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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疫苗和卫生产品 

获取药物和疫苗 

总干事的报告 

1. 2018 年 5 月，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了总干事有关解决全球药品及疫苗短缺

和可及问题的报告1。报告提出供会员国审议的一系列重点行动选择，并提交总干事有

关基本药物和疫苗获得的全面报告。 

2. 卫生大会审议报告后通过 WHA71(8)号决定，要求总干事与会员国磋商后拟定路线

图，概述世卫组织在药品及疫苗获得方面的工作规划，包括 2019-2023 年期间的活动、

行动和可交付成果。卫生大会还要求总干事通过执行委员会第 144 届会议将路线图提交

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 

3. 2018 年 7 月，秘书处启动与会员国磋商的进程。2018 年 7 月至 9 月，就路线图零

草案与会员国开展了在线磋商，62 个国家反馈意见。此外，2018 年 9 月 10 日和 11 日

在日内瓦举行零草案会员国磋商会，会前与联合国、其它国际组织及与世卫组织存在正

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代表举行非正式讨论。根据磋商进程中获得的反馈意见更新了报

告草案，包括将其范围扩大到包括药物、疫苗和卫生产品。 

4. 附件是经修改的 2019-2013 年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2。路线图的基

础是过去十年中与获得安全、有效、优质药物、疫苗和卫生产品有关的重要卫生大会决

议中所载世卫组织现有职权及《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5. 请执行委员会审议附件所载 2019-2023 年促进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

图草案，并酌情提供进一步指导。

                                                 
1 文件 A71/12。 
2 根据题为“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草案：卫生人力 2030”的 WHA69.19 号决议（2016 年），为制定 2019-2013

年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草案开展了卫生人力影响评估（见 https://www.who.int/hrh/documents/B144_

HRH-links_160119-EMP.pdf，2019 年 1 月 16 日访问）。 



EB144/17 

 

 

 
 

 

2 

 

附件 

2019-2023 年促进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草案 

为获得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提供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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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简介和理由 

1. 公平获得卫生产品是一项全球重点。需要处理质量有保证的卫生产品的有无、获得

便利程度、可接受性和可负担性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具体目标 3.81。

每个疾病管理战略都需要获得用于预防、诊断、治疗、姑息治疗和康复的卫生产品。 

2. 新药价格很高，而卫生产品市场变化很快，这使所有卫生系统在提供全面、可负担

的高质量卫生保健方面都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因此，获得问题是全球性关切。药物占

卫生支出比例很高（对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系列研究显示比例为 20-60%），

阻碍许多已承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国家取得进展2。此外，众所周知，低收入国家

有很高比例人口需要自费买药。随着非传染性疾病——许多都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

病——的增加，政府和患者的经济负担会越来越大。 

3. 改善卫生产品的获得是一个多方面挑战，需要采取全面的国家政策和战略。这些政

策和战略应使公共卫生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促进与其它部门、伙伴和利

益攸关方的协作。这些政策和战略还需要符合法律和监管框架，并涵盖产品从研发到质

保、供应链管理和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 

4. 一系列卫生大会和区域委员会决议指导世卫组织采取全面卫生系统方法增加卫生

产品的获得。这些决议总数接近一百（见附件，附录 1），是总干事此前相关报告的基

础3。卫生大会在上次报告后要求世卫组织拟定路线图，描述 2019-2023 年本组织促进改

善药物和疫苗获得的活动、行动和可交付成果。本文件系根据该要求编写。 

II. 2019-2023 年工作总规划 

5. 《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4列出确保各年龄段所有人健康生活和福祉的

三个战略重点：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处理突发卫生事件和促进人群健康。这些战略重点

得到三个战略转型的支持：加强领导作用；推动在每个国家都发挥公共卫生影响；重视

提供有影响力的全球公共产品（见图 1）。 

                                                 
1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包括所有人都能防备家庭经济风险、获得高质量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以及获得安全、有效、

优质且可负担的基本药物和疫苗。 
2 Reich MR、Harris J、Ikegami N、Maeda A、Cashin C、Araujo EC 等。《走向全民健康覆盖：来自 11 个国别研

究的经验》。《柳叶刀》。2016 年；387:811-16（https://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5)60002- 

2.pdf）。 
3 文件 A71/12。 
4 文件 A71/4。 

https://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5)60002-%202.pdf
https://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5)60002-%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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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卫组织《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草案概要：战略重点和战略转变1 

 

6. 根据《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的计划框架结构，可以确定国家层面的重点，规划世

卫组织工作并为其编制预算。它将确保规划预算体现各国需求且本组织三个层级的工作

均以在各国产生影响为导向。2019-2023 年促进获得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路线图

与该框架下已经确定的如下产出一致： 

 就卫生产品质量、安全和疗效提供权威指导和标准，包括通过预认证服务以及基本

药物和诊断制剂清单； 

                                                 
1 之前发布在文件 A71/4 中。 

使命 

战略重点 

（和目标） 

战略转变 

组织转变 

增进健康，维护世界安全，为弱势人群服务。 

通过实现以下目标，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 全民健康覆盖受益人口新增 10 亿人 

应对突发卫生事件 — 面对突发卫生事件受到更好保护的人口新增 10 亿人 

促进人群健康 — 健康和福祉得到改善的人口新增 10 亿人 

加强 

领导能力 — 

外交和倡导；性

别平等、卫生公

平和人权；多部

门行动；筹资 

重视提供 

有影响力的全球

公共产品 —  

规范指导和 

规约，数据， 

研究和创新 

▪ 衡量影响，以促进问责并努力取得成果 

▪ 重塑运作模式，推动实现国家、区域和全球影响 

▪ 改变伙伴关系、沟通和筹资方式，为各项战略重点提供资源 

▪ 加强重要系统和流程，以优化组织绩效 

▪ 促进文化变革，确保世卫组织一体化和高绩效 

推动在每个国家发挥公共卫生影响 — 根据能力和

脆弱程度有差别地开展工作 
 

政策对话 

‒ 发展面向 

未来的系统 

战略支持 

‒ 建立 

高绩效 

系统 

技术援助 

‒ 建立国家 

机构 

提供服务 

‒ 填补应急 

工作的重大 

缺口 

成熟的卫生系统 脆弱的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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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全球市场，支持各国监测和确保采购供应系统高效透明，从而改善卫生产品的

