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 行 委 员 会
第一二八届会议
日内瓦，2011 年 1 月 17-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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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附加说明）
1.

会议开幕和通过议程

2.

总干事的报告

3.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的报告

执委会在其届会开幕时将收到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报告，该
次会议定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和 14 日举行。
4.

技术和卫生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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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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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小组将在 2010 年 12 月举行会议。按 WHA63.1 号决议的决定，将通过执行委员
会向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关于该次会议以及为支持该小组工作开展的其它技
术磋商的一份报告。
4.2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秘书处在本项目下的报告概括了从缔约国获得的信息并介绍了世卫组织在这一领
域内的活动，包括与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相关的活动。此外，《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将报告提交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实质性报告之前开展的工作。
4.3 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
总干事将在专家名册的基础上并根据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区域代表性、性别平
衡和专门技术多样化以及各区域委员会的建议考虑到区域代表性，向执委会建议磋商
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成员组成供批准。在与各区域委员会协商之后，专家名册的细节已
通过相关的区域主任提交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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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世卫组织在第 65 届联合国大会关于审议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后续
工作中的作用（2010 年 9 月）
报告包括关于 WHA63.15 和 WHA63.24 号决议实施进展的信息，后一决议扩大了
关于监测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年度报告的范围，以便包括介绍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 4（降低儿童死亡率：预防和治疗肺炎）方面取得的进展。应一个会员国
的要求，报告还提供了世卫组织参与关于审查千年发展目标和后续活动的高级别全体
会议的概况，介绍了重点健康结果、对世卫组织和各国的影响以及在今后五年内实现
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行动。
4.5 加强卫生系统
审议将包括概述当前关于国家和全球对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和计划所采取措施的
讨论以及这种对话对实现更好的健康结果和根据国家重点动员与调整资源的作用。报
告将涵盖卫生系统的基石，并按照一个会员国的要求包括审议在实施《世卫组织全球
卫生人员国际招聘行为守则》方面取得的早期进展。
4.6 全球免疫远景与战略
WHA61.15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报告实现全球免疫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报告介绍
了《2006–2015 年全球免疫远景与战略》的实施情况并概述了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为发起 2011–2020 年疫苗和免疫十
年所做的努力。请执委会考虑认可新行动的过程和范围。
4.7 2011–2015 年世卫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草案
总干事在 WHA63.19 号决议中要求提交 2011–2015 年世卫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战
略之后，广泛的协商过程为艾滋病毒/艾滋病全球卫生部门战略草案提供了信息。该草
案围绕四项主要目标：改善艾滋病毒结果；改善更广泛的健康结果；加强卫生系统；
以及创建支持性环境。请执委会审议战略草案。
4.8 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
在 WHA63(10)号决定中，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除其它外，决定建立一个具
有时限并注重成果的有关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问题工作小
组。将报告 12 月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结果。
4.9 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报告概述了天花病毒研究咨询委员会年会的讨论情况和结论。这包括按 WHA60.1
号决议要求在 2010 年进行的重要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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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霍乱：控制和预防机制
第 127 届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该项目和一份决议草案并商定将进一步的审议推迟至
其第 128 届会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涉及霍乱作为一项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
不能获得安全的水和环境卫生作为基础因素的作用。介绍了有效的控制措施，包括口
服霍乱疫苗。报告呼吁采用协调的多学科预防、防范和应对措施以及有效的监测系
统。请执委会审议决议草案。
4.11 疟疾
本报告审议了过去十年中在疟疾控制和消灭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考虑到对成功
的潜在威胁和采取行动的新机遇的同时规划了从 2011 年到 2015 年维持和扩大这些成
就的行动方向。文件包括一份决议草案供审议。
4.12 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
应一个会员国的要求，提交了关于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现状的报告，提供的信息
涉及仍流行该病的四个国家中的情况。请执委会审议一份决议草案。
4.13 麻风病（汉森病）
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26 届会议上审议了有关该主题的一份报告和决议草案。执委
会商定在麻风病专家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再次由其第 128 届会议讨论该问题。秘书处
将提供专家委员会的结论、建议和意见。
4.14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世卫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筹
备、实施和后续工作中的作用（2011 年 9 月）
联合国大会以 A/64/265 号决议决定，除其它外，在 2011 年举行一次非传染病问题
高级别会议。决议要求联大就高级别会议的规模、方式、形式和安排举行磋商，并要
求秘书长向联大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非传染病的全球现况。本报告介
绍了世卫组织参与高级别会议筹备工作并为之作出贡献的计划，包括在莫斯科联合组
织关于非传染病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一次部长级国际会议以及其它实施活动。执委会对
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构成协商性筹备工作的一部分。
4.15 婴幼儿营养：实施计划
本文件提供了全面的婴幼儿营养问题实施计划的概要情况，并介绍了按
WHA63.23 号决议的要求作为全球多部门营养框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制定该计划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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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预防儿童伤害
执委会在其第 127 届会议上讨论了该项目，包括一份决议草案的文本，并商定把
进一步的审议推迟到其第 128 届会议。再次提出报告和决议草案供审议。
4.17 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行动计划草案
在 2010 年 3 月，联合国大会以 A/64/255 号决议宣布 2011–2020 年为道路安全行动
十年，设想由世卫组织发挥显著作用。秘书处的报告介绍了该十年行动计划草案的主
要内容。请执委会审议计划草案。
5.

