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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准则》1第 4.2 和 4.6 段，常设委员会2于 2004
年 1 月 20 日举行会议，以审议为议程项目 7.3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包括授奖准备

的文件。兹请执委会对下文第 III 节中所列的拟议的决议和决定草案作出决定。 

I．非政府组织关于被接受建立正式关系的申请（有限发行文件 EB113/NGO/1-5） 

2．委员会审查了下述组织的申请：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及有关专业协会

（IACAPAP）（文件 EB113/NGO/1）、国际药学生联合会（IPSF）（文件 EB113/NGO/2）、
世界视光理事会（WCO）（文件 EB113/NGO/3）、国际食品杂货生产商协会理事会

（ICGMA）（文件 EB113/NGO/4）和欧盟食品及饮料业联合会（CIAA）（文件

EB113/NGO/5）。上述申请是与 2003 年 11 月 25 日 L/03.24 号通函和 2003 年 12 月 12 日

L/03.25 号通函一起向执委会委员转交的。 

3．根据其申请中提供的信息和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补充信息，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

病学及有关专业协会促进对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及缺陷进行研究、

治疗、护理和预防。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期间，该协会向一系列专家会议/研讨会提供

了技术支持。它还向世界卫生组织临时调派了一名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专家，协助制定

关于护理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世界卫生组织战略。委员会注意到世界卫生组

织越来越需要这类专业人员的专门知识，但是目前资源短缺。因此，该协会的专长对于

世界卫生组织非常宝贵。 

                                                 
1 《基本文件》，第 44 版，第 79-84 页，世界卫生组织，2003 年。 
2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成员如下：F.Huerta Montalvo 博士（厄瓜多尔）、Z.Alemu 博士（主席）（厄立特里亚）、

Mya Oo 教授（缅甸）、P.Alonso Cuesta 博士（A.M.Pastor Julián 博士的候补委员（西班牙））、A.B.Osman 博士（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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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国际药学生联合会是为了研究和促进药学生的利益并鼓励学生之间开展国际

合作。关于该联合会的申请，委员会注意到其成员来自 70 多个国家，代表世界卫生组

织所有区域中的 30 多万学生。联合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与卫生组织有关的若干

工作领域（例如，健康促进/疾病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假冒药物等）开展了一系列

广泛的活动。它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开展的工作包括协助制定“世界药学院正式名单”。

该联合会还致力于确保各药学院成为无烟学校的长期运动。 

5． 关于世界视光理事会的申请，委员会注意到该非政府组织是验光师的专业协会，成

员约有 30 万人，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若干区域。它所代表的职业对眼睛卫生保健十分

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继续与之进行合作。委员会还注意到该理事会采取的活动方法

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 

6． 关于国际食品杂货生产商协会理事会的申请，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关注食

品、饮料及其它杂货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协会组织。委员会注意到该理事会还在粮农组织

/卫生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框架内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开展工作。就其与世界卫生组织

一起进行的工作而言，委员会获悉该理事会能够获得在其它地方无法获得的各种数据和

专门技能，这些数据和技能对于理解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某些问题十分重要。例如，该理

事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投入了技术，从而，除其它外，促使出版了《对食品的恐怖

主义威胁：建立并加强预防和反应系统指南》。它还为 2003 年 4 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

第十三届美洲健康与农业问题部长级会议作了贡献。预期将继续进行生物恐怖主义方面

的工作。 

7． 关于欧盟食品及饮料业联合会的申请，委员会注意到它代表了欧洲联盟中食品和饮

料生产业的利益。该联盟的目标中明确提及要制定方案解决食品和饮料业中的问题，包

括与食品相关的卫生问题。委员会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明确支持发展未来的

食品安全系统（2000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 WHA53.15 号决议），而建立这种系统的一个

重要先决条件是贯穿整条食品生产链的各个当局与生产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其与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期间，该联盟提供了数据和专门知识，以便就食品中丙烯酰胺形成和预防

的技术性细节制定分析方法。这是一个紧迫的新公共卫生问题，该联盟在这方面的专门

知识受到高度重视。它还参加了 2002 年 2 月举行的粮农组织/卫生组织泛欧食品安全和

质量会议，并继续积极参与加强与食品领域中确定国际标准有关的工作（粮农组织/卫生

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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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员会确信上文第 2 段中所列的五个非政府组织均符合《准则》中确定的被接纳建

立正式关系的标准。它注意到前两年中为支持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政策所开展的活动，还

注意到已商定继续合作的计划。鉴此，委员会同意建议接受与这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建

立正式关系。 

II ．审查与世界卫生组织已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有限发行文件

EB113/NGO/WP/1） 

9．上述文件包含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与保持正式关系的约三分之一的非政府组织以及

EB111(6)号决定1中提及的有关非政府组织之间合作或关系状况的信息。总共审查了 82
个非政府组织，以便尤其确定保持它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关系的可取性。其名单见

附件 1。 

10．委员会审查了文件 EB113/NGO/WP/1 附件所列的 55 个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报告。除

涉及 2000-2002 年的 EB111(6)号决定第 4 段提及的非政府组织2以外，大多数活动发生在

2001-2003 年期间。 

11．委员会寻求对合作的评价作出澄清。据解释，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每一个非政府组织