获得，并使之更公平； 

 加强国家和区域监管能力，改善质量有保证的安全卫生产品的供应； 

 根据公共卫生重点确定研发议程并协调研究工作； 

 加强监测系统、实验室能力、感染预防控制、意识提升及循证政策和实践，促进各

国处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III. 路线图的拟定方式 

7. 此前的报告（文件 A71/12）提出了重点行动建议，依据是世卫组织的比较优势、行

动是否物有所值及能否带来可实现、可持续的改进。这些重点行动构成路线图零草案所

列活动、行动和可交付成果的基础。文件编写过程中听取了世卫组织各层级意见，并考

虑到现有理事机构文件、2018-2019 年规划预算及相关司和区域办事处的战略。 

8. 本修改版路线图考虑到上文总干事报告第三段所述起草和磋商进程中收到的反馈

意见。调查中收集的所有书面意见和其它书面提交的意见可由 http://www.who.int/ 

medicines/access_use/road-map-medicines-vaccines/en/获取。 

IV. 路线图结构 

9. 路线图概述世卫组织促进卫生产品获得工作（包括基本卫生系统组成部分）的原则，

围绕两个相互关联的战略领域展开。这两个战略领域对于支持获得卫生产品必不可少： 

 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改善卫生产品的公平获得。 

路线图描述 2019-2023 年各战略领域活动并提出具体行动和可交付成果。 

10. 图 2 显示每个战略领域下的活动；活动按产品生命周期顺序排列。 

http://www.who.int/%20medicines/access_use/road-map-medicines-vaccines/en/
http://www.who.int/%20medicines/access_use/road-map-medicines-vaccin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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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个战略领域内的活动 

 

V. 采用卫生系统方法改善卫生产品的获得 

11. 世卫组织文件《运转良好卫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概述运转良好卫生系统的六

个组成部分，包括：领导和治理、卫生信息系统、卫生筹资、人力资源、基本医疗产品

和技术以及服务交付。确保获得卫生产品要依靠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特别是治理、卫生

信息、筹资和人力资源。确保卫生系统能运转没有一刀切的办法，需要根据本地情况找

到最适合策略。 

12. 下文详细描述改善卫生产品获得所需的四个重要卫生系统组成部分；第六部分和第

七部分阐述路线图两个战略领域内的相关活动，其中涉及有关这些卫生系统组成部分的

具体行动。 

                                                 
1 http://www.who.int/healthsystems/publications/hss_key/en/（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
安全性和疗效

加强监管系统

通过预认证评估卫生产品的质量、
安全性和疗效/性能

对质量、安全性和性能进行市场监测

改善公平获得

满足公共卫生需求并改善卫生产品
获得的研发

应用和管理知识产权，以推动创新和
促进公共卫生

循证选择及公平，可负担定价

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适当的处方、配发和合理使用

http://www.who.int/healthsystems/publications/hss_key/en/（2018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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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卫生产品筹资 

13. 为卫生产品供资不足、新卫生产品价格高以及管理支出的政策干预措施和程序不够

有效（例如仿制药政策的无效使用）等因素造成卫生系统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方面面临

挑战。证据显示，如果能够避免以下几种情况产生的浪费，高达五分之一卫生支出本可

利用得更好：(a)卫生产品定价高于必要水平；(b)价格较低但同样有效的替代产品未得到

使用；(c)购买的产品完全未使用。 

14. 本路线图描述的活动支持各国提高能力，通过循证决策更有效地分配资源，确保将

具有成本效益的卫生产品纳入本国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诊断制剂目录或报销目录，并提

高采购和供应流程效益和确保合理用药。还将支持公平定价1，支持实施减少自费支出

的政策。 

卫生产品的治理 

15.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缺乏良好治理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主要障碍。治理薄弱加重

低效率、扭曲竞争并使整个系统易发生不正当影响、腐败、浪费、欺诈和滥用，因而使

获得卫生产品的问题复杂化。考虑到卫生产品在提供卫生保健方面的重大作用及其在卫

生支出中所占比例（有些国家药品支出占比高达 60%）2，改善治理将有助于防止浪费

维持卫生系统所需公共资源并提供可负担的高质量保健。 

16. 迫切需要更好地获得有关卫生产品的及时、缜密和相关信息。不受任何利害冲突影

响、不偏不倚的信息对于卫生产品的恰当选择、注册、处方和使用至关重要。确保该信

息透明对实现问责必不可少，可以提升对公共机构的信心，并提高系统效率。路线图中

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临床试验透明度，促进支持临床试验注册，并通过“市场信息促进药

品获得”平台（MI4A）3等举措提高价格透明度。 

17. 需要特别关注政府和私营部门（例如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之间的关系。一个

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支持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有效合作制定公共政策，在利益最

大化的同时避免不正当影响。世卫组织支持改进公立和私营部门的做法，确保国家政策

体现获得卫生产品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促进改善问责方面的核心作用。 

                                                 
1 公平定价是指卫生系统和患者可以负担且足以激励业界投资于药品创新和生产的定价。 
2 世卫组织国家药品定价政策指南。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 

153920/9789241549035_eng.pdf?sequence=1，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3 MI4A：市场信息促进药品获得。（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v3p/ 

platform/en/，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0153920/9789241549035_eng.pdf?sequence=1，2017年10月23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0153920/9789241549035_eng.pdf?sequence=1，2017年10月23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v3p/%20platform/en/，2018年11月11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v3p/%20platform/en/，2018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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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获得卫生产品的卫生人力队伍1 

18. 在卫生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高级别委员会看来，到 2030 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创造

约 4 000 万个卫生部门的新岗位2。但是，大部分工作机会是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预计将有 1 800 万个卫生工作者的缺口。卫生人力短缺的一个

领域是药师，这是确保获得药品和疫苗必不可少的专业人员。此外还缺少对支持医疗科

技的最佳和最恰当使用至关重要的生物医药工程师3。药师和生物医药工程师对于卫生

产品的开发、生产、采购、分配、适当使用和维护不可或缺，而且还可以发挥支持监管

的作用。 

19. 世卫组织《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卫生人力 2030》处理卫生人力挑战。改善卫生

人力所需要采取的许多干预措施都是跨领域的，例如将相关职业能力作为卫生人员入职

前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扩大药师、药房助理和生物医疗工程师培训，确保对供应链内

部行政和管理岗位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加强负责卫生产品的人力资源所需行动可能

与更广泛卫生人力政策类似，或是作为更广泛卫生人力政策的一部分实施，包括改善公

共部门薪酬和激励措施，建立机制促进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培训以及调整教育策略使之体

