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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 WHO 更契合目标

过
去数十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的

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步入

21 世纪，不仅以全球的公共卫

生机构定位，而且更具前瞻性，更加契合其

组织目标。通过发展创新领导力、改善管理

架构和体系，WHO 的变革使整个组织的效

力、效率、反应性、透明性和问责制都有了

很大的提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以强有

力的绩效评估为基础，并将评估纳入整个组

织体系和管理过程中。

WHO 改革的需求是成员国长久以来关注的

重点，自 2000—2001 双年度项目预算开始，

围绕近 30 个领域的工作，采用基于结果的

管理体系。2006 年引入规划框架修订版，以

一个为期 6 年的中期战略规划为基础，将

13 个 战 略 目 标 与 2006—2015 年 这 10 年 期

间将要开展的规划工作相结合。一些人认为

WHO 在联合国众多机构中，是第一个引入

基于结果的管理体系，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

而也有来自 WHO 内部和成员国的声音认为，

这样做还远不够—尤其是在展示 WHO 三

级组织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做的努力方面，还

可以做得更好。

WHO 成员国希望 WHO 进步，在某种程度上

促成了陈冯富珍博士 2006 年当选为 WHO 新

一任总干事。在她的竞选活动中，陈冯富珍

博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明确表示

要迎接 WHO 机构改革的挑战，使之更适应

现代化的发展。接受任命后，她回应执行委

员会的呼唤，“我同意 ：WHO 需要精简机构，

以更有效、更迅速的反应面对日新月异的世

界。”以此为基调，陈冯富珍博士在 2007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感谢她的支持者，

“WHO 面对挑战，我们的工作需要效率更高、

更有成效、三级组织更团结、每个 WHO 员

工具备更高的积极性。我相信 WHO 基于结

果的管理系统在联合国机构中处于领先，但

是在改善问责制和透明性等方面还可以取得

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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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最根本的挑战促使 WHO 改变 ：第一，

WHO 过度承诺及扩张。处在多变的全球卫

生形势下，WHO 为了最有效地体现其相对

优势，需要选择性更强，更具战略意义地聚

焦一些重点领域，这样才能为未来几十年树

立其领导地位奠定基础。第二，WHO 在全

球卫生治理当中的作用，以及在国际健康中

与其他伙伴的关系都需要明晰。第三，面对

新挑战，以及快速变化的环境，WHO 需要

开展能力建设和文化培养，以快速敏捷的姿

态应对变化和挑战。

最后，优化 WHO 的治理、管理及项目重点，

有利于 WHO 更有效地履行其组织法所赋予

的作为“国际健康事务中指导和协调的权威

机构”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服

务于各成员国，改善各国人民的健康。

为 实 现 改 变，WHO 管 理 机 构 确 定 了 三 个

目标 ：

1.  改善健康状况，在与各成员国及合作

伙伴达成一致的全球卫生优先领域，

WHO 专注于那些具备独特职能或者相

对优势，并在经费上可协调的行动和

领域，以达到各方的期望值。

2.  全球卫生领域更团结、更具凝聚力，

WHO 发挥其领导作用，使得合作伙伴

都能够在改善人群健康中发挥积极和

有效的作用。

3.  WHO 追求卓越，追求效果、效率，快

速反应，透明性和承担责任。

启动这个大胆的改革议程已有 10 年，10 年

间 WHO 经历了根本性地变革，经受住了现

代社会最严重的卫生和健康领域的危机。今

天，任何一个走进 WHO 的人都会发现这个

重新焕发活力的机构，已经为应对 21 世纪

的挑战做好了一切准备，总部、地区和国家

三级组织管理运行顺畅，与合作伙伴和政府

公平公正地合作，共同面对这个时代的健康

挑战。本报告将讲述 WHO 自 2007 年至今所

发生的重要变化。

2007—2008 ：WHO 任 命
新一届总干事，直面全球金
融危机

2
006 年 11 月 9 日，世界卫生大会

任 命 陈 冯 富 珍 为 WHO 总 干 事，

WHO 刚刚从前任总干事李钟郁突

然离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尽管

他的去世让整个 WHO 非常震惊，但各成员

国反应迅速，WHO 所展现的领导力及员工

的凝聚力，使得从临时过渡时期到新任管

理上任这一过程进展顺利，大家都翘首展

望未来。

陈冯富珍博士在 2006 年的竞选活动中，提

出六项议程，作为指导 WHO 前进的方向 ：

1. 促进健康发展

2. 维护健康安全

3. 加强健康能力建设

4. 传播健康信息及知识

5. 增进健康合作伙伴关系

6. 提高健康绩效

在成员国的指导下，WHO 明确了其重点工

作领域，通过提供支持和专业技能，帮助成

员国取得了前五项的成功。然而，正是这第

六项的承诺，为 WHO 这十年致力于自身改

革打下了基础，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

就 ：加速人力资源改革，建立基于职业素养、

合作精神、以改善人类健康为荣的 WHO 所

特有的职业道德 ；引入组织沟通和信息化战

略，对公众和政府承担更多责任 ；积极与成

员国和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以确保 WHO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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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筹资机制。

WHO 当机立断的行动始于 2007 年下半年，

整个组织开展了提高绩效的战略规划。在那

个重要时刻，全球政策小组也成立了，为六

个地区主任、WHO 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提供

了一个讨论 WHO 政策、分享经验与最佳实

践、解决问题，以及加强整个组织凝聚力的

平台和机制。全球政策小组也为总干事做决

策提供了一个咨询论坛。

然而没过多久，WHO 和全世界就遇到了一

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2008 年全球金融崩溃。

这个挑战必须直接面对。

很大程度上来说，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经济崩溃。随着危机席卷全球，人们越来越

担心它带给健康的负面影响—以及带给

WHO，这个授权保护、支持和改善全球卫生

的机构的影响。WHO 的反应非常迅速，很

快意识到金融危机将引发公众对很多机构及

其金融形式普遍的不信任，WHO 公开坦率

地承认需要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

考 虑 到 这 个 时 期 金 融 不 稳 定，2008 年，

WHO 成为率先引入企业资源规划体系的联

合国机构之一，这一体系被称作 WHO 全

球 管 理 系 统（Global Management System， 

GSM），它集规划、预算、财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工资、采购、资产、合同管理和

其他核心业务于一身。在整个组织运行了两

年后，GSM 为财务资源的使用、项目预算

支持的活动提供了全球的纵览，通过效率

更高的规划管理、加强的财务控制，以及

标准化的业务智能，极大地改善了问责制

和透明度。实施 GSM 建立了基本的架构，

为随后的规划及管理改革打下基础。为了

进一步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 2008 年又建

立了全球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re， 

GSC），GSC 基 于 GSM， 对 WHO 的 业 务 进

行集中标准化管理。

我们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改革。希望改革使得我们对可利用的资源更加清楚—财务、

人力、技术。我们将更加了解它们流向哪里，这无疑会帮助我的规划工作，同时帮助

WHO 更加关注国家层面的工作。我们不想再做投资很小的项目了，在这个双年度还有

少于 2000 美元的项目。资源越集中，产生的效果越大。

Dr Usman Abdulmumini

WHO 厄立特里亚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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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行政服务，以提高效率和有效性 ：WHO 的全球服务中心（GSC）

WHO 于 2007 年后半年建立了它的全球服务中心，目的是为 WHO 的项目，以及来自

WHO、依托机构（APOC、UNAIDS、UNICC、UNITAID 和那时的全球基金）的员工提

供协调一致的、高质量、及时的行政服务，与此同时，降低成本，提高产出效率。通

过整合职能，中心设立于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地点—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在提供服

务中因规模扩大而得到经济节约，以此产生成本效益。通过行政处理的专业化和职业

化，达到保证质量的目的。WHO 的企业资源规划体系整合了多个互不连通的信息技

术系统，为全球服务中心得以顺利运转，提供一个全球的、整合的平台。

GSC 为 WHO 近 8000 名员工和世界各地的项目提供了标准化的服务，涵盖的领域包括

全球人力资源、全球财务、全球采购和后勤服务。GSC 的管理通过一个 WHO 在全球

都有代表的行政机构来组织，这个管理机构为中心提供战略指导并监督其绩效。它开

发了一个服务目录，以此告知客户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服务水平。GSC 独立于 WHO