任命了一名联络员，负责合作事宜。这些工作人员负责评价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正是根

据他们的评价制定了秘书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建议保持与这 56 个非政府组织（见本

报告附件中后面加星号的名单）的正式关系，并对它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工作表示

感谢。 

12．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就委员会对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审

查制定更加具体和明确的标准。此类标准的目的是使委员会能更好地对这些非政府组织

是否继续符合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标准作出知情评估。在对

EB113/NGO/WP/1 的讨论期间，委员会就如何确定“国际性”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

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否需要承担资金寻求作出澄清。据解释，作为一般规则，如一个非政

府组织在不止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内有活动和/或成员，则该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国际

性的。至于承担资金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保持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许多合作

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偶尔需要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与非政府组织的合同提供付

款。它也可使非政府组织承担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 

                                                 
1 文件 EB111/2003/REC/1，第 26-27 页。 
2 国际眼睛基金会、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国际地方部门联合会、世界童子军运动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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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委员会然后审议了关于与国家间议会联盟的关系的报告。委员会注意到，联盟关于

作为观察员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要求已被接受，并且联盟已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它希望

“解除其作为一个”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委员会同意

建议注意到邀请联盟作为观察员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决定，并根据联盟的要求中止正式

关系。 

14．由于缺少合作报告，委员会不能审查与下列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基督教医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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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报告，委员会建议将审议与这十一

个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推迟至执委会第 115 届会议。 

15．然后，委员会审议了关于 EB111(6)号决定1后续工作的报告。 

16．根据该决定第 3 和 6 段，与国际毒理学联盟、国际人类工程学协会和国际医学信息

协会保持了正式关系，以便尤其能制定合作计划。委员会注意到这些非政府组织已制定

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医学信息方面的化学品安全、职业卫生和卫生系统领域内合作

的计划。委员会很高兴能够重新建立合作并确信值得保持这三个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卫生

组织的正式关系。 

17．关于与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商定工作计划的努力，该理事会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即

将对提交关于商定工作计划所作努力的报告的要求作出反应。但是，委员会注意到报告

仍有待提交。由于缺少报告，委员会商定建议将关于与该理事会关系的决定推迟至执行

委员会第 115 届会议。 

18．然后，委员会注意到，根据 EB111(6)号决定第 4 段，在收到它们的合作报告之前推

迟了对于某些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审查。有些结合上文第 10 段中提出的对关系的一般审

查进行了处理。但是，下列非政府组织仍有待提交报告：国际病理学会、国际老龄联合

会、国际放射保护协会、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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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 

                                                 
1 文件 EB111/2003/REC/1，第 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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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注意到，已推迟作出关于与这九个非政府组织正式关系状况的决定，这促使委员会

对这种惯例的价值表示怀疑。在这方面，委员会还提出，正式的规定可能会在今后有益。

委员会决定建议提醒非政府组织注意提交报告的要求并通知它们，如不及时提交报告以

便在执行委员会第 115 届会议上审议，正式关系将被中止。同时，委员会决定建议将审

议与这九个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推迟至执委会第 115 届会议。 

20．审议了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和医学院校协会1的报告。注意到，该协会在审议阶段

期间进行了重组，而这影响了其开展合作工作的能力。但是，双方设想重新建立合作关

系。据此，委员会同意建议与该协会保持正式关系。 

21．最后，审议了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的报告。注意到，该联盟在审议阶段期间修订

了其宪章并继续开展包括宝贵活动的规划。但是，该规划未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开展。

世界卫生组织自身未设想以有计划的方式与该联盟一起工作。据此，委员会同意建议中

止与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的正式关系。 

III．拟议的决议和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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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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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视

光理事会、国际食品杂货生产商协会理事会以及欧盟食品及饮料业联合会与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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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作为观察员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要求； 

3．决定中止与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的正式关系。 

                                                 
1 在附件中出现并加上了星号。 
2 文件 EB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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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与世界卫生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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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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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之后，作出下述有关列于报告附件的非政府

组织关系的决定。 

执委会要求总干事转达其感谢名称在报告附件中加有星号的 56 个非政府组织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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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保持这些组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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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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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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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成功并决定保持这些非政府组织与世界

卫生组织的正式关系。 

注意到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仍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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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推迟至执委会第 115 届会议。 

注意到以下非政府组织仍有待提交合作报告：国际病理学会、国际老龄联合会、国

际放射保护协会、国际人类和动物真菌学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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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世界寄生虫病学家联合会。据此，决定推迟

审议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提醒它们注意提交报告的要求并通知它们，如不能及时

提交报告以便在执行委员会第 115 届会议上审议，正式关系将被中止。 

注意到与国家间议会联盟和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也列在本报告的附件中）的关

系是一项决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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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执行委员会第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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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嘎汗基金会∗1 
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和医学院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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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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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病理学会
 

国际生物学技术员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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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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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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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合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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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国际老龄联合会 
国际医院联合会∗ 
国际风湿病学协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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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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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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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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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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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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儿童基金∗ 
国际血栓形成和止血联合协会∗ 
合作网：为健康争取团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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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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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世界自疗药物工业组织∗1 
世界视力国际社∗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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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报告与之合作的机构。 
2 前为国际医学实验室技术员协会。 
3 前为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4 前为国际药理学联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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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