，其

决定为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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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须由基金委员会至少 3 名成员出席，包括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主席或在该区域委

员会代理主席的一名副主席，才能作出决定。

5. 在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随后一届会议期间由其主席向获奖者授奖。如本人缺席，可

由其代表代领。

第八条

行政管理者

1.基金由其行政管理者即东地中海区域主任进行管理。行政管理者为基金委员会的秘

书。

2. 行政管理者负责:

(时 执行基金委员会在本章程规定的权力范围内作出的决定;

(b) 遵守上述条款及根据本章程规定管理基金。

第九条

章程的修正

根据一名委员的提议，基金委员会可建议修正本章程。由委员会多数成员认可的任何此

类提议，将提交区域委员会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