日常的管理架构，以保证它的服务不会因局部压力而受到影响。

WHO 的全球服务中心所创造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中心日趋成熟，它为 WHO 带来

了额外的价值。例如从生产力层面来说，2009—2012 年（以 2009 年美元价值计算），

GSC 每笔事务处理成本降低了 48%，也就是 2012 年处理一笔事务的成本相比 2009 年

下降了 48%。2012—2013 年，整体业务量稳定在每季度平均 260 000 起。中心能够

处理这么大数量的事务得益于越来越熟练的技术加上内部 GSC 过程效益改善。另外，

GSC 坐落在吉隆坡而不是日内瓦，使得每个双年度能够节省 3 千万美元的成本。

WHO 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改革尚在初期，但

是它直面并且经受住了巨大的挑战。下一步

是要与成员国一起充实改革议程，使改革形

成机制，并确立明确的里程碑，以衡量进展。

2009—2010 ：WHO 继 续
改革之旅，领导全球应对甲
型 H1N1 流感大流行

截
止到 2009 年初，WHO 已经做

出了明确的承诺，将解决绩效

差距的问题，并为此着手广泛

地现代化改革，建立全球政策

小组、全球管理系统和全球服务中心。然而，

成员国和总干事同时也意识到脆弱的全球经

济正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特别对妇女和儿童

等弱势群体，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讨论金融危机与全球卫生

面对成员国的担心，2009 年 1 月，总干事

在执行委员会第 124 次会议之前，专门就全

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健康的影响，召集了一

次高级别讨论会。会议目标包括 ：①就经济

不景气将会影响卫生开支、卫生服务、就

医行为，以及健康状况等方面提高认识 ； 

②为向健康持续投资继续做努力 ；③明确行

动—包括对预先警报信号的监测，将会帮

助减轻经济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

会议产生了包括五个方面的行动框架，强调

需要在国际健康领域采用新方式做事情。行



8

动框架重点指出要减少重复的工作、促进各

项目间的协作、调整各国优先领域，使之一

致，以及加速联合国的改革。参会者同意“进

展取决于国家、地区和全球的行动。WHO

也将提高自身的有效性，进行中的工作要更

加有效率，探索出新的、更好的工作方式，

并且要回顾优先领域。”

这些结论预示着 WHO 在下一步将要对自身

进行改革，并且也清楚地表明 WHO 在金融

危机面前也很脆弱。总干事承认改变的必要

性，她说，“我要亲自关注 WHO 运转的整体

效率。我想让大家放心，作为 WHO 技术和

行政最高负责人，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尽职行

使严格的财政纪律。”

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与《国际卫生
条例（2005）》

世界刚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目光又一

下 聚 焦 于 公 共 卫 生 应 急 及 相 关 能 力 等 方

面，2009 年 3 月， 在 墨 西 哥 出 现 了 一 种

新型的流感病毒，最初它被描绘成“猪流

感”，早期报告显示病死率高达 64%。这对

刚刚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 是 第 一 次 考 验，

IHR 对全世界 196 个国家具有约束力，包

括 WHO 所有的成员国，它在 2005 年世界

卫生大会通过，各国承诺携手应对全球卫生 

安全。

刚 刚 发 现 流 感 暴 发，WHO 立 即 应 成 员 国

要求，提供技术支持和协调工作。四月底，

WHO 首次发布 IHR（2005）所定义的“国

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WHO 在 IHR

中发挥了协调的作用，并与其他合作伙伴一

道，帮助成员国加强相关能力建设。

尽管甲型 H1N1 流感高病死率并没有继续下

去—此次大流行是有记录以来最温和的一

次—像这样的暴发事件还是促使全球开始

关注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保护。WHO 评审委

员会对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中 IHR

行使的职责进行回顾，委员会指出了 WHO

在整个应对过程中的优缺点 ：尽管 WHO 很

快发现病毒，并采取应对措施，建立了有效

的网络，但批评的声音主要针对疫苗分配速

度缓慢、生产能力低下，以及利益冲突等方

面。委员会就此提出了建议，例如更多的支

持 IHR 的国家核心能力建设，希望将来同类

事件发生，能够更有效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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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筹资需加强目标一致性、可预
见性及稳定性

H1N1 流 感 暴 发 引 发 高 度 关 注， 成 员 国 对

WHO 的筹资方式非常担忧，这一讨论成为

2009 年的焦点。有两个突出的问题 ：如何才

能更好地调整 WHO 管理机构既定的目标与

可用经费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如何确保筹资

具备更强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2010 年一开始，WHO 邀请各国高级官员、

卫生部、发展合作机构、金融和外交等机构

及人员，就 WHO 未来筹资的问题召开了一

次非正式的咨询会。尽管会议的出发点是讨

论筹资，参会者针对 WHO 本身提出了更根

本性的问题。会议小组得出的结论是，改

善筹资首先需要对 WHO 目前的角色定位更

清晰，而对这个角色有深刻影响的因素包

括 ：疾病谱的变化、公众对医疗服务与日益

剧增的期待、新技术高昂的价格、非卫生部

门制定的政策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

新近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卫生项目和新合作

伙伴。

总干事承诺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征求成员国的

意见。2010 年从 4 月到 10 月，WHO 与成员

国举行网络会议，并在 2010 年各个区域委

员会上进行讨论，最后达成一致的观点，向

2011 年 1 月召开的 WHO 执行委员会汇报。

与此同时，WHO 全球政策小组也达成了类

似的共识 ：WHO 需要更加有效地利用其全

球卫生的领导力。为此，必须对 WHO 的运

行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2010 年底，通过成员国的积极参与，以及总

干事的全力以赴，改革的方向更加清晰了。

下一步是看成员国如何影响和定义改革，为

阐明需求和制定问责制搭建框架。

通过监测建立信任 ：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

WHO 了解只有证明自身具有问责和透明的机制，才会吸引更多资金，因此 WHO 欢

迎成员国提出的建立一种独立评估机制，以监督 WHO 内部工作的建议。2009 年 5 月，

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IEOAC），通过项目预算和行政委员会

向执行委员会汇报。IEOAC 每年召开三次会议，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 ：

1.  审议 WHO 财务报表，及与重大财务申报政策相关事宜

2.  就 WHO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的适当性给出建议

3.  就 WHO 内部及外部审计职责交流信息并审议其有效性，就审计所发现的所有

问题与建议，就其是否开展及时、有效，及适当的落实给予监督

为了改善 WHO 的问责制和透明性，IEOAC 在帮助 WHO 搭建构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实质性的进步体现在几个方面 ：内部控制（突出的审计建议从 2011 年的 25% 降

到 2016 年的 3%）、风险管理（整个组织建立了风险登记和管理途径），综合的绩效考

核和财务报告体系，以及加强的内部财务控制（内部控制框架和管理指示表，以监督

主要行政和管理指标的进展）。



10

2011—2012 ：WHO 采 纳
更广泛的改革议题，支持各
国政府首脑在联大应对非传
染性疾病的承诺

2
011 年 WHO 发 生 了 切 实 的 改 变，

成员国对改变的方向及落实更加专

注。抓住这个机遇，2011 年执行

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对 2010

年咨询成员国的成果加以总结。正如报告所

说 ：“改革的出发点是阐明 WHO 对全球卫

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什么是 WHO 独有的

优势？相对于其他机构或组织，成员国对

WHO 的职责有什么不一样的期待？”

总干事以一份声明为执行委员会做总结，这

份声明概况了 WHO 精简机构、更符合现代

化创新规划等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对集中资

源和精力开展核心业务及优先领域的思考 ；

WHO 在全球卫生治理等方面作用的思考 ；

对管理改革的主要部分—基于结果的规

划、组织设计、人力资源和财务等等方面的

思考。讨论围绕三个主要目的展开 ：

1.  集中精力，满足成员国解决健康领域

优先问题的期待

2.  通过更好地治理，加强全球卫生工作

的凝聚力

3. 通过管理改革，与组织目标更契合

这三方面包括优先领域、治理和管理的组织

框架，为随后 10 年 WHO 的改革奠定了组织

基础。

WHO 成员国促使组织结构的变革

应 执 行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总 干 事 向 2011 年

5 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一份名为

“WHO 未来筹资”的综合性报告。报告开诚

布公地指出公共卫生及 WHO 所面临的挑战，

即当今世界面对“在公共卫生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新的现实问题”，基于此，WHO 发现

