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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金会和授奖 

1. A.T.舒沙博士基金奖和奖研金——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 

A.T.舒沙博士基金奖 

A.T.舒沙博士生前曾在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任职。A.T.舒沙博士基金奖授予对东

地中海区域任何卫生问题作出最重大贡献的个人。 

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在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喀土穆，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于 10 月 15 日举行会议，会议由索马里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

Fawziya Abikar Nur 博士阁下（区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 

委员会审议了从阿富汗、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收到的提名。 

委员会成员审议了对四名候选人的提名，建议提名埃及的候选人、卫生和人口部病

毒性肝炎控制司司长 Radi Hammad 博士，作为向执行委员会第 144 届会议提议的获奖

者。 

如果执委会批准，获奖者将获得 2500 瑞士法郎的等值美元。 

Radi Hammad 博士获此殊荣，是因其对埃及公共卫生，尤其是丙型肝炎的控制作出

的巨大贡献。他在公共卫生、肝脏学、卫生政策和卫生保健管理等方面有 14 年以上的

经验。 

作为埃及雄心勃勃的消除丙型肝炎运动的主要推动者，Hammad 博士监督了国家丙

型肝炎病毒筛查行动，该行动自 2016 年 8 月以来已对超过 700 万人进行了检测。由此

检出的阳性病例被转诊至附近的医疗中心进行后续治疗，直至治愈。这项艰巨的任务涉

及卫生和人口部内不同部门的协调，以及与不同部委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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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ad 博士 2003 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医学和外科学专业。他于 2008 年获得开罗美

国大学全面质量管理文凭，2010 年获开罗大学内科学硕士学位，并于 2012 年在美利坚

合众国的洛约拉大学获卫生保健管理 MBA 学位。 

Hammad 博士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关于丙型肝炎感染和治疗问题的多篇撰述。 

A.T. 舒沙博士基金奖研金 

该区域会员国还应邀提名 2019 年奖研金获奖者。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提名，

建议 Golaleh Asghari 女士为 A.T. 舒沙博士基金奖研金获奖人，奖研金 15,000 美元，用

以资助其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 

2007 年以来，Asghari 女士一直在内分泌学与代谢研究所工作，研究非传染性疾病

和此类疾病的风险因素，如儿童肥胖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包括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她

曾参与研究的项目，包括德黑兰脂质和葡萄糖前瞻性群组研究和临床试验。Asghari 女士

还参与为营养学家和研究人员设计营养软件，为杂志和报刊撰写关于营养问题文章，并

协助将研究成果和证据转化为政策和规划。 

她曾作为健康饮食和积极生活方式的演讲者在社区中进行宣传，或作为筛查计划的

一部分开展营养评估，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埃及儿童和青少年普遍缺乏维生素 D 并由

此产生种种不良后果。这促使她侧重于维生素 D 剂量的博士课题研究，以支持公共卫生

组织制定政策，指导小学维生素 D 补充剂分配和食品强化工作。她表示希望为营养研究

作出开创性贡献，并根据她在教学和研究领域的长期目标，寻求将研究成果和证据转化

为政策、规划和实践的新方法。 

Asghari 女士曾担任众多硕士学位学生的论文顾问，在许多国际研讨会上进行看板

宣传和口头陈述，并在国际和国内同行评议期刊上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了 60 多篇关于

糖尿病和肥胖症的研究论文。 

2. 世川卫生奖-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的报告 

世川卫生奖授予在卫生发展方面作出杰出创新工作的一人或多人，一个或多个机

构，或者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此类工作包括促进特定的卫生规划或明显推动初级卫

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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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举行会议，审议对 13 位候选人的提名以

及管理人对每位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如下所述，小组还讨论并决定了奖项章程

的修订款。 

(a) 2019年世川卫生奖提名 

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9 年世川卫生奖授予两位被提名人：Judith 

Ndongo Embola Torimiro 教授（喀麦隆）和 Eusebio Quispe Rodriguez 先生（秘鲁）。如果

执委会批准，每位获奖者将以个人名义获得 30 000 美元奖金。 

提名 Judith Ndongo Embola Torimi 教授是因为她自 1992 年以来为喀麦隆的卫生与

发展作出了广泛贡献。Torimiro 教授目前是 Chantal Biya 国际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和管

理研究参考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副教授、实验室主任，以及雅温得大学医学和生物医学学

院生物化学系主任。Torimiro 教授发表了超过 38 篇关于艾滋病毒和乙型、丙型、丁型和

庚型肝炎的同行评审出版物。 

Torimiro 教授在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乙型和丙型肝炎有关的以下主要工作领域取

得了显着成就，即：加强卫生系统；能力建设、卫生伦理研究；培训卫生工作者和监督

博士后研究员，特别是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她还因为在特别是喀麦隆农村地区妇女中提