现当前和未来卫生系统的需求。 

20. 路线图中的行动包括提供支持，确保关键领域的人力队伍胜任，例如监管领域就需

要一些具体能力以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另一个关键领域是采购和供应

链管理，这方面也需要具备特定技能方能开展需求预测、采购流程管理、仓储和配送、

库存管理及（医疗器械）维护。 

用于决策的卫生产品信息 

21. 信息对于决策、监督政策实施和建立问责必不可少。为做出准确、有用的决策，需

要有以下各类数据和信息：国家卫生产品支出；卫生产品的采购、供应链和配送；药物

警戒和售后监测；医疗保险覆盖；卫生产品的处方价格；卫生设施有无药物、疫苗和其

它卫生产品。 

                                                 
1 根据题为“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草案：卫生人力 2030”的 WHA69.19 号决议（2016 年），为制定 2019-2013

年药物、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获得路线图草案开展了卫生人力影响评估（见 https://www.who.int/hrh/documents/B144_ 

HRH -links_160119-EMP.pdf，2019 年 1 月 16 日访问）。 
2 《投资发展卫生人力，促进健康和发展》。卫生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

组织，2016 年（http://www.who.int/hrh/com-heeg/reports/en/，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3 生物医疗工程类专家包括临床工程师、生物医疗工程技师、康复工程师、生物机械工程师和生物仪器工程师。 

http://www.who.int/hrh/com-heeg/reports/en/，2018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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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卫生产品获得的工作很复杂，需要收集多个来源的信息并确保各种数据收集系

统之间可以互用。世卫组织正在卫生数据协作网络框架下支持各国提高能力，以便收集、

组织、分析和使用高质量数据进行决策，为数据兼容性建立参考标准，并推动统一数据

收集工具。 

23. 世卫组织正在开展工作，拟定涉及所有与改善优质卫生产品获得有关领域的商定指

标清单。该清单将促进测量一个有关药品获得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该指标也在拟定

过程当中。路线图中的行动包括为各平台收集各种数据提供支持，包括全球卫生研发观

察站、劣质和伪造医疗产品全球监测和监督系统、短缺通报系统和全球抗微生物药物消

费监测规划。 

VI. 战略领域：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24. 各国国家监管当局负责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薄弱的监管系统会对患者

转归产生影响，并有可能阻碍改善获得的行动，例如产品上市审批时间过长。不幸的是，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评估和批准卫生产品的能力仍然有限，全世界只有 30%国家

监管当局有能力履行有关药品的所有核心监管职能1。监管能力缺失妨碍许多国家确保

卫生产品的质量、疗效和安全性。 

25. 重要挑战包括资源不足、工作人员负担过重和政策框架不协调。监管体系之间存在

差别，导致研究人员和生产厂商工作拖延，因为要在不同国家注册同样卫生产品就得满

足多个监管系统的各种要求。设立新的治疗类别（例如生物治疗药物和类似的生物治疗

产品）需要具备新能力，也需要更新指南。 

26. 近年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凸显了一个具体挑战，迫切需要卫生产品和决策环境

不该“一切照旧”。许多国家不具备促进快速获得新卫生产品的监管路径。另外一个具

体挑战是，各国越来越希望实现卫生产品的本地生产，以改善获得、强化国家卫生安全

及促进工业和经济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要开展本地生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确保所生产产品质量的监管能力有限。 

                                                 
1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和卫生产品问题 2017 年年度报告：朝获得 2030 努力》。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

可由 http://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72972 获取。 

http://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7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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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接种疫苗后的不良药物反应和不良事件未得到充分报告，表明有必要改进售后监测

方法。此外，所有市场上的劣质和伪造产品都在增加，这也妨碍确保卫生产品质量、安

全性和疗效的努力。一项综述显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劣质和伪造医疗产品检验样

本的观测失效率约为十分之一。劣质和伪造医疗产品危害健康，助长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削弱对卫生专业人员和卫生系统的信心，使人们不信任疫苗和药物的有效性，浪费

家庭和卫生系统的有限预算，并给犯罪网络带来收入。 

28. 本战略领域内的活动支持各国制定保护公众同时促进及时获得高质量产品和促进

创新的法规。相关行动的关注点是加强监管系统，通过预认证评估卫生产品的质量、安

全性和疗效，针对质量、安全性和疗效开展市场监测。 

29. 加强监管系统。世卫组织拟定国际准则和标准，使全世界各国能一致监管卫生产品。

它支持各国加强监管和提高监管能力，包括那些有本地生产的国家和希望发展本地生产

能力的国家。其行动支持更多依靠那些根据全球对标工具评估满足国际绩效基准（世卫

组织列表的当局）的国家监管当局。世卫组织促进工作分担和融合，以便提高效率和实

现卫生产品的更快注册。相互依赖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继续提高效率。该活动建议

的具体行动包括支持针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形势拟定监管程序。 

30. 通过预认证评估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性能。预认证的目的是确保诊断

制剂、药品、疫苗和接种相关设备以及医疗器械满足全球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标准。世

卫组织已经评估和预认证的产品可以参与国际采购，且可以提供额外的质量、安全性和

疗效保障。预认证工作吸取一些最佳国家监管当局的专长，提供符合同样国际标准的产

品清单。同时，世卫组织支持各国通过建立网络、培训人员和分享信息建设国家监管能

力。 

31. 对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性能开展市场监测。这一活动领域支持各国加强售后监测，

并监控劣质和伪造卫生产品。它提供支持，促进收集安全性数据，以发现、评估和预防

药物不良反应。一个战略方法是对少数重点卫生产品（例如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防

治规划下的卫生产品或是新疫苗）开展主动监测。这就可以在短期内收集到有关具体产

品安全性的缜密数据，从长期看则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药物警戒架构。世卫组织劣质和

伪造医疗产品全球监测和监督系统收集数据，支持预防、发现和应对劣质和伪造卫生产

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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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加强监管系统 

行动——拟定和实施世卫组织有关卫生产品质保和安全性的技术指南、准则和标准 

可交付成果 

拟定指南、标准和生物参考材料，支持降低监管负担和支持安全有效卫生产品生产和质量

控制。 

支持更多会员国采纳和利用相关指导文件和标准。 

行动——支持改进监管系统，促进依赖和协作 

可交付成果 

更多国家采用协作方法处理注册问题从而实现智慧监管，包括通过依赖和监管网络。 

支持实施世卫组织质量标准1，以降低监管负担。 

支持提高监管能力，争取进入世卫组织监管当局清单，特别是在为中低收入国家生产产品的

国家或开展本地生产的国家，以确保产品质量。 

支持采用全球对标工具，形成本国机构发展计划，并相应提供技术建议、培训和测量。 

行动——加强准备，便利药品、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进入正在经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危