自身“承诺了过多的义务和责任，急需采取

具体改革措施。而目前的情况是，确定重点

工作没有选择性，且不具战略意义。当今数

量众多的机构活跃在健康领域，很多工作重

复且分散，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强凝聚

力以及建立更有效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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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一系列行动方案，使 WHO 能够取

长补短，更好地服务于成员国，同时履行

WHO 组织法所赋予的作为国际健康领域权

威机构，发挥其指导和协调作用的职责。报

告中的建议体现了总部非正式工作小组的讨

论，以及在全球开展正式征询意见的共同结

晶，参与者来自各国政府、其他国际机构、

民间组织和私营机构等。

成员国就此议题通过决议，并将最早由执行

委员会阐明的这三个目标进一步完善 ：

1.  改善健康状况，在与各成员国及合作

伙伴达成一致的全球卫生优先领域，

WHO 专注于那些具备独特职能或者相

对优势，并在经费上可协调的行动和

领域，以达到各方的期望值。

2.  全球卫生领域更团结、更具凝聚力，

WHO 发挥其领导作用，促使合作伙伴

都能够在改善人群健康中发挥积极和

有效的作用。

3.  WHO 追求卓越，追求效果、效率，快

速反应，加强透明性和承担责任。

自 2011 年 5 月，依据这三个目标，三个不

同但又互通的领域出现了 ：WHO 项目规划

和优先领域 ；WHO 的治理和 WHO 在全球卫

生治理当中的作用 ；以及管理领域。

成员国对 WHO 重新注入活力的变革非常认

可，并且积极参与其中。

各国首脑在联大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停止以给 WHO 及

其成员国更多的时间，让它们只关注于改进

自身职能，这不足为奇。WHO 的 2010 年现

状报告中强调过，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世

界头号健康问题，占全部死亡的 2/3，80%

的疾病负担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疾病

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对个人健康，而且因

为损失强壮劳动力、高额的治疗和管理费用，

对国家的整体经济打击巨大。2011 年，世界

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各国领导采取具体措施

来解决这个健康威胁。

WHO 通过努力让全球更加关注进展缓慢的

非传染性疾病蔓延，2011 年 9 月，第 66 届

联合国大会召开了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

议。在联合国历史上，这是联大第二次为一

个单独的健康问题召开会议。正如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所说，“9 月份在纽约召开的高峰

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协调国际社

会做出重要承诺，将非传染性疾病放到重要

的发展议程当中，而这个问题本身的确至关

重要。”

在这个高级别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

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负担严重威胁到人类社

会的发展，并为此达成了一份政治承诺，以

协调所有部门的力量，共同预防和控制非传

染性疾病的蔓延。

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

鉴于世界卫生大会所要求的深刻变革，以

及在 2011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所召开的各地

区委员会讨论产出，WHO 成员国决定召开

一次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以推动 WHO 按

照既定目标向前的方向，这次特别会议在

WHO 历史上也是第二次。2011 年 11 月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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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会议开幕式上，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说，

“你们已经极其清楚了，确定优先领域驱动

所有改革内容，改革紧跟着重点职能，资金

紧跟达成一致的重点工作。”

大约有 100 多个成员国出席了为期三天的大

会，执行委员会概述了三个领域的主要内容：

即 WHO 项目规划和优先领域 ；WHO 的治理

模式和 WHO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管

理改革。执行委员会就每项改革原则达成一

致，并提出详细任务。

争分夺秒推动向前

成员国就三个目标采取具体步骤，争分夺秒

地向前推进 ：取得共识的 WHO 项目规划和

优先领域 ；明确 WHO 的治理模式和 WHO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改善整个组织的

管理。

WHO 项目规划和优先领域

2012 年 2 月成员国齐聚日内瓦，就 WHO 的

工作分类及设定优先领域的标准展开讨论。

他们考虑了当前确定优先领域的做法、优势

及劣势、国家合作战略之间的关系、常规项

目工作及项目预算过程等方面。

最后达成的共识是，WHO 的常规项目工作

应该包括清晰的结果链，项目预算应该将产

出、结果与资源相连接，并且阐明 WHO 三

级分别需要产生什么样的成果。一旦做到这

一点，常规项目工作就成为 WHO 合作的中

期战略规划的基础，再根据各国需求，以及

全球和地区整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可能会

影响到一些成员国），建立优先领域和项目

预算。在采用这种框架结构之前，WHO 很

少以这种系统性的方法确定其重点工作。多

数情况下，是通过协商，就不同标准下相对

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

WHO 的治理及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自 1948 年 WHO 成立以来，全球公共卫生

的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仍然是

WHO 的主要合作者，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合作与协调，帮助建立了改善千百万人健

康和生命的共同目标。WHO 在这方面的政

策需要修改，以确保在公共卫生领域，与不

同合作伙伴建立起高效的工作关系，以达到

互补互利、避免利益冲突的目标。

为启动这项工作，WHO 的管理部门要求就

WHO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起草一份政策文

件。第一步，2012 年 10 月 WHO 召集了一

天的会议，邀请非政府组织参加，以了解他

们的想法，以及听取他们对这份政策草案的

建议。除了与 WHO 正式建立关系的非政府

组织外，一些和 WHO 保持非正式联系的组

织，包括基金会，也在受邀之列。来自 44

家非政府组织 63 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一

些非政府组织还递交了书面建议。会议还通

过网讯公司以网络形式播放，便于更多组织，

也包括 WHO 不同地区及国家办公室参加。

管理

和其他新举措一样，WHO 制定了一套强有

力的内部控制框架，用以培养组织文化，加

强道德行为，以及提倡工作场所遵循诚实和

正直的原则。框架包括对财务有影响的所有

过程，以确保符合规则和程序，以及对问责

制的严格遵守。框架还在员工中鼓励对风险

和合规的认识，并帮助管理者以一种系统性

的方式发现和应对风险。

到 2013 年底，起始于 2010 年 1 月的 WHO

未来筹资的话题，后又经地区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成员国和其他

合作伙伴的共同协商，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愿

景，即 WHO 所需要具备足够的实力，才能

在 21 世纪屹立于全球卫生挑战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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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的改革为哈萨克斯坦带来了公信力。

联合国国家系统通常认为 WHO 死板僵化，

缺乏反应性。但现在不一样了。将 WHO 和

更广泛的联合国改革相结合，给整个国家联

合国队伍带来了活力。人们赞赏 WHO 的努

力，机制更透明、更负责，对国家的需求

更 灵 活、 反 应 更 迅 速。”DrMelitaVujnovic， 

WHO 哈萨克斯坦代表说（2012）。

2013—2014 ：WHO 以 结
果框架开展工作，加强国家
层面的执行力，重点关注西
非埃博拉病毒暴发

2013 年和 2014 年，WHO 的变革开始展现

在项目和政策的创新上。一个负责合规、

风险管理和伦理的新部门成立了，向管理

部门和员工就如何发现、减少及监督整个

组织的风险、合规缺陷提供建议，同时加

强伦理规范的意识。自 2012 年采用 WHO

评 估 政 策 以 来， 一 个 独 立 的 评 估 办 公 室

成立了，以促进 WHO 各级营造评估的文

化，使评估对改善绩效起关键作用，同时

对结果更加负责，并培养组织的学习气氛。

2013 年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批 准 了 2014—2015

年度整个项目预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在此之前，大会只通过分摊会费（仅仅相当

于 2012—2013 年项目预算的 23%）。WHO

成员国一起努力，通过与 WHO 协作，在项

目预算中引入了一个新的结果框架。正如

执 行 委 员 会 主 席，Dr Joy St John 在 132 次

WHO 执行委员会结束时所说，“从全球角

度来说，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

意义，这不是空谈，而是行动—我认为

我们已经为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改革的

目标未来会实现。”

WHO 愿景和新的结果框架 ：改善问责制及

效果

2013 年 5 月，第 66 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

第 12 个常规项目规划，包括 2014—2019 年

这六年期间的任务。常规项目规划为 WHO

描述了愿景，明确了 WHO 在其影响的全球

卫生领域中所要引领的重点工作 ：

 推进全民健康覆盖

 与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

 执行 IHR（2005）条款

  加强基本的、高质量的、安全、有效

及可负担的医疗产品的可及性

  关 注 健 康 的 社 会、 经 济、 环 境 决 定

因素

WHO 领导的这些重点工作是经成员国一致

同意，并承诺集中力量改善健康的主要方向。

这些重点工作和 WHO 在卫生治理中所发挥

的作用相关联，并且也是 WHO 倡导和技术

领导力所能贡献的领域，为 WHO 影响全球

议题提供了机会，同时保证了各国的参与，

并为 WHO 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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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那些翻天覆地的、高级别的变革更吸引人，有时候却是一些小事表明改变正发生