高对性传播感染和癌症的认识以及提供相关外展服务方面所做的贡献而受到认可。 

奖金将用于推进 Torimiro 教授关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影响以

及在怀孕或哺乳期间儿童接触和/或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后果的研究。研究结果将有助

于制定喀麦隆的卫生政策和治疗指南。 

秘鲁伊瓜因区区长 Eusebio Quispe Rodriguez 先生因其过去三年里在将伊瓜因三岁

以下儿童贫血率从 65%降至 12%中发挥了关键领导作用而被提名。伊瓜因区是该国最贫

困的地区之一，经历了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暴力恐怖主义行为。其人口大幅减少，减少

达 30%，更多的人则被迫背井离乡并放弃他们的农场和牲畜。 

自 2015 年以来，在 Quispe Rodriguez 先生的领导下，伊瓜因的居民一直在重建其社

会结构并改善卫生状况。Quispe Rodriguez 先生创建了由地方当局、社区领导、负责社

会规划的卫生中心工作人员、教师和家长组成的多部门技术小组。这些小组负责管理社

区监测中心并进行家访，以提高对基本卫生设施、婴儿慢性营养不良和贫血症的认识，

引入旨在降低高贫血率的饮食模式，并教导人们通过消费当地种植的产品来改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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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得到国家提供的微量元素强化的土豆、藜麦和玉米。计划在该国的其他地区复制这

种模式。 

作为区长，Quispe Rodriguez 先生及其领导的政府为一个灌溉项目制定了计划，以

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确保所辖社区全年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奖金将用于该项目，也

将用于建立和维持更多的社区监测中心。 

(b) 世川卫生奖《章程》修订款 

根据《章程》第 9 条之规定，遴选小组一致决定建议执行委员会对世川卫生奖《章

程》第 4 条和第 9 条作如下修订（新案文以下划线显示，删除部分用删除线显示）。如果

获得执行委员会批准，第 4 条和第 9 条的案文如下： 

第 4 条 

奖金 

世川卫生奖为一个雕像及奖给个人的十万三万美元，以及/或者奖给机构的四万美

元，授予在卫生发展中出色完成创新工作，诸如促进某些卫生规划，或初级卫生保健中

成就明显的一人或数人、一个或数个机构、一个或数个非政府组织，以促使上述工作进

一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在职或卸任官员以及执行委员会现任委员不得获奖。由收入及

/或未分配储备金所得的款额将由本奖遴选小组确定。本奖于世界卫生大会的一次会议

上授予获奖人或获奖人的代表。 

第 9 条 

条例的修订 

遴选小组可按其一名成员的建议提议修订本条例。但上述建议一经遴选小组的多数

成员同意，则应提交执委会批准。任何修订情况应报告下届世界卫生大会。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为卫生发展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人或多人，一

个或多个机构，或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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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组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举行会议，审议七位候选

人的提名，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

将 2019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两位被提名者：国家全球卫生和医学中心

（日本），以及 Askwar Hilonga 博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如果执委会予以批准，每个获奖者将获得 20 000 美元。 

国家全球卫生和医学中心被提名，是因其在日本并通过其国际卫生合作局为在发展

中国家改善公共卫生作出的贡献。 

国家全球卫生和医学中心及其国际卫生合作局与日本外务省官方发展援助办公室

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执行机构，以及其他援助机构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该中心在若干领域提供技术援助，开展研究，组织培训课程，并建立健康网络。这些包

括传染病控制、卫生人力资源、妇幼保健、癌症、心血管疾病、老龄化和提高护理质量，

目的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播，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此

外，该中心还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等进行协调，

促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该中心派遣其工作人员前往发展中国家（短期或长期），他们在那里传授知识和技

能，并为当地人口提供卫生服务。在任务期间，顾问制定卫生活动的实施模式，如监督、

服务推广、社会动员、疫情应对、培训管理和业务研究，并就控制疾病提出政策建议。

该中心已向 140 多个国家派遣了 3600 多名顾问。该中心还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专

业人员组织培训课程，并培训了来自 140 多个国家的 4100 多人。一些受训人员已成为

各自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 

Askwar Hilonga 博士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个农村地区长大，那里的水源性疾

病很普遍。他在获得纳米技术博士学位后，开始研究适合水净化的纳米材料，旨在改善

安全用水的获取，减少因水源性疾病而丧失的生命。2011 年以来，Hilonga 博士一直担

任纳尔逊曼德拉非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高级讲师。在那里工作时，他使用纳米材料开发

了一种低成本的水净化系统，该系统受到专利和商标的保护。水经由过滤器变得清洁，

可安全饮用。与其他水过滤器不同，他开发的过滤器可以进行校准，以瞄准、吸收和消

除污染物，如有毒重金属、细菌、病毒和其它某一区域特有的来自采矿、工业废水和恶

劣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染物。因此可以因地制宜，适应当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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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onga 博士因其发明斩获了许多著名奖项，包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皇