机的国家 

可交付成果 

支持修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监管程序和基于风险的评价标准并加强流程和服务，促进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有关风险评价的监管程序。 

支持调整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管要求和利用各种网络，加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

评价工作。 

                                                 
1 www.who.int/medicines/regulation/tsn/en/。 

http://www.who.int/medicines/regulation/ts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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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过预认证评估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性能 

行动——维持和扩大预认证服务 

可交付成果 

维持并优化高效、有效的预认证规划，特别是对体外诊断试剂和病媒控制产品的预认证。 

扩大预认证范围，根据对基本药物清单和基本诊断试剂清单具体需求进行评估，将潜在状况

（例如非传染性疾病）纳入其中。 

进入预认证清单的新路线和新的基于风险的方法。 

在预认证后确保产品质量。 

活动：对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性能进行市场监测 

行动——支持加强国家能力，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可交付成果 

支持发展国家能力，确保供应链中卫生产品的质量。 

支持发展国家能力，监测本国市场上卫生产品的安全性。 

改进对劣质和伪造卫生产品的预防、发现和应对工作。 

VII. 战略领域：改善卫生产品的公平获得 

32. 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能充分、常规地获得卫生产品。在缺乏资源的环境下，许多医疗

器械已经出了故障、从未使用过或是不适用。要获得卫生产品，就要有适当的产品而且

价格让人负担得起。新药和其它卫生产品上市以及非传染性疾病增加正给全世界各国卫

生保健系统和政府资金缺乏时自费支出的个人带来越来越多压力。如果患者未得到诊断

或治疗，或是不能得到最佳治疗，其健康结局就会受到影响，并且还有可能助长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整个系统内到处都是对改善获得的挑战，包括研发投入不足、缺乏有效

政策、采购和供应链管理薄弱、处方不当和不合理使用卫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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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显示，自 2012 年（33 亿美元）以来，对被忽视热带病的研发投资每年下降 2-3%1。

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卫生产品不能解决被忽视热带病和其它主要全球卫生问题，包括针对

新发传染病病原体的卫生产品和新抗生素。研发面临的重要挑战包括确定研发需求重点

及激励研发或许只能产生有限投资回报的卫生产品。 

34. 卫生产品选择不当、供资不足及支出（包括自费支出）管理政策措施和流程无效等

因素造成缺乏获得和价格高昂现象。越来越需要谨慎管理卫生系统负担得起且对生产者

公平的定价，从而确保卫生产品的可持续存在。 

35. 采购和供应链管理低效也是一个重大挑战。许多国家不具备采购质量有保证产品所

需特殊技能。供应链需要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准确的数据管理系统。疫苗和其它对温度

或时间敏感的卫生产品需要慎重处理和高效冷链系统，因而供应链尤其复杂。预防、发

现和应对卫生产品短缺问题也很复杂。对于传染病，这种短缺或缺货会助长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对健康结局有影响。供应链管理低效会导致大量浪费，对获得产生重大影响。

废物管理也是一个正在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对抗生素类产品而言。 

36. 有人提出，本地生产卫生产品可以作为改善获得、加强国家卫生安全和促进工业和

经济发展的策略。不过，发展本地生产也面临一些障碍，包括政策不一致、供资不可靠、

缺乏质量有保证且价格可负担的材料以及没有技能熟练的人力。 

37. 医疗器械方面还面临一些特殊挑战，包括缺乏就其是否适用于资源缺乏环境（例如

高温、电力供应不稳定或缺乏清洁水）下提出意见的生物医疗工程能力。还常常缺乏安

装、维修服务和用户培训，导致可能产生有害后果的不安全操作，例如由于设备不当使

用或校准导致误诊。 

38. 据估计，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公立部门初级保健患者中只有不到 40%、私营

部门不到 30%根据标准治疗指南得到治疗2。造成不恰当处方、配发和使用药物的因素

包括工作人员培训不足、诊断不正确、药品价格过高或根本没有药以及与产品营销和促

销有关的活动。过去十年间，已经确定了改善卫生产品使用的政策方法和干预措施，但

普遍未得到实施。卫生资源负担日益沉重，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增加，非传染性疾病上

升，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关注恰当处方、配发和使用药物。 

                                                 
1 按疾病种类、年份和供资类别分列的被忽视疾病研发供资流（G-FINDER）。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研发观

察站，2018 年（http://www.who.int/research-observatory/monitoring/inputs/neglected_diseases/en/，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

问）。 
2 《2011 年世界药品形势报告：合理用药》。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 

http://www.who.int/research-observatory/monitoring/inputs/neglected_diseases/en/，2018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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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战略领域内的活动将支持各国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实现优质、安全、有效、可负担

卫生产品的可持续供应：满足卫生需求的研发；采用和管理知识产权标准；循证选择及

公平、可负担定价；采购和供应链管理；恰当处方、配发和合理使用。 

40. 满足公共卫生需求的研发。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建议将

研发需求确定为重点和促进研发。世卫组织正据此促进针对存在重大未满足需求的被忽

视领域开展研发，措施包括协调不同行动者的努力，确定研发重点，找出相关差距，拟

定目标产品概况文件和促进开发可负担的合适卫生产品。全球卫生研发观察站发挥核心

作用，推动确定产品开发重点并促进在卫生研发上采取协调行动。研发路线图支持针对

未来的流行病制定全球防范计划。世卫组织与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组织一道成立了全球

抗生素研发伙伴关系，针对细菌感染开发新药。 

41. 应用和管理知识产权。自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来，许多卫生大会

决议要求世卫组织处理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公共卫生及获得卫生产品的影响。公

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与其它相关决议构成世卫组织本领域工作

的基本任务。根据行动计划要求，世卫组织已加强与其它相关国际组织的协作，包括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

三方合作正在加强各方对公共卫生与知识产权政策之间关联的认识，并促进以相互支持

方式实施相关政策。该活动领域支持各国通过适当知识产权规则和管理促进创新和卫生

产品获得，具体做法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42. 循证选择及公平、可负担定价。循证选择（包括卫生技术评估）指导卫生产品的采