在最基本的文化层面。WHO 引入了新的出差政策，使 WHO 资助的出差更具战略意义，

同时节省了成本，加强了问责制。

出差和开会更具战略意义 ：选择开会的地点，考虑到参会者出差的距离，尽量减少长

距离远行，而大力鼓励员工多利用电视电话会议。

加强问责制 ：在要求出差补助之前，需提交出差报告，并得到批准。只有提交了酒店

账单，员工才能收到全部出差补助—如果没有提交账单，员工只能收到 50% 的补贴。

节省成本 ：只有极少的出差可以购买商务舱。而在此之前，航空旅行超过 6 小时都可

以购买商务舱，现在是 9 小时以上才被允许。同时，取消非员工乘坐商务舱的权利，

无论飞行时间长短，非员工都只能购买经济舱机票。

除了改变整个组织的出差政策，在这个阶段，WHO 在突尼斯启动了全球会议和培训

中心。无论在哪里开会，这个中心都负责专门组织会议。对出差采取集中管理，以及

突尼斯的低成本使得出差相关花费整体降低。另外，在突尼斯开会（而不是日内瓦），

因那里低廉的会议地点，以及便宜的出差费用也节省了大笔的开支。

最终的结果是，每个月平均减少 550 次出差，从 2011 年到 2012 年期间，省下总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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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WHO 在国家层面的工作

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题、卫生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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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被评估的成功申请者进入一个全球人

才库，才有资格对空缺的职务进行申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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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eadership priorities give 
focus and direction to our 
work. They are areas where 
it is vital for WHO to lead 
— the key issues which 
stand out from the 
body of our work.

The big idea
The world must sustain the gains 

that have been made towards the 
2015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help create more equal levels 
of achievement.

What will we do?
The Goals will integrate many 

aspects of our work, particularly 
building robust health systems 

and effective health institutions 
for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health outcomes.

The big idea
The rise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has devastating 
health consequences for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threatens 
to overwhelm health systems.

What will we do?
It is a priority to coordinate a 

coherent, multisectoral response 
at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e big idea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combines 

access to the services needed to 

protection to prevent ill health 
leading to poverty.

WHO
宏伟计划

实现公共卫生公平有赖于获得
高质量和可负担的基本医疗技
术。改进医疗产品的可及性
对于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至关
重要。

我们将做什么？
我们将继续促进安全、优质、
可负担和有效药物的可及性。
我们将支持可负担的医疗技
术、本地化生产和国家监管
机构的创新。

The big idea
To improve people’s health 

with ill health as well as inequitable 
health outcomes.

宏伟计划
WHO在建立制度，抵御来自微生物
世界的冲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将做什么？
支持各国建立起《国际卫生条例
（2005）》所需的核心能力并报
　告进展情况。我们将加强自身系
　 统和网络，确保迅速协调应对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

我们将做什么？
响应各国需求，就如何推进全民健康
覆盖寻求实用性建议。

我们将做什么？

WHO values
WHO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improving health around the 
world since 1948.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not just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is the fundamental right of 
every human being, everywhere 

is crucial to peace and security

depends on the cooperation of 
all individuals and States

should be shared: extending 
knowledge to all peoples is 
essential

通过以下工作，
WHO指导和协调
全球卫生：
为影响健康的重要事项提供
领导力

影响健康研究议题的制定

为健康相关工作确定规范和
标准

为健康领域阐明政策选择

提供技术支持，能力建设，
以监测健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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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的领导力优先领域为我们
的工作指明了重点和方向，
是WHO领导全球卫生的重要
领域，也是WHO工作内容
的重中之重。

 
 

宏伟计划

宏伟计划
越来越多的非传染性疾病给个
人、家庭和社区带来灾难性的
健康后果，并对整个卫生系统
构成威胁。

我们将做什么？
重点是在全球、区域和各地
协调一致，开展多部门合作
的行动。

宏伟计划
全民健康覆盖是获得健康所需要的
可及的卫生服务，与防止因病返贫
而提供的经济保障这两方面的结合。

我们将做什么？
这些目标涉及我们工作的多
个方面，尤其是建立强有力
的卫生系统和有效的卫生机
构，以得到可持续和公平的
卫生结果。

WHO
The big idea
Equity in public health 
depends on access to essential, 
high-quality and affordable 

medical technologies. 
Improving access to medical 

products is centr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What will we do?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access to safe, quality, affordable 
and effective medicines. We will 

support innovation for affordable 
health technology, local production, 

and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宏伟计划
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延长健康
预期寿命，需要针对不健康和不
公平健康状况相关的各种背景因
素采取行动。

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延长健康
预期寿命，需要针对不健康和不
公平健康状况相关的各种背景因
素采取行动

The big idea
WHO has a leadership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s that make up 
the global defence against shocks 

coming from the microbial world.

What will we do?
Support countries to put in 

place the capacities requi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and report 
on progress. We will strengthen 
our own systems and networks 
to ensure a rapid and 
well-coordinated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hat will we do?
Respond to demand from countries 
seeking practical advice on how to tak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forward.

What will we do?
We will work with other sectors to 
act on what causes disease and ill 
health. Our work will address health 
determinants and promote equity.

WHO 价值观
自1948年成立以来，为了改善
世界人民的健康，WHO一直处
于重要地位。

健康: 
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
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
康状态

是世界上每个人最根本的权利

对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取决于每一个个体与政府的
合作

应该被分享：将知识传递给所
有人至关重要

WHO directs 
and coordinates 
international health by:
providing leadership on matters 
critical to health

shaping the health research 
agenda

defining norms and standards 
for health

articulating policy options 
for health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building capacity to monitor 
health trends

世界必须维持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
所取得的进展和努力，并为这一成
就创造更平等的发展。

领导力
优先领域

我们将与其他部门合作，针对引
发疾病和不健康的各种因素采取
行动。我们的工作将关注健康的
决定因素，并且促进公平。

全民健康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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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HO 的筹资对话，提高可预见性和透明性

2012 年 12 月，为了回应成员国对其筹资现状的担忧，WHO 项目预算和行政委员

会针对 WHO 筹资的议题，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做为会议成果之一，委员会建议

WHO“就项目预算的筹资问题建立筹资对话。”继世界卫生大会批准此项建议之后，

WHO 开始与成员国及主要的非国家行为者，针对 WHO 未来筹资开展战略对话。这个

过程通过创新性财务对话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确保 WHO 具备有足够的资源，以应

对 21 世纪越来越复杂的健康挑战。

对话的目的是将 WHO 双年度项目预算通过的结果和产出与经费支持相匹配，并且对

项目预算提供充分资金。第一次会议在 2013 年 6 月 24 日召开，再次确定了调整原则、

透明性、可预见性、灵活性及放宽捐赠方的基础等等。

第二次筹资对话于 2013 年 11 月 25—26 日召开，来自 92 个成员国和 14 个非成员国

合作伙伴的 266 名代表审议了 WHO 的资金前景，针对其资金挑战出谋划策。正如挪

威大使 Steffen Kongstad 在他的开幕词中所说，“这个良好的对话机制将加强 WHO 所

预期的民主。”会议也关注到一些可喜的进展，灵活性和资金的可预见性加强了，并

强调长期筹资与 6 年整体项目工作联系的重要性。“这种为 WHO 筹资的新方式可以为

其他联合国机构所借鉴。”加拿大的 Pierre Blais 先生说。

2015 年 11 月 5—6 日，第二轮筹资对话在日内瓦召开，第三轮—重点既包括 WHO

整体筹资，也包括对 WHO 新的卫生应急规划筹资—于 2016 年 10 月召开。尽管确

保稳定筹资的挑战依然存在，自 2013 年第一次筹资对话开始，WHO 资金的可预见性

和透明性有了可喜的改变。

透明性 ：作为筹资对话的一部分，项目预算网站随时提供 WHO 规划详情、工作产出，

以及总部、地区、国家三级经费信息。就 WHO 资金状况、项目领域和主要办公室需

求情况，网站上的信息越来越透明。

可预见性 ：筹资可预见性的水平有所改善，在 2014—2015 双年度开始，落实了 70%

的资金，相比较 2012—2013 年的 62%，以及 2010—2011 年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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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一套激励机制 ：例如调整与联合国系统