世卫组织的筹资前景

总干事就会员国关于 2010 年 1 月世卫组织筹资前景问题非正式协商会之后所提问
题的意见向执委会作出报告。报告将综合对 4 月至 10 月期间所开展网络磋商的反应以
及 2010 年各区域委员会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1 月的协商会认识到世卫组织的筹资前
景必须基于对世卫组织不断变化的作用及其核心业务的性质的了解。因此，报告将强
调在确定重点、核心业务和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中的管理作用等方面存在共识和分歧
的领域。
6.

规划和预算事项
6.1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执行情况评估

按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在其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要求，将结合 2012–2013 年规
划预算方案进一步讨论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执行情况评估。
6.2 2010-2011 年规划预算实施情况：最新情况
报告提供了实施 2010–2011 年规划预算的进展情况。
6.3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和 2012–2013 年规划预算方案
文件提出了 2012–2013 年规划预算方案并突出了建议对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
计划进行的修订。
7.

财务事项
7.1 2012–2013 年摊款比额表

请执委会审议摊款比额表以及建议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目前用于 2012–
2013 年比额表的一份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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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在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认可世卫组织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之后，建
议改变外部审计的频率。要求执委会审议对《财务条例》建议的改动以及建议通过这
些改动的一份决议草案。
8.

管理事项
8.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

应代表非洲区域会员国的一个会员国的要求纳入本项目。为本项目编写的报告范
围将涉及总干事提名和选举的各个方面，介绍提名和选举过程的方法，并确认可能的
障碍以及改进这一过程公平性和透明性的步骤。
8.2 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报告
•

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

本届会议期间，执委会将收到非政府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报告，其中尤其包含委员
会就一些组织申请被接纳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以及审查 2008–2010 年期间世卫组
织与三分之一有正式关系的组织之间的合作提出的建议。
•

各基金会和授奖

执委会将审查 2011 年颁发的以下各奖项遴选小组的报告：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
基金奖、世川卫生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雅
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以及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请执委会批准 A.T. Shousha 博
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
8.3 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以及执行委员会第 129 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9.

职工配备事项
9.1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

报告介绍了世卫组织关于人力资源的最新情况。此外，提供了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时职工配备情况的统计数据。
9.2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包含联合国大会审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之后作出的任何相关修
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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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确认《人事条例》和《职员细则》修订款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提交总干事对《职员细则》作出的修订供执委会确
认。对《人事条例》的拟议修订款送交执委会审议，以供提交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
会。
9.4 世卫组织职工协会代表的发言
10. 通报事项
10.1 咨询机构的报告
•

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根据《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条例》第 4.23 条，总干事向执委会提交她关于专
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报告供其审议，其中包括专家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建议的摘
要以及她关于这些建议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和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的意见。
•

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

报告提供了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讨论的概要情况。
10.2 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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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建设总计划（WHA63.7 号决议）

B.

工作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和保障（WHA63.6 号决议）

C.

脊髓灰质炎：管理消灭工作潜在风险的机制（WHA61.1 号决议）

D.

预防和控制流感的大流行和年度流行（WHA56.19 号决议）

E.

通过散发伊维菌素控制盘尾丝虫病（WHA47.32 号决议）

F.

气候变化和卫生（WHA61.19 和 EB124.R5 号决议）

G.

通过对过时杀虫剂和其它过时化学品的健全管理增进健康（WHA63.26
号决议）

H.

通过安全的和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增进健康（WHA63.25 号决议）

I.

实现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卫生干预的普遍覆盖（WHA58.31 号决议）

J.

女性生殖器切割（WHA61.16 号决议）

K.

把性别分析和行动纳入世卫组织工作的战略（WHA60.2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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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药物合理使用方面的进展（WHA60.16 号决议）

M. 世卫组织实施改进多边机构和国际捐助者防治艾滋病工作协调问题全球
工作队的建议（WHA59.12 号决议）
11. 会议闭幕
说明
1. 在其 2010 年 9 月 17 日按照《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与总干事召开的协商会
上，执委会官员们对 2010 年 6 月 18 日已转呈会员国进行评论的临时议程草案提出了
如下建议。
列入三个新项目：
• 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世卫组织在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关于审议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后
续工作中的作用（2010 年 9 月）
执委会官员们进一步建议把关于监测卫生相关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报告归
入这一项目。
•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世卫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筹备、
实施和后续工作中的作用（2011 年 9 月）
•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
2. 执委会官员们还对会员国根据《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条提议的项目提出了
以下建议：
• 把两个项目推迟到执行委员会第 130 届会议：孕前、妊娠期间和母乳喂养时期
妇女的营养；以及早婚、青少年和未成年人怀孕。
• 关于世卫组织的筹资前景的项目将移到项目 5，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项目。世卫组
织在全球卫生管理方面作用的问题将包括在其范围内，但不包括在其标题中。
• 把关于人类饮用水安全管理战略的项目纳入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临时议
程草案以方便讨论一份决议草案。执委会在其第 127 届会议上已注意到关于该
主题的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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