购和报销。国家基本药物或诊断制剂清单的通过或扩大需要国家层面具备将证据结论适

用于本地实际并用于决策的能力。该活动领域直接促进卫生产品更可获得、更可负担。

将开展行动，支持各国恰当选择药物、疫苗、诊断制剂和其它卫生产品，透明和公平定

价，落实政策降低政府和个人费用，同时确保其质量、安全性、疗效和可持续供应。除

推进采取战略方法确保供应安全及其它定价和购买政策外，还将开展更多工作，支持随

着未来技术发展对其效益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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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采购和供应链管理。良好采购实践在确保高质量产品保持可负担价格及确保充足及

时供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良好供应链管理确保高质量产品在卫生系统各级均可获

得。世卫组织将继续支持通过合作优化卫生产品采购和供应链，并发展所需技能和能力，

例如预测需求、采购流程、仓储和配送、库存管理及（医疗器械）维护。世卫组织将推

动提高全球对供需动态关系的认识，助力发展合作采购平台，并为提高能力推动制定支

持性政策和指南。此外，活动将有助于支持可能产生迫切卫生产品需求的突发事件和危

机形势下的供应管理。生产厂商、监管部门、捐助方机构、供应链经理和卫生工作者都

应准备好必要的产品、计划和工具。 

44. 药品的恰当处方、配发和合理使用。该活动将促进确保卫生影响和资源的有效使用。

它需要培训卫生保健工作者，建立质量改进程序和常规监测药品使用情况。世卫组织将

支持各国综合采用各种干预措施确保处方者有能力实施临床指南和其它已证实有效的

策略，确保从药品选择到处方整个过程的政策指导是一致的。将加强有关负责任使用的

工作，确保恰当地处方和使用药品和其它卫生产品。世卫组织将支持各国实施重点关注

抗微生物药物的管理规划，支持各国制定政策和法规确保管制药物的获得、恰当处方、

配发和使用同时降低滥用风险。将提供监测能力，特别是针对卫生设施和社区中抗生素

的使用。 

活动：满足公共卫生需求的卫生产品研发 

行动——继续为有强烈卫生需求领域的卫生研发确定重点 

可交付成果 

通过全球卫生研发观察站提供信息：在研产品综述；研发路线图；目标产品概况等，针对市

场失灵领域未满足的公共卫生需求指导确定研发重点。 

通过全球观察站分析有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卫生研发需求的相关信息。 

继续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联合拟定针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的全球开发和管理框架，包括支持发展全球抗生素耐药性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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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卫生研发领域的协调行动 

可交付成果 

促进有关制定生物医疗研发统一原则的讨论。 

拟定目标产品概况文件的世卫组织统一方法。 

酌情发起新研发倡议和支持现有倡议（包括全球抗生素研发伙伴关系），以便依据可负担、

有实效、高效率和公平等核心原则开发市场失灵领域（包括罕见病和被忽视热带病）缺失的

卫生产品。 

促进研发成本透明；建立激励机制，使研发投资成本与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分开/脱钩；针对市

场失灵领域新产品的研发采取额外激励措施。支持采取措施，使产品价格与研发费用部分或

全部脱钩，包括采取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小组建议的行动（见文件

A71/13 第 30 段）。 

促进互补和相互协调的新研发倡议和现有研发倡议。 

行动——支持提高各国研发和临床试验能力 

可交付成果 

根据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小组确定的原则，传播和支持实施促进创新

和获得的研发模式。 

支持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改进政策机制促进临床试验（包括能力建设）。 

为前瞻性注册和公开披露临床试验结果制定政策，支持监督注册和结果报告情况。 

促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转让技术和生产卫生产品，支持改进协作和技术协调。  

加强受疾病影响国家的研究能力，支持有效的创新型全球卫生研究；促进将证据转化为减少

传染病负担的干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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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最弱势人群的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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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应用和管理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和公共卫生 

行动——通过适当知识产权规则和管理促进创新和获得卫生产品 

可交付成果 

促进以公共卫生为导向的许可协议，提高有关现有和新卫生技术专利状态信息的透明度。 

提供有关各国经验的信息，促进在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卫生相关规定时采

取公共卫生方法，包括《协定》相关灵活性和知识产权管理。 

审查利用公共供资研发促进获得可负担卫生技术的机制和激励措施。 

通过确定潜在产品支持扩大药品专利池，纳入有专利权的基本药物和世卫组织治疗指南中包

括的有专利权药物。 

行动——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可交付成果 

（酌情根据请求与其它主责国际组织协作）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向有关政策流程及意图利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条款的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及其它与该协定有关的世卫组织文书承认的灵活性，以促进获得

药品。 

支持在谈判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时考虑公共卫生影响。 

与称职伙伴协作，促进评估国家和区域层面基本卫生产品的专利状态。 

继续加强世卫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三方合作，以及与其它相关国

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包括合作实施本路线图。 

活动：循证遴选及公平、可负担定价 

行动——支持循证选择程序，包括卫生技术评估及其实施 

可交付成果 

为选择基本卫生产品提供规范性指导，并将其用于发展各国选择程序，包括基本药物、诊断

制剂、医疗器械和疫苗标准清单。 

发展利用各种工具进行循证选择和确定重点的能力，包括与相关伙伴协作开展卫生技术评估。 

通过全球和区域平台开展信息和知识交流，支持各国就循证选择基本卫生产品并对其进行卫

生技术评估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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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鼓励采取更透明、更好的政策和行动，确保更公平定价和减少自费支出 

可交付成果 

提供政策指导，促进采取更有效的定价策略，从而使基本卫生产品对卫生系统和个人而言都

更可负担。 

开展全球和区域协作提高政策透明度，支持有关定价和报销的决策，促进公共付款机构、政

府决策者和企业之间的对话，提高价格谈判能力。 

减少自费支出的定价和供资政策，包括在药品选择、采购和使用中采用仿制药和生物仿制药；

报销方案和控制供应链中的加成。 

支持各国提高开展常规监测和利用价格和药品有无相关信息开展决策的能力。 

活动：有利于质量有保证卫生产品的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行动——支持采取协作方法对卫生产品进行战略性采购 