其他组织相一致的资历，提拔 WHO 副代表，

以及对代表的任命更加国际化，包括至少

30% 的任命来自于别的地区。

同样也认识到，不能仅凭 WHO 代表一己之

力，秘书处也通过引入各种培训，专注于培

养国家办公室专业技术人员的战略能力，包

括 ：①国家卫生政策对话 ：确保 WHO 召集

相关利益方围绕国家重点卫生工作领域达成

共识，为制定既有效、又符合成本效益的国

家政策提供支持 ；②全球卫生外交 ：以提高

健康与贸易、安全、外交政策及其他事务跨

部门间政治选择的谈判能力，并且支持在国

家和健康合作伙伴之间建立联盟，共同促进

全球卫生 ；③沟通和交流 ：以确保秘书处有

效地利用适宜技术向世界各地传递公共卫生

信息。

国家层面的规划过程也得到了改善。通过国

家合作战略，秘书处与成员国明确优先合作

领域，并通过双年度工作计划，使得国家合

作战略得到落实。国家合作战略以及从下向

上的规划过程帮助 WHO 集中资源，集中关

注双方都认可的重点领域。2018—2019 年提

议的项目预算明确规定，75% 的国家将要达

到一个目标，即分配的预算需要与最多达 10

个健康优先领域保持一致，一致性的比率要

到达 80%，而在 2016—2017 年这一比率仅

为 66%。

利用外部看法发现自身优势及不足

尽管 WHO 是一个由成员国推动、总干事领

航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最终还是服务于

全世界的人民。公众对 WHO 的看法，在

某种程度上表明个人、社区和政府是否获

取 和 吸 收 了、 以 及 如 何 获 取 和 吸 收 来 自

WHO 的重要技术支持和健康信息，而这些

支持和信息 WHO 有义务有责任提供。基

于这种考虑，一家名叫 Grayling 的国际沟

通咨询公司，受联合国基金的资助，代表

WHO 就外部对 WHO 的看法，开展了一项

机密的调查。调查结果于 2013 年发布，发

现了以下的问题 ：

  超过 80% 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 94%

的 WHO 员工认为 WHO 是不可或缺的，

或者认为 WHO 的工作对改善人们的健

康非常重要。

  2/3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和 WHO 员工都

认为 WHO 首先要在健康问题上表现出

领导力。

  90% 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全球层面，为

改善人们的健康而影响政策，WHO 是

最有效的组织。

  尽管大部分调查对象对 WHO 及其工作

有信心，仍然有 24% 的外部利益相关

者和 40% 的 WHO 员工表达了相反的

意见。

一致性和灵活性 ：资金匹配项目预算的情况有所改善。2014 年底，通过对灵活经费的

战略分配，类别 1 到 5 的规划资金落实率至少达到批准水平的 75%。一些出资方的灵

活性也略有改进。

降低脆弱性 ：WHO 启动了与来自新兴经济体资助方的对话，并且看到扩大的出资方

范畴。2016—2017 年项目预算体现了 WHO 筹资方面的改变，绩效期待被表述为估价

的产出，以此来衡量成果，并且促使 WHO 对结果和资源更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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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的外部和 25% 的内部调查对象怀

疑 WHO 是否有能力采取措施，以确保

其公共卫生专家具备独立性 ；类似的

比率担忧 WHO 是否在不良企业影响面

前保持独立。

  接近 90% 的利益相关者认为 WHO 的

信息可靠而准确。1/3 的外部调查对象

和超过 2/5 的 WHO 员工说 WHO 信息

传递太慢，并且难以找到。

除了利益相关者的投票，外部评估也帮助外

界建立对 WHO 改革的了解，并获得了赞赏。

2013 年多国组织绩效评价网络（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ssessment Network， 

MOPAN）对包括 WHO 的 4 家联合国机构开

展评估。结果显示 WHO 在组织的有效性、

特别是在财务管理和问责制、监督和审计、

WHO 人道主义反应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

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积极的反馈说

明 WHO 起始于 2011 年的改革已经奏效，整

个组织变得更富有成效、效率更高、与目标

更契合、更加适应新发展。

西非埃博拉危机挑战 WHO 和世界各国

2013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这是有记录以

来最大、最复杂的埃博拉暴发。主要影响的

国家包括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广

泛而密集的病毒传播摧毁了家庭和社区，破

坏了最基本的市政与卫生服务设施，摧毁了

国家的经济，隔离了人群。这个事件几乎耗

尽了 WHO 及其他国际伙伴所有的技术和管

理优势，并严峻地考验了许多新的问责和透

明机制。

西非缺乏基本的监测能力，这意味着病毒在

最开始三个月的传播并没有被发现。当人们

刚刚认识到病毒暴发，它的规模被专家低估，

官方也尽量对它轻描淡写。直到感染的人数

达到 1600 人，疫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形势的严峻才被人们真正接受。2014 年 8 月

8 日，WHO 宣布埃博拉病毒暴发是国际关注

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才吸引了全世界的

目光。

当疫情达到威胁全球的严重程度，世界各地

动员起前所未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受到影

响的国家和周边国家政府的全部力量，WHO

在合作伙伴支持下全部的操作能力，外国军

事装备的部署，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首次成立

联合国卫生突发事件代表团的决定。病毒暴

发吸引了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也为国家和

国际反应能力增加了巨大的压力，这其中就

包括 WHO 的疾病暴发和应急反应组织结构。

WHO 的卫生应急凸显很多弊端 ：缺少一批

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员愿意前往受影响

的国家提供服务，资金支持不足，对有效反

应的方法理解有限，无效的社区参与，以及

协调不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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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6 月，自疫情第一例死亡病例

出现的两年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

利昂共有 28 616 例确诊、可能及疑似病例，

以及 11 310 例死亡病例。疫情在受影响最严

重的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2 亿美元，

拖累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逆转了千年发展目

标来之不易的进展。

埃博拉病毒暴发是人类的悲剧，夺走了上万

人的生命，引发极大的灾难，给当地居民留

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然而它却是可以避免

的。在病毒暴发的早期可以做很多事情，阻

止病毒的传播。这场危机对提高全球行动，

以预防将来的健康危机，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正如很多次备受瞩目的呼吁所体现的，期待

改进全球应对卫生突发事件的总体架构。

这 个 事 件 不 仅转变了，更拓展了 WHO 自

身的变革进程，要求其对引领 21 世纪全球

卫生所需具备的能力进行深刻反省。尽管

WHO 在传统上并没有这项任务，但是很清

楚的是，如果 WHO 希望在解决健康危机方

面发挥领导力，这一新能力是在其技术和规

范职责之外的一项必要补充。

2015—2016 ：WHO 成 员
国专注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新时代，如何确保 WHO
的准确定位

2015—2016 年，WHO 与成员国、合作伙伴

共同面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挑战，从迫切

需要改进卫生基础设施，对实施全民健康服

务的支持，到应对健康危机。同时，与整个

世界一起庆祝千年发展目标取得的成就，并

迎接崭新的 2030 可持续发展议题。尽管如此，

WHO 和成员国并没有因此而分心，继续坚

持着自身的改革复兴之路。

2015 年 3 月，新的 WHO 问责制框架启动，

以支持 WHO 基于结果的管理模式，将所承

担的责任、职权和问责制存在于一个去中心

化的环境中，强调恪守共享价值、问责制和

透明性文化的承诺。为支持加强的问责制，

WHO 三级同时引入了其他几个新举措 ：

a)  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

的 WHO 办公室开发并实施了一套系统

地审查国家办公室项目和行政绩效的

体系，紧接着实施了一套标准化的方

法，目的是系统地发现最佳实践，以

及在行政和项目管理方面需要改进的

地方。

b)  在主要国家办公室引入了管理指示表，

以监督预算中心的绩效，及时发现需

要采取更正行动的工作。

c)  整个组织引入了管理者指南，以及内

部控制清单。

d) 主要办公室建立合规职能。

e) 引入组织风险登记机制。

f)  开发了特定的政策工具，包括道德准

则、职业操守，以及预防和反应性侵

犯和虐待的政策。

g)  2015 年 3 月，完成了一项针对报复行

为的检举和保护新政策，并付诸实施。

为了落实这个政策，2016 年 6 月，引

入“公正诚实热线”，为所有 WHO 办

公室提供免费电话号码和网络信息工

具，可以向一个独立的外部机构汇报

涉嫌行为，这个机构再报告回 WHO。

h)  制定了针对总干事和助理总干事的年

度问责契约，目前已在 WHO 网站上发

表，内容包括季度考核的领导力、管

理工作和行为等目标。地区主任的授

权书和委任信函也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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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风险管理政策于 2015 年 11 月开始生