家工程院颁发的第一个非洲工程创新奖。他的水净化系统已经安装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农村地区的家居和学校中。该公司帮助他们与全球可持续伙伴关系达成协议，为 100

所坦桑尼亚学校提供过滤器。这些过滤器的商业用途由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和人类发展

创新基金（通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英国直接援助机构）赞

助。Hilonga 博士正与当地企业家合办水站。截至 2018 年 10 月，有 60 个水站（人们可

以廉价购买清洁和安全用水）使用他开发的过滤器，为 10 万用户提供服务；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400 个家庭和 55 所机构，包括农村地区的学校已经安装了这些过滤器。共

有 60 名年轻女性接受了水站操作员的培训，制造过滤器的公司雇佣了 15 名员工，其中

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并与另外 120 人有合作关系。 

Hilonga 博士计划通过建立特许经营权，授予私人业主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当地社

区经营水站的权利，来扩大他所开发的水净化系统的影响。2018 年在肯尼亚签署了第一

个外国特许经营权，包括 10 个此类水站。 

4. 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殿下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

研究奖——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 

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 殿下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研究奖颁

发给对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个人（一人或数人）、

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一个或数个）。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举行会议，审议对 3 位候选人

的提名以及管理人对其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遴选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9 年 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 殿下老年人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研究

奖授予拉巴斯医院研究所的老龄化和老年人脆弱性小组（西班牙）。 

如果执委会批准，获奖者将获得 20 000 美元奖金。 

马德里拉巴斯医院研究所的老龄化和老年人脆弱性小组成立于 2006 年，是一个由

20 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小组。该小组的使命是通过对影响老年人的脆弱性和慢性

病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促进和提高老年人初级保健领域的研究质量。 

其最突出的项目之一是由国家髋部骨折登记册工作组负责的老年人髋部骨折临床

研究。该工作组成立于 2016 年，被纳入了老龄化和老年人脆弱性小组并由其协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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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包括一个由西班牙 61 家医院的 190 名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研究小组，他们收集了

超过 14 000 名受髋部骨折病影响的患者详细的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和卫生保健资料。 

该登记册中包含的信息有助于拟定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并导致了临床指南的修订。 这

些经过修订的循证做法已经证明有助于减少正骨科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平均住院时

间和看专家的次数。这有可能最终降低卫生保健成本。 

5.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选小组的报告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授予在公共卫生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人或多人，一个

或多个机构，一个或多个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 

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选小组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举行会议，审议了提名的 12 名候

选人，以及管理人对每位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 

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9 年的奖授予两个被提名者：Balram 

Bhargava 教授（印度）和公共卫生司健康促进处（缅甸）。 

如果执委会批准，每位获奖者将获得 50 000 美元。 

Balram Bhargava 教授因其作为心脏病专家和生物医学创新者的出色职业生涯而获

得提名。他是新德里全印度医学科学院的心脏病学教授，并担任斯坦福-印度生物设计

规划的执行主任，该规划提供一个跨学科奖研金规划，促进低成本植入物和设备的创新

和设计。该规划促成建立了国际生物设计学院：十多年来，该学院培训了约 100 名创新

者，他们创造了 30 多种低成本医疗设备，其中四种现在已进入市场。25 年来，Bhargava

教授治疗了约 25 万名患者，并培训了 200 多名心脏病专家，他们现在领导着印度和国

外的多个部门和医院。Bhargava 教授开发了本地铂-铱线圈冠状动脉支架，还确立了印

度另外两种激光切割药物支架的使用并进行了临床评估。已有数千名患者受益于这些低

成本支架。 

Bhargava 教授在介入心脏病学和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治疗方面开创了多项技术。他

目前正在为心脏骤停患者开发胸部按压装置。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嚼烟对心血管有害效应

的论文，并正在评估患有难以控制的高血压的新德里公交车司机的持续血压。 

Bhargava 教授是《BMJ Innovations》期刊的创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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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公共卫生司健康促进处获得提名是因为其从概念到实施，对公共卫生做出了贡

献，特别是通过其社区卫生诊所模式。缅甸一直在努力应对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双

重负担，以及在 70%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提供卫生服务的挑战。社区卫生诊所的概念是

通过有效利用资源和提高健康素养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 

社区卫生诊所模式将社区作为保健的核心，同时认识到社区卫生志愿者、民间社会

组织以及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贡献。卫生保健活动的重点是筛查高血压和糖尿病，

治疗无并发症的病例，老年人口的卫生保健，以及健康素养。作出了安排以提供基本药

物和设备，并提供有关上述病症管理的培训。向最偏远的地区派出了流动诊所。 

社区卫生诊所模式的实施始于 2018 年，仅仅七个月后，就已经可以看到对公共卫

生保健服务的认识和使用有了可衡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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