可交付成果 

汇编有关战略性采购的创新协作方法的最佳实践和规范性指导文件。 

汇编有关采购中购买和质保效率的最佳实践和规范性指导文件。 

与其它伙伴和机构协作，支持拟定并加强区域性方法，例如集中采购。 

行动——支持各国高效采购卫生产品并开展高效供应链管理 

可交付成果 

（与联合国伙伴协作）提供质保、策略发展、规划、仓储、配送、废物管理和性能评估方面

的规范性指导，促进卫生产品的高效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各国和示范中心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协作，促进提供质保、需求预测、采购流程、仓储和配送、

库存管理和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其中重点是领导力和系统管理。 

与伙伴和联合国机构协作，改进协调，促进更高效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提高基本卫生产品采购透明度的工具和平台。 

有关战略性本地生产卫生产品的政策指导文件。 



Annex  EB144/17 

 

 

 

 

 

19 

 

行动——提高发现、预防和应对药品和疫苗短缺的能力 

可交付成果 

及早发现短缺的全球性工具和快速通报情况的系统。 

预防和应对短缺现象的减轻行动框架。 

对重点战略产品进行市场分析，与企业就供应安全开展对话，包括通过收集、分析和共享全

球药品和疫苗需求和供应信息、发现风险（例如短缺）和采取纠正措施支持促进药品获得的

市场信息平台的发展。 

行动——支持在突发事件和危机形势下卫生产品的充足供应管理和适当使用 

可交付成果 

支持在供应链需求和风险评估方面做好准备。 

有关药品、疫苗和其它卫生产品捐赠的政策。 

支持与伙伴协作快速筹措和交付药品、疫苗和卫生产品的机制（例如区域/全球虚拟库存和急

救包）。 

突发事件期间和事后安全处置卫生产品的政策。 

活动：药品的恰当处方、配发及合理使用 

行动——改善卫生产品使用的干预措施 

可交付成果 

支持加强定期编写和修订国家治疗指南的国家结构和能力，指南应与国家基本药物清单选择

程序和处方实践相一致。 

与伙伴协作，支持发展区域和国家能力，促进药房和相应人力发展，加强用药程序（改善对

法规和指南的遵守，确保患者安全）。 

支持实施管理规划，其中重点关注抗微生物药物；就协调标准治疗指导文件提供指导，明确

耐药模式，制定有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国家行动计划；支持采用获得、监督和储备

（AWARE）方法及相关指数促进质量改进和管理干预措施。 

支持制定国家支持和法规，确保管制药物的获得、恰当处方、配发和使用，包括指导优化相

关立法，支持加强开处方者和配药发药者确保服务获得和质量并减轻转用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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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支持提高监测能力 

可交付成果 

更好地将药物利用数据用于有关卫生产品的循证决策、分析和政策行动，支持改进处方和配

发工作。 

支持调查卫生设施和设施中抗生素的使用情况，以便为管理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并评估其影

响，支持根据国家进口和流行病学趋势监测和评估药品消费情况。 

支持管制药物预测和量化，避免库存过剩；支持加强开处方者和配药发药者的能力，以确保

服务质量并减轻转用风险。 

VIII. 世卫组织将如何在获得卫生产品问题上开展合作？ 

45. 《为实现“获得 2030”而奋斗》1文件指出，将保持和加强与重要利益攸关团体的

合作，包括联合国和其它国际伙伴、研究机构和学术界、捐助方、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与这些广泛团体的合作使世卫组织有机会凝聚各方力量，并成为更活跃、更有效的伙伴。

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的合作将专注于优化信息流动，分享信息和实施确保该领域协

调的机制。与学术界的合作将继续利用各个实体的比较优势，以便更快、更好地对卫生

产品获得产生影响。与捐助方合作的关注点是加强宣传倡导，促使供资伙伴为本路线图

描述的议程做出贡献。民间社会在影响卫生健康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世卫组织在

政策和宣传进程中必须联系民间社会，并帮助各国利用他们的专长和经验。最后，世卫

组织也将接触私营部门，为卫生挑战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处理研发缺乏公共卫生驱动、

卫生产品定价和可负担性以及将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用于卫生健康等问题。 

                                                 
1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和卫生产品。2017 年年报。为实现“获得 2030”而奋斗。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

可由 http://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72972 获取（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http://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7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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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世卫组织将如何衡量卫生产品获取方面的进展？ 

46. 世卫组织工作总规划的影响框架及其指标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卫生大会批准的

决议和行动计划相一致。本路线图符合《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结果 1（增加基本卫生

服务的获得，包括促进、预防、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其关注点是初级卫生保健，

衡量方式是全民健康覆盖指标。路线图还考虑其它结果，确保对其实现做出间接贡献。

路线图将遵循以下《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所载高级别具体目标/指标以及与其互补的具

体目标/指标。 

世卫组织影响和结果框架（2019-2023 年） 

具体目标 指标 

提高初级卫生保健中基本药物有货比例到

80%，包括免费药物 

1. 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基本药物有货，包括

免费药物 

2. 有一套相关核心基本药物且价格可负担、

可持续的卫生机构所占比例 

将护理需要用口服吗啡进行姑息治疗的患者

的各级机构有药比例从 25%提高到 50% 

各级机构中口服吗啡有货的比例 

将严重精神卫生障碍的治疗干预措施（药物、

社会心理、康复和疗后护理）的治疗覆盖率提

高到 50% 

1. 使用服务的严重精神障碍者所占比例（%） 

2. 针对物质使用障碍的治疗干预措施（药物、

社会心理、康复和疗后护理）覆盖率 

将第二剂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率提高到 90% 第二剂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率 

将对利福平耐药结核病例治疗覆盖率提高到

80% 

耐多药/对利福平耐药病例得到治疗者占估计

发病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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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过去十年中与获取安全、有效和优质药物、疫苗和卫生产品有关的 

卫生大会和各区域委员会主要决议以及区域委员会文件1 

决议2（年份） 标题 

卫生大会 

WHA70.7（2017 年） 改善败血症的预防、诊断和临床管理 

WHA70.12（2017 年） 结合综合性方法审视癌症预防和控制 

WHA70.14（2017 年） 加强免疫，实现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目标 

WHA70.16（2017 年） 全球媒介控制对策：控制媒介传播疾病的综合方针 

WHA69.1（2016 年） 为支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加强基本公共卫生职能 

WHA69.11（2016 年）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WHA69.20（2016 年） 促进创新和获取优质、安全、有效和可负担的儿童药物 

WHA69.21（2016 年） 应对足菌肿的负担 

WHA69.23（2016 年）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WHA69.25（2016 年） 解决全球药品和疫苗短缺问题及儿童用药安全和可及性问题 