效，第一轮风险管理周期于 2016 年 6 月结

束，报告递交高级管理层，并引入了一个新

理念“关键风险”—指的是那些值得注意

的、严重的风险，要求高级管理者就风险应

对行动做最后决定，并保证其落实。另外，

为了与从下向上的策略互补，高级管理层通

过从上向下的评估，发现 WHO 的主要风险，

并将这些主要风险公之于众。

加强透明性和问责制进一步的做法包括 ：将

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清单与地区主任、助理总

干事的年度委任书相关联。清单在五个总体

方面就内部控制进行审查（内部环境、风

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以及监

督）。这个非常有力的工具使得管理者得以

反思（和理解）所处环境和运营情况，发现

优点和劣势，优先考虑重要工作，并且增强

对 WHO 制度、规定和程序的合规性。通过

委任信向总干事确保，地区主任和助理总干

事肩负内部控制的管理责任。

2016 年开始实施的员工规章制度包括了一个

员工流动计划，执行委员会同意了一套指导

方针，以决定预算空间的战略分配。在双年

度会议上，来自 WHO 三级办公室的领导们

一致同意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以加强国家

办公室的工作，同时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通过改善组织的问责制

得到产出。

也许对 WHO 来说，最有胆识的一个举措，

是在变革的议程中加入了新目标 ：就应急

能力进行改革和建设。WHO 的改革正全速

推进。

创造新领域 ：WHO 增强运营能力

尽管在 2015 年，WHO 应对埃博拉暴发的反

应有所扩展，在领导力、技术和实际操作上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使疫情得以控制，但是

它初始阶段反应缓慢、缺乏能力施加影响等

方面还是饱受诟病。WHO 迎难而上，与成

员国一起直面现实，并且承诺要采取行动将

自身打造成世界所需要的样子。

2015 年 1 月， 也 是 WHO 历 史 上 第 三 次，

执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回顾了

WHO 应对埃博拉危机的反应。执行委员会

要求重新明确 WHO 在国际卫生突发事件准

备及应急当中所起的作用，并为此而成立了

一个评估小组，并就此提出建议。埃博拉临

时 评 估 小 组 由 Dame Barbara Stocking 领 导，

于 2015 年发布了最终报告，提出三个领域

的建议 ：① IHR（2005）；② WHO 卫生应急

反应的能力 ；③ WHO 自身在更广泛的健康

和人道主义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与其

他机构合作中所起的作用。2015 年的卫生大

会对评估小组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同意开始

实施提出的建议。同时设置 WHO 应急费用，

以 1 亿美元为目标，以满足灵活经费的需要，

促使 WHO 即刻采取行动应对疾病暴发和人

道主义突发事件。

随后几年扩大和加强 WHO 应急能力，受到

评估小组报告的指导，以及一个专家小组的

影响，这些专家组成了 WHO 的顾问团，就

改革 WHO 在突发和应急事件中对健康和人

道主义影响方面提供建议。一个新部门成立

了，它整合了 WHO 应对突发和应急事件的

所有工作，在总部、地区及国家办公室投入

了极大的努力，设计并建立统一的应急项目，

包括统一的人力、预算、规章制度，尤其是

清晰的权利线。为此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

和顾问委员会，以监督进展，并提供专家

建议。

2016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宣布了 WHO 新

的卫生应急项目，在设计上力求综合全面，

坚持“没有遗憾”的原则，以灵活快速、反

应性强的方式应对所有灾难。与 WHO 其他

项目及伙伴协同合作，WHO 卫生应急项目



23

21 世纪十年改革　WHO更契合目标

力求解决卫生应急在准备、反应和重建每一

步的问题。在鼓励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参与、

积极融合的同时，项目明晰了问责制及标准

的绩效指标。这一举措整合并拓展了 WHO

在国家、地区和总部三级的力量和能力，并

且充分利用了 WHO 独特的治理结构。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00 年 9 月，历史上为数最多的国家领导

人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各国加

入这个崭新的，旨在消灭极端贫困的全球合

作机制当中。领导人通过了一系列截止到

2015 年实现的目标—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到

2015 年底，尽管并非每一个与健康相关的

MDG 目标都已实现，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

巨大的成绩，包括全球对健康的资金投入翻

了一番，创建了新的资金机制和合作伙伴机

制，应对艾滋病加入社会组织的力量，并形

成了长效机制等等。研究资金的投入促使很

多新的干预手段在所有国家全面实施，例如

HIV 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用杀虫剂处理过

的蚊帐等等。15 年期间儿童和妇女死亡率显

著下降，发展中国家应对 HIV、结核病和疟

疾进展显著。

2015 年 9 月，世界各国又签署了可持续发

展 目 标（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作为新的可持续发展议题的一部分。

这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几乎都与健康相关，

比起千年发展目标更广泛、更有胆识，是确

保“任何人都不掉队”的重要议题。SDG 与

健康相关的目标充分反映了 WHO 的 2014—

2019 规划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当中很多目

标已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得到了成员国的认

可，例如，2013 年制定的防治非传染性疾病

的全球自愿性目标，与 SDG 目标 3.4—到

2030 年减少 1/3 慢病早死率，两个目标紧密

结合。

为了确保 WHO 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

持，秘书处于 2016 年建立了一个协调机制，

这个机制以当前针对各区域的工具、培训和

指南为基础，正在开发一套便于国家使用的

实用性资源，以加强 WHO 支持成员国尽早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在美洲地区，

PAHO/WHO 国家办公室帮助阿根廷、伯利

兹城、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

共和国、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共和国（玻利维

亚共和国）等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

到国家议题，并就此征询民意。而在位于欧

洲区的土库曼斯坦，WHO 帮助制定并引入

实施计划，重点将相关目标和指标纳入到国

家的规划和部门规划中，并且为监测目标的

实施建立了国家监督和评估体系。在东地中

海地区的苏丹，WHO 与政府合作，通过欧盟 -

卢森堡 -WHO 全民健康覆盖项目，建立多部

门战略对话，将全民健康覆盖纳入国家议题，

并且探索相应的筹资机制。

确保 WHO 最重要的资源—它的员
工—在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作用

在成员国的支持下，针对提高员工专业技术

及适应性等方面，WHO 采取了很多举措 ：

实施了员工流动计划，以确保人力规划和职

业发展的综合考虑 ；通过 WHO 三级办公室

不同的职业经历，加强员工的绩效、能力和

效率 ；针对不断变化的重点卫生主题，更好

地优化员工架构。更多的人力资源方面的改

革为帮助员工流动提供基础的环境，其中包

括：引入修订的绩效管理和发展体系（revis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system，ePMDs），将绩效评估与对应的结果

相连，强调基于结果的工作规划、制定可衡

量的绩效指标，并实施重新设计的、集中化

的内部司法体系，以 WHO 新成立的管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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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司法体系中心为补充，这个中心设立在低

