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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决议清单 

I．决定 

WHA57(1) 证书委员会的组成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任命由下述 12 个会员国代表组成证书委员会：奥地利、
伯利兹、加拿大、吉布提、冈比亚、印度、意大利、肯尼亚、马里、缅甸、巴布亚新几
内亚、乌兹别克斯坦。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7 日） 

WHA57(2) 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选举下列会员国代表组成提名委员会：巴林、文莱达鲁萨
兰国、布基纳法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法国、
圭亚那、以色列、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秘
鲁、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斯威士兰、泰国、突尼斯、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乌拉圭和孟加拉国的 Khandaker Mosharraf Hossain 博士（第五十六届世界卫
生大会主席，当然代表）。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7 日） 

WHA57(3) 选举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官员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议了提名委员会的建议后选举出下列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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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Mohamed Nasir Khan 先生（巴基斯坦） 

副主席：  M.E. Tshabalala-Msimang 博士（南非） 

A. David-Antoine 女士（格林纳达） 

S. Bogoev 先生（保加利亚） 

R.M. de Araujo 博士（东帝汶） 

Chua Soi Lek 博士（马来西亚）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7 日） 

WHA57(4) 选举主要委员会官员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议了提名委员会的建议后选举出主要委员会的下列
官员： 

甲委员会： 主席   Ponmek Dalaloy 博士（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乙委员会： 主席   J. Singay 博士（不丹）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7 日） 

随后，主要委员会选举出下列官员： 

甲委员会： 副主席  D. Slater 博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A. Van Bolhuis 女士（荷兰） 

报告员  M. Mizanur Rahman 教授（孟加拉国） 

乙委员会： 副主席  N.M. Nali 教授（中非共和国） 

S. Al-Kharabseh 博士（约旦） 

报告员  Z. Jakab 女士（匈牙利） 

（甲委员会和乙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4 年 5 月 18 日和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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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57(5) 成立会务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议了提名委员会的建议后选举出下列 17 个国家代表
为会务委员会成员：博茨瓦纳、乍得、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法国、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日尔、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也门。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7 日） 

WHA57(6) 通过议程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13 届会议上拟定的临时议程，
其中删去一个项目和三个分项目并增加一个补充项目。 

（第二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7 日） 

WHA57(7) 审核证书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承认下列会员国代表团的证书有效：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
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
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
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
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
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
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
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1、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立陶宛、卢森
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
尼亚、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墨西哥、摩纳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
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

                                                 
1 证书获临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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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
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
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
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黑山、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第四次和第七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9 日和 21 日） 

WHA57(8) 选举有权指派一人供职于执行委员会的会员国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议了会务委员会的建议1后，选举出下列国家为有权
指派一人供职于执行委员会的会员国：澳大利亚、巴林、玻利维亚、巴西、牙买加、肯
尼亚、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罗马尼亚、泰国和汤加。 

（第七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1 日） 

WHA57(9) 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鉴于增加时间系委员会完成其工作所必需，要求总
干事将提交关于根据 WHA56.27 号决议建立的知识产权、革新与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结
果的最后报告推迟至执行委员会第 117 届会议（2006 年 1 月）。 

（第七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1 日） 

WHA57(10) 向区域的正常预算拨款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议了关于向区域的正常预算拨款的报告2之后，注
意到第 21 段中包含的建议，决定要求总干事与会员国和区域协商，根据客观标准制定
                                                 

1 文件 A57/38。 
2 文件 A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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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以便应用于分配所有来源的资金，同时考虑到公平、效率和绩效以及对最需
要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供执行委员会第 115 届会议审议。 

（第八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2 日） 

WHA57(11)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任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

员会的代表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任命加拿大代表 J. Larivière 博士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
员养恤金委员会委员和马尔代夫代表 A.A. Yoosuf 博士为候补委员，他们的任期均为三
年，至 2007 年 5 月。 

大会还任命斐济代表 L. Waqatakirewa 博士为委员，任期为 L. Rokovada 先生任期的
剩余部分，至 2005 年 5 月。 

（第八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2 日） 

WHA57(12) 指导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政策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推迟审议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新政策1，使总干事有时
间与所有有关方面协商，以便就通过执行委员会向随后一届卫生大会提交的有关决议的
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第八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2 日） 

WHA57(13) 选择召开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国家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根据《组织法》第 14 条，决定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在瑞士召开。 

（第八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2 日） 

                                                 
1 见文件 A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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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57(14) 执行委员会关于其第 112 届和第 113 届会议的报告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查了执行委员会关于其第 112 届1和第 113 届2会议的
报告后注意到这两份报告，赞许执委会所开展的工作，并对执委会在执行委托给它的任
务时所表现的奉献精神表示赞赏。 

（第九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2 日） 

II．决议 

WHA57.1  监测和控制溃疡分支杆菌病（布鲁里溃疡） 

WHA57.2  控制非洲人类锥虫病 

WHA57.3  阿拉伯被占领土（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卫生状况及对他们的
援助 

WHA57.4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2002 –  2003 年帐目的财务报告；外审计员的报告
及代表执行委员会对此所作的评论 

WHA57.5  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WHA57.6  欠交会费：乌克兰 

WHA57.7  与国际兽疫局的协定 

WHA57.8  《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72 条修订款 

WHA57.9  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 

                                                 
1 文件 EB112/2003/REC/1。 
2 文件 EB113/2004/REC/1 和 EB113/2004/R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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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57.10  道路安全与健康 

WHA57.11  国际家庭年十周年形势下的家庭与健康 

WHA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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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57.13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 

WHA57.14  在艾滋病毒/艾滋病协调的综合应对内增加治疗和护理 

WHA57.15  2005 年摊款比额 

WHA57.16  健康促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WHA57.17  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 

WHA57.18  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 

WHA57.19  卫生工作人员国际移徙：对发展中国家卫生系统的挑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