WHA68.2（2015 年） 2016-2030 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和指标 

WHA68.6（2015 年）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WHA68.7（2015 年）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 

WHA68.15（2015 年） 将急诊和基本外科治疗及麻醉作为全民健康覆盖内容予以加强 

WHA68.18（2015 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WHA68.20（2015 年） 全球癫痫负担和为应对其卫生、社会和公众知识影响在国家层面采

取协调行动的必要性 

WHA67.1（2014 年） 2015 年后结核病预防、治疗和控制全球战略和目标 

WHA67.6（2014 年） 肝炎 

                                                 
1 之前发布在世卫组织文件 A71/12 中，是该文件附件的附录 1。 
2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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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年份） 标题 

WHA67.14（2014 年）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 

WHA67.19（2014 年） 将姑息治疗作为生命全程的综合性治疗内容予以加强 

WHA67.20（2014 年） 加强医疗产品管制系统 

WHA67.21（2014 年） 获得包括类似的生物治疗产品在内的生物治疗产品和确保其质量、

安全和疗效 

WHA67.22（2014 年） 获取基本药物 

WHA67.23（2014 年） 为支持全民健康覆盖开展卫生干预和技术评估 

WHA67.25（2014 年） 抗菌素耐药性 

WHA66.7（2013 年） 实施联合国拯救妇女和儿童生命产品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WHA66.12（2013 年） 被忽视的热带病 

WHA66.22（2013 年）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WHA65.3（2012 年） 加强非传染性疾病政策，促进积极老年生活 

WHA65.4（2012 年） 精神疾患全球负担以及国家层面的卫生和社会部门进行综合性协调

应对的需求 

WHA65.5（2012 年） 脊髓灰质炎：强化全球消灭行动 

WHA65.17（2012 年）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WHA65.19（2012 年）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WHA65.21（2012 年） 消除血吸虫病 

WHA65.22（2012 年）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协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WHA64.5（2011 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3.1（2010 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3.12（2010 年） 血液制品的可得性、安全性和质量 

WHA62.10（2009 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2.16（2009 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WHA61.1（2008 年） 脊髓灰质炎：管理根除潜在风险的机制 

                                                 
1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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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年份） 标题 

WHA61.15（2008 年） 全球免疫战略 

WHA61.21（2008 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WHA60.1（2007 年） 根除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WHA60.13（2007 年） 控制利什曼病 

WHA60.16（2007 年） 药物的合理使用方面的进展 

WHA60.20（2007 年） 更合适的儿童药物 

WHA60.28（2007 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WHA60.29（2007 年） 卫生技术 

WHA60.30（2007 年）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东南亚区域委员会 

文件 SEA/RC70/7 Hepatitis 

文件 SEA/RC70/8 Tuberculosis: ‘Bending the curve’ 

文件 SEA/RC70/9 Access to medicines 

文件 SEA/RC69/9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EA/RC68/R3（2015 年）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EA/RC68/R5（2015 年）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The way forward 

SEA/RC66/R7（2013 年）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edicines 

SEA/RC65/R3（2012 年）  Consultative Expert Working Group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nancing and Coordination  

SEA/RC65/R6（2012 年） Regional strategy for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SEA/RC64/R3（2011 年） 2012: Year of Intensification of Routine Immunization in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Framework for increasing and sustaining coverage 

SEA/RC64/R5（2011 年）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policy including the rational use of medicines  

SEA/RC63/R4（2010 年） Prevention and containment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EA/RC62/R6（2009 年）  Measures to ensure access to safe, efficacious, quality and affordable 

medical products 

SEA/RC61/R5（2008 年） Den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1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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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年份） 标题 

SEA/RC60/R5（2007 年） The new Stop TB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SEA/RC60/R8（2007 年） Challenges in polio eradication 

非洲区域委员会 

AFR/RC66/R2（2016 年） Regional strategy on regulation of medical products in the African 

Region, 2016–2025 

AFR/RC64/R4（2014 年） Reg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Immunization 2014–2020 

AFR/RC63/R4（2013 年）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women’s health in Afric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Women’s Health in the African Region  

AFR/RC63/R6（2013 年） Regional strategy on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in the WHO African 

Region 

AFR/RC63/R7（2013 年） The WHO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antiretroviral drugs for 

treating and preventing HIV infec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 implications for the African Region 

AFR/RC62/R2（2012 年） HIV/AIDS: Strategy for the African Region  

AFR/RC62/R7（2012 年） Consideration and endorsement of the Brazzaville Declaration on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 

EM/RC63/R.3（2016 年） Improving access to assistive technology  

EM/RC63/R.5（2016 年）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blood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2016–2025  

EM/RC59/R.3（2012 年） Health systems strengthening in countr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challenges, priorities and options for future action 

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 

WPR/RC66.R1（2015 年） Viral hepatitis 

WPR/RC65.R5（2014 年） Expanded programme on immunization 

WPR/RC64.R5（2013 年） Hepatitis B control through vaccination: setting the target 

WPR/RC63.R4（2012 年） Regional action plan for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2012–2016) 

                                                 
1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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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年份） 标题 

欧洲区域委员会 

EUR/RC66/R5（2016年） Strengthening people-centred health systems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s delivery 

EUR/RC66/R9（2016 年） Action plan for the health sector response to HIV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EUR/RC66/R10（2016 年） Action plan for the health sector response to viral hepatitis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EUR/RC65/R5（2015 年） Priorities for health systems strengthening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2015–2020: walking the talk on people centredness 

EUR/RC65/R6（2015 年） Tuberculosis action plan for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2016–2020 

EUR/RC64/R5（2014 年） European Vaccine Action Plan 2015–2020 

泛美卫生组织指导委员会 

CD55.R5（2016 年） Plan of ac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IV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2016–2021 

CD55.R7（2016 年） Plan of action for malaria elimination 2016–2020 

CD55.R8（2016 年） Resilient health systems 

CD55.R9（2016 年） Plan of ac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eglected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ost-elimination actions 2016–2022 

CD55.R12（2016 年） Access and rational use of strategic and high-cost medicines and other 

health technologies 

CD54.R7（2015 年） Plan of ac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iral hepatitis 

CD54.R9（2015 年） Strategy on health-related law 

CD54.R15（2015 年） Plan of action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CD52.R10（2013 年）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in Central America 

  

                                                 
1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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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重要里程碑 