成本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预计每年节省成本

500 万美元。

展望未来 ：2017 年之后的
WHO

经过十年齐心协力的努力，WHO 经历了深

刻的转变。在成员国的领导下，WHO 倾注

大量的资金，以改进如何确定优先领域、如

何使其治理框架发挥职能、如何管理自己的

业务，使整个机构跟上现代化的发展。变

革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当前还在进行中 ：

2017 年早些时候，一条有关信息披露的新政

策刚刚被采纳，目的是为了加强透明性，根

据这个精神，WHO 正式加入了国际援助透

明性倡议，这是一个自愿、多方参与的倡议，

旨在改善发展合作的透明性，以及提高应对

贫困的有效性。今年一季度末，已在国际援

助透明性倡议的平台上递交了发表信息的第

一次申请。

过去十年也鉴证了 WHO 与成员国之间关系

的发展，成员国确定了 WHO 在全球所发挥

的领导作用，以支持国家的工作和实践。关

注于透明性和问责制，成员国并不回避诚实

地评价 WHO 的优势和挑战，并且采取必要

的—有时候甚至是艰难的—决定来促进

WHO 改进工作。尽管已经努力了十年，成

员国还是一样充满热情地为 WHO 带来勇敢

而积极的改变，为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提

出新议题，追踪进展、建议新方向，以及鼓

励持续地增长等。

WHO 这些年，从一个在政策与决策上经常

不一致、分散化的组织，成为全球统一、借

助三级组织的优势，以协调的行动，取长补

短的机构。今天，全球政策小组建议总干事，

聆听所有主要办公室的声音，采取统一的行

动。各类别和项目工作领域，联合 WHO 三

级组织的代表，定期组织面对面或者电话会

议，加强自下而上的规划，允许国家办公室

对自己的优先领域有更清晰地定位，并以此

调整资源和人力。

WHO 并不只关注自身的变革。自 2007 年开

始，作为合作伙伴，WHO 也在成长，变得

越来越成熟。借助不同的平台，WHO 致力

于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从联合国系统，到

非政府组织、学术界、私营机构等，而在这

方面，成员国接受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框

架就是一个好例子。WHO 积极地贡献于联

合国系统最大化和集中力量的目标，通过

与联合国首席执行委员会（Chief Executives 

Board， CEB）、联合国发展小组合作，在高

级别管理委员会及高级别项目委员会上，确

保健康的主题充分体现在后 2015 年的议题

中。WHO 国家办公室的代表都可参加联合

国国家小组领导力技能培训课程，WHO 在

联合国国家小组的作用慢慢加强。WHO 还

通过在国家层面，领导健康领域相关机构，

共同关注世界上最弱势群体人群的健康问

题，以扩大它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WHO 创新了与外部伙伴的关系、

注入了新的运营能力、加强了透明性和问责

制，以及提高了筹资的可预见性，并且在整

个组织将咨询和协调机制化。所有这一切，

包括其他方面的进展，取得了超出总和的成

果 ：WHO 正在经历文化上的变革，而这一

变革将继续影响着 WHO 如何看这个世界，

以及这个世界如何看 WHO。这一根本的变

革已经开始积极地影响到 WHO，在最重要

的地方 ：为改善健康寻求帮助的社区，WHO

同样能够有所作为。

在十年创新、改变和进展的支持下，新任总

干事和 WHO 成员国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WHO 将成为更加成熟的机构，有能力应对

未来 10 年更加复杂的公共卫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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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十年改革　WHO更契合目标

接受 WHO 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框架 ：通过创新，确保民众从综合全面的全球
卫生专业知识和技能中获益

WHO 与非国家行为者（如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学术机构、慈善基金会等）的关

系对 WHO 的工作越来越关键。1948 年，只有 WHO 一家独自站在全球卫生的舞台上，

70 年过去了，这一领域的组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这些组织充分分享资源、经验和技能，减少重复和冗余，一句话，大家一起努力，更

加有效。

认识到 WHO 与非国家行为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在 2012 年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的协

商，以及在 2013 年举办的类似会议，2014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要求与成员国召开一个

非正式的咨询会。将近 200 人参加了 2014 年 3 月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了 WHO 如何

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草案，包括互动的方式、交往所需要的新政策或者对现行政策

的修订。成员国表示它们已经做好准备，从概念性争论向综合性政策制定推进，并尽

可能纳入更多的合作伙伴，同时保护 WHO 的声誉和工作，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

2014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就秘书处的进展表示欢迎，秘书处就与非国家行为者

的交往起草了一份框架文件，并呼吁进一步捐赠和讨论。地区委员会于 10 月讨论

了草案，2015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为成员国成立了开放式政府间会议（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OEIM），就框架文本进行谈判。2015 年 3 月到 2016 年期间，

OEIM 召开了 4 次会议 ；2016 年 5 月，第 69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WHO 与非国家行

为者交往的框架文件（Framework of Engagement with Non-State Actors，FENSA）。

FENSA 确定了交往的论据、原则、利益与风险，明确了四组非国家行为者（非政府组

织、私营企业、慈善基金会和学术机构）以及五类交往活动（参与、资源、证据、倡

导和技术协作）。通过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过程，以及非国家行为者提

供附加透明性的登记，以解决利益冲突及交往的其他风险。

FENSA 为 WHO 与非国家行为者的交往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协调和合作方面加强了

问责制和透明性。为了在整个组织落实 FENSA，WHO 成立了一个专门团队，以确保

运行上轨道，而成员国将在 2017 年世界卫生大会上就其进展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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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可预见性和
灵活性加强，并与
重点工作更加契合

2014—2015年双年度开始
  之初，70%的项目预算资
     金落实，而2010—2011
       双年度仅有52%。

FINANCING 
Predictable, flexible and 
aligned financing of 
agreed priorities

所有操作层面的审计都
得出“满意”或者“部
分满意”的结论。

Every member of the 

for his/her actions and 
decisions, and accepts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PRIORITY SETTING
Clearly defined priorities 

addressing needs at 
country level

EMERGENCIES
The world is better prepared 

to respond to health 
outbreaks and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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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PROGRAMMATIC REFORM

GOVERNAN
CE REFORM

Areas and outcomes

MANAGERIAL REFORM
WHO enables the delivery of health outcomes by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ccountability, evalu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ROGRAMMATIC REFORM
WHO improves health outcomes through more 

systematic and transparent definition of priorities 
and better alignment of these priorities with 

resources – both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REFORM
WHO achieves greater coherence among players in 

global health by improving internal governance 
practices, leveraging convening power, encouraging 

uptake of technical norms and standards, and 
engaging more effectively with non-State actors.

Our reform story
health. Old health problems persist and new ones emerge.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landscape is 
crowded and poorly coordinated. This demands renewed leadership in global health from WHO.

成功看起来什么样
一个健康差距变小的世界

一个人们可获得所需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世界
一个患病和弱势群体受到保护，使之不会因病致贫的世界
一个每个国家都提供有质量的卫生系统，满足人们期望和需求的世界一个将健康和民生放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中心的世界

一个国际认可的健康目标都达到的世界：–  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减少–  更少的人死于艾滋病、结核和疟疾–  到2025年，实现非传染性疾病早死率   减少25%

一个所有人都远离疾病暴发和自然灾害的世界

一个没有脊髓灰质炎的世界 �
�

�

�

�

�
�
�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指导和协调全球的卫生与
健康工作。
•  为影响健康的重要事项提供领导力

•  影响健康研究议题的制定
•  为健康相关工作确定规范和标准

•  为健康领域阐明政策选择

•  提供技术支持，能力建设，以监测健康趋势

我们的愿景：
健康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每个人都有权利
获得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WHO领导力优先领域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重点和方向

通过关注健康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等因素来
减少健康不公平

加强基本的、高质量的
及可负担的医疗产品的
可及性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
（2005）

关注非传染性疾病和
心理健康的挑战

进一步推动全民卫生覆盖

达到与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
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UNDP

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resources and better 
alignment with priorities

70% of programme budget 
fund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ennium 2014-15, 
compared with 52% for 
2010-11

筹资
对已认可的优先领域
  进行具预测性、灵活
    且一致的筹资工作

All operational audits 
concluded as “satisfactory” 
or “partially satisfactory”

Processes in place that 
facilitate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risk register, 
whistleblowing policy, 
management dashboards, 

and harmonization of 
compliance functions

问责制

Most country offices 
allocating at least 80% of 
budget to their 10 priority 
programme areas

确定优先领域
明确优先领域，特别关注国家
    办公室的需要

WHO is prepared to respond 
comprehensively and rapidly 

to disease outbreaks and 
emergencies with health 

consequences, in a directed, 
coordinated and 

scalable manner

应急
世界为应对疾病暴发和卫生
应急准备更充分

We enable change2011

我们的进展

2015 2017

We are all part of 
the change

PROGRAMMATIC REFORM

GOVERNAN
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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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战略资产
而管理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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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形成
    机制

有效的管理问责制、
透明性和风险管理 员工与三级组织需求

相匹配

与利益相关
方有效沟通
加强

战略决策
改善

 
 

 

 
 

 

 

 

战略沟通改善

确定、解决并资助WHO
优先领域

 

 

 

项目规划改革
WHO通过对重点工作更系统、更透明的
定义，以及在技术和资金上，将重点工作
与资源调整地更一致，以达到改善健康的
目的。

我们的改革故事
21世纪前十年，人类健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传统健康问题依然存在，而新问题
又不断出现。全球公共卫生形势纷繁复杂，同时又缺乏统一协调，这些都要求WHO在全球卫
生领域重整其领导力。

What success looks likeA world in which gaps in health outcomes are narrowed
A world in which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med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they needA world in which the sick and vulnerable are protected from impoverishment A world in which countries have quality health systems that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needs of their people

A world which puts health and well-being at the cent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world which achieves internationally-agreed health targets and goals:– reduced child and maternal deaths– fewer people dying from HIV, TB and malaria– ’25 by 25’ – 25% fewer premature deaths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by 2025A world in which populations are protected from disease outbreaks and harm from natural disasters
A world without pol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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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imary role is to direct and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health. We:

•  provide leadership on matters critical to health 
•  shape the health research agenda

•  define norms and standards for health
•  articulate policy options for health

•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build capacity
•  monitor health trends.

Our vision
Health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health.

Our leadership priorities give focus and direction to our work

Reducing health inequities 
by address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creasing access to 
essential, high-quality and 
affordable medical products

Imple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

Advanc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chieving the health-relate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DP

治理改革
通过改善内部治理实践、利用其召集力、
鼓励吸取技术规范和标准，以及更有效
地与非国家行为者沟通，WHO的凝聚力
得以加强。

管理改革
WHO通过对人力资源、问责制、评估、
信息化和沟通交流更加高效地管理，以
达到改善健康的目标。

 

我们是谁：
WHO是联合国负责健康领域的专业技术机构，
由194个成员国组成，7000多名员工在156个
国家、地区和地方办事处，以及6个区域办公
室和日内瓦总部工作。

我们做什么

应急改革 
建立了一连串新的改革内容，
以确保WHO有能力准备及应
对疾病爆发和紧急事件的卫生
应急。这项工作贯穿于改革的
三个方面并且紧密联系、相互
一致。

66%的国家办公室
  将预算的 80%以上
    分配给10个优先规
      划领域

大多数国家办公室将预算
  的80%以上分配给10个
     优先规划领域

WHO每名员工都对
自己的行为及决策
负责，并承担责任。

促使问责制、企业风险
注册、检举政策、管理
指示表，以及协调合规
功能等工作的流程已
到位。

WHO全面快速地应对
疾病暴发及卫生应急，
更具针对性、协调性、
可扩展性。

建立起应急平台、应急
费用，以及一个全球卫
生应急人才队伍。

沟通
项目优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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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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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IAL REFORM
WHO enables the delivery of health outcomes by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ccountability, evalu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ROGRAMMATIC REFORM
WHO improves health outcomes through more 

systematic and transparent definition of priorities 
and better alignment of these priorities with 

resources – both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REFORM
WHO achieves greater coherence among players in 

global health by improving internal governance 
practices, leveraging convening power, encouraging 

uptake of technical norms and standards, and 
engaging more effectively with non-State actors.

Our reform story
health. Old health problems persist and new ones emerge.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landscape is 
crowded and poorly coordinated. This demands renewed leadership in global health from WHO.

成功看起来什么样
一个健康差距变小的世界

一个人们可获得所需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世界
一个患病和弱势群体受到保护，使之不会因病致贫的世界
一个每个国家都提供有质量的卫生系统，满足人们期望和需求的世界一个将健康和民生放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中心的世界

一个国际认可的健康目标都达到的世界：–  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减少–  更少的人死于艾滋病、结核和疟疾–  到2025年，实现非传染性疾病早死率   减少25%

一个所有人都远离疾病暴发和自然灾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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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指导和协调全球的卫生与
健康工作。
•  为影响健康的重要事项提供领导力

•  影响健康研究议题的制定
•  为健康相关工作确定规范和标准

•  为健康领域阐明政策选择

•  提供技术支持，能力建设，以监测健康趋势

我们的愿景：
健康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每个人都有权利
获得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WHO领导力优先领域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重点和方向

通过关注健康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等因素来
减少健康不公平

加强基本的、高质量的
及可负担的医疗产品的
可及性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
（2005）

关注非传染性疾病和
心理健康的挑战

进一步推动全民卫生覆盖

达到与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
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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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resources and better 
alignment with priorities

70% of programme budget 
fund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ennium 2014-15, 
compared with 52% for 
2010-11

筹资
对已认可的优先领域
  进行具预测性、灵活
    且一致的筹资工作

All operational audits 
concluded as “satisfactory” 
or “partially satisfactory”

Processes in place that 
facilitate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risk register, 
whistleblowing policy, 
management dashboards, 

and harmonization of 
compliance functions

问责制

Most country offices 
allocating at least 80% of 
budget to their 10 priority 
programme areas

确定优先领域
明确优先领域，特别关注国家
    办公室的需要

WHO is prepared to respond 
comprehensively and rapidly 

to disease outbreaks and 
emergencies with health 

consequences, in a directed, 
coordinated and 

scalable manner

应急
世界为应对疾病暴发和卫生
应急准备更充分

We enable change2011

我们的进展

2015 2017

We are all part of 
the change

PROGRAMMATIC REFORM

GOVERNAN
CE REFORM

 

成果领域

  作为战略资产
而管理的信息化

评估和学习的
  企业文化形成
    机制

有效的管理问责制、
透明性和风险管理 员工与三级组织需求

相匹配

与利益相关
方有效沟通
加强

战略决策
改善

 
 

 

 
 

 

 

 

战略沟通改善

确定、解决并资助WHO
优先领域

 

 

 

项目规划改革
WHO通过对重点工作更系统、更透明的
定义，以及在技术和资金上，将重点工作
与资源调整地更一致，以达到改善健康的
目的。

我们的改革故事
21世纪前十年，人类健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传统健康问题依然存在，而新问题
又不断出现。全球公共卫生形势纷繁复杂，同时又缺乏统一协调，这些都要求WHO在全球卫
生领域重整其领导力。

What success looks likeA world in which gaps in health outcomes are narrowed
A world in which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med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they needA world in which the sick and vulnerable are protected from impoverishment A world in which countries have quality health systems that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needs of their people

A world which puts health and well-being at the cent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world which achieves internationally-agreed health targets and goals:– reduced child and maternal deaths– fewer people dying from HIV, TB and malaria– ’25 by 25’ – 25% fewer premature deaths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by 2025A world in which populations are protected from disease outbreaks and harm from natural disasters
A world without pol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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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imary role is to direct and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health. We:

•  provide leadership on matters critical to health 
•  shape the health research agenda

•  define norms and standards for health
•  articulate policy options for health

•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build capacity
•  monitor health trends.

Our vision
Health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health.

Our leadership priorities give focus and direction to our work

Reducing health inequities 
by address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creasing access to 
essential, high-quality and 
affordable medical products

Imple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

Advanc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chieving the health-relate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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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改革
通过改善内部治理实践、利用其召集力、
鼓励吸取技术规范和标准，以及更有效
地与非国家行为者沟通，WHO的凝聚力
得以加强。

管理改革
WHO通过对人力资源、问责制、评估、
信息化和沟通交流更加高效地管理，以
达到改善健康的目标。

 

我们是谁：
WHO是联合国负责健康领域的专业技术机构，
由194个成员国组成，7000多名员工在156个
国家、地区和地方办事处，以及6个区域办公
室和日内瓦总部工作。

我们做什么

应急改革 
建立了一连串新的改革内容，
以确保WHO有能力准备及应
对疾病爆发和紧急事件的卫生
应急。这项工作贯穿于改革的
三个方面并且紧密联系、相互
一致。

66%的国家办公室
  将预算的 80%以上
    分配给10个优先规
      划领域

大多数国家办公室将预算
  的80%以上分配给10个
     优先规划领域

WHO每名员工都对
自己的行为及决策
负责，并承担责任。

促使问责制、企业风险
注册、检举政策、管理
指示表，以及协调合规
功能等工作的流程已
到位。

WHO全面快速地应对
疾病暴发及卫生应急，
更具针对性、协调性、
可扩展性。

建立起应急平台、应急
费用，以及一个全球卫
生应急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