2019 年1 

战略领域：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制定计划并实施，提高世卫组织指导文件和标准的采用和利用率。 

 至少每半年发布一次全部四个协作程序的绩效数据（参与的国家监管当局数量、走

完流程的申请数量、国家监管当局决策时间中位数和相关产品类别）。 

 完成良好监管实践指南、原则和“怎么做”工具和良好依靠实践指南，以及供国家

监管当局使用的增值质量管理指南。 

 制定并实施定义、评价和制定世卫组织列表主管当局的程序。 

 针对所有监管职能所需活动完成 1、2、3、4 各级GBT 指标（药品和疫苗）。 

 与发展伙伴合作，为有兴趣实现高质量本地生产的会员国/区域拟定标准策略和重

点行动计划。 

 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在至少两个重点中低收入国家加强质量有保证产品的本地生

产。 

 在至少两个中低收入国家试点本地生产可行性研究工具和风险评估工具。 

 对中低收入国家突发事件监管程序进行全景分析。 

 拟定标准，为短、中、长期扩大合格卫生产品预认证确定重点。 

                                                 
1 包含在 2018-2019 年规划预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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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非专利名称。 

 针对每个产品工作流拟定并发布基于风险的预认证后产品质量监测策略。 

 针对器械的 GBT 定稿。 

 发布和维护有关国家监管当局地位以及成熟度已达到3级或4级的世卫组织列表主

管当局的相关数据库。 

战略领域：改善卫生产品的公平获得 

 开发编写目标产品概况文件的统一方法。 

 编写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领域的目标产品概况文件。 

 更新世卫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促进获得医疗技术和创新

的三方研究情况。 

 公平定价论坛。 

 建立基本体外诊断制剂标准清单。 

 落实抗生素的获得、监督和储备分类。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和基本儿童药物标准清单。 

 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问题专家委员会的技术报告。 

 利用市场信息促进疫苗获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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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 

战略领域：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推出能力框架和自评工具。 

 围绕核心要素设置课程，并确定第一批服务提供者。 

 举行研讨会，推广全套监管指南。 

 通过非洲药物管制协调行动将监管框架和统一指南扩大到所有卫生产品。 

 发布有关对仿制药本地生产进行监管监督的课程，并开始应请求在重点中低收入国

家培训监管者。 

 就突发事件中卫生产品的使用提供培训，包括应急使用评估和列表程序下的产

品使用。 

 建立和维持全球监管网络。 

 促进产品注册路径。 

 服务于仿制药互换性的国际清单。 

 国际参考标准。 

 拟定针对医疗产品的标准监管框架。 

 世卫组织认证和能力评估方案。 

 有关主动监测和发现未知风险的药物警戒培训。 

 开发实施安全和警戒活动的工具包。 

 开发全球个案安全报告数据库（Vigibase），接收来自会员国的不良药物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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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实施智慧安全监测策略的指导文件，包括以风险为基础确定投资重点、分担工

作、联合活动和依靠。 

 支持更多国家监测、报告和管理劣质和伪造卫生产品事件。 

 发布医疗产品警报，例如(1)药物警报（设在信息交流系统下）；(2)（用于报告劣质

和伪造医疗产品的）快速预警系统。 

战略领域：改善卫生产品的公平获得 

 拟定进一步目标产品概况文件，包括针对重点病原体的抗生素和诊断制剂、针对败

血症的诊断制剂、医疗器械（包括个体防护装备）。 

 研发及抗真菌药在研路线图。 

 专利形势及基本药物清单中所有受专利保护药物的最新专利权状态。 

 有关卫生产品研发成本的报告。 

 三方研究：促进获得基本卫生产品和创新。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实施计划。 

 抗生素研发和临床前在研管线。 

 针对资源缺乏环境的创新卫生技术纲要。 

 抗丙肝药全球获得情况报告。 

 世卫组织重点病原体清单：2021 年更新版。 

 更新捐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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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的命名、编纂、分类和术语表，包括体外诊断制剂、辅助器具和防护装备。 

 开发工具并建立程序，指导各国选择疫苗产品，为在研管线提供参考和支持全球需

求预测。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和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 

 更新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和基本体外诊断制剂标准清单。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指南。 

 初级卫生保健和应急使用的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卒中、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和糖尿病）的重点医疗器械清单。 

 药品定价政策指南。 

 如何设计一揽子福利计划。 

 有关促进和监控药品和卫生产品价格透明度的指导文件。 

 更新机构间应急医疗包。 

 短缺通报制度。 

 卫生产品联合采购指南。 

 更新标准采购质保系统。 

 有关抗微生物药物销售、标签和促销的指导文件。 

 有关实施抗微生物药物管理规划的指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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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对抗微生物药物消费的监测。 

 扩大对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情况的测量。 

 扩大对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消费的三方监测。 

 修订和编写有关如何制定、实施和监督国家药品和卫生产品政策的手册。 

 药物依赖性专家委员会。 

 基于网络的监测信息系统和针对有害精神活性物质的卫生警报系统。 

 通过国别概况、入户调查和卫生机构评估监测药品、疫苗和卫生产品有无和预测指

标的工具。 

2022-2023 年 

战略领域：确保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发布每年通过的所有指南清单，并列表说明所有正在拟定和修改的指导文件。 

 发布所有世卫组织实体标准/参考筹备工作的当前状态：最终（在用）、最终（撤销）、

临时、正在编订（草案已公布），正在编订（尚无公开草案）。 

 发布有关世卫组织生物参考材料的建立、终止和替代情况以及指南和建议通过情况

的信息。 

 至少每半年公布一次全部四种协作程序的绩效数据。 

 酌情更新应急使用评估和列表程序。 

 维护和更新预认证重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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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可通过专家审查小组机制采购的药品和体外诊断制剂清单，产品的预认证或成

熟度 4 级评价状态以及从专家审查小组清单上撤销的一年到期日。 

 发布有关预认证的重点绩效指标。 

战略领域：改善卫生产品的公平获得 

 将全球抗生素研发伙伴关系预算提高到 2 亿美元并开发第一种产品。 

 抗真菌药研发路线图。 

 更新有关国家药品定价政策的世卫组织指南 

 更新有关药品和疫苗采购业务原则的指南。 

 更新良好经销规范。 

 针对所有基本药物清单上的药物和世卫组织治疗指南中的新药更新专利权状态数

据库。 

 更新基本药物标准清单。 

 更新安全处置和废物管理指南，包括抗微生物药物的安全处置和管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