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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A65/53 

 2012年 5月 24日 

 

 

 

 

 

乙委员会第一份报告 

 

乙委员会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在 Mohammad Hossein Nicknam 博士（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Charles Kondi Agba 教授（多哥）和 Enrique Tayag 博士（菲律宾）的主持下举行

了其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四条，委员会选举 Charles Kondi Agba 教授

（多哥）和 Enrique Tayag 博士（菲律宾）为副主席，Paul Gully 博士（加拿大）为报告

员。 

会议决定建议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五项决议： 

15.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卫生状况 

一项决议 

16. 规划预算和财务事项 

16.2 2010 年 1 月 1 日 –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 

一项决议 

16.3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

规定的会员国 

一项决议，题为：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

《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一项决议，题为：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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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审计和监督事项 

17.1 外审计员的报告 

一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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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5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卫生状况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牢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确认各民族的健康是实现和

平和安全的基础； 

忆及以往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其它阿拉伯被占领土卫生状况的所有决议； 

注意到秘书处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卫生

状况的报告1； 

强调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提供关键性的

卫生和教育服务，尤其是解决加沙地带紧急需求方面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 

对由占领国以色列的持续占领和施加的严重限制而导致的经济和卫生状况的恶化

以及人道主义危机表示关切； 

确认有必要确保卫生服务的普遍覆盖，及保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公共卫生服务设

施的运转； 

认识到负责管理和资助公共卫生服务的巴勒斯坦卫生部严重缺乏财务和医疗资源，

由此对巴勒斯坦人口获取治疗和预防服务带来了损害； 

确认巴勒斯坦患者、医务人员和救护车有权利进出被占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卫生

机构； 

确认封锁仍在继续以及过境点没有完全彻底开放，这意味着在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

之前开始的危机和痛苦还持续存在，阻碍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卫生部针对在 2008 年底

和 2009 年被以色列军事行动所摧毁的设施所开展的重建努力； 

表示深切关注隔离墙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口接受的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1 文件 A65/27 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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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占领国以色列： 

(1) 立刻结束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封锁，特别是对被占加沙地带过境点的封锁，

由此造成那里药品和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 

(2) 放弃导致加沙地带当前卫生条件恶劣以及食品和燃料严重短缺的政策和措施； 

(3) 遵守国际法院 2004 年 7 月 9 日提供的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隔离墙尤其对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口接受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

量产生严重影响； 

(4) 便利巴勒斯坦患者、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进出被占东耶路撒冷和境外的巴勒斯坦

卫生机构； 

(5) 改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特别是儿童、妇女和患者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并为遭

受严重伤病折磨且病情日益恶化的被拘留者提供必要的医疗，便利药品和医疗设备

过境和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6) 尊重和便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它国际组织的职责和

工作，并确保其工作人员和援助物资的自由流动； 

2. 敦促会员国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1) 通过向巴勒斯坦民众提供援助，帮助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克服卫生危机； 

(2) 帮助满足总干事关于加沙地带卫生特派团的报告中所确定的紧急卫生和人道

主义需求以及与卫生相关的中、长期重大需求； 

(3) 吁请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解除对被占加沙地带的围困行动以避免

使该地的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恶化，并帮助解除对巴勒斯坦民众实行的限制和障碍，

包括允许人员和医疗工作者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自由行动，并使以色列遵守其法律

和道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尤其是东耶路撒冷的平民百姓能够充分享受

基本人权； 

(4) 提醒占领国以色列遵守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

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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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吁请所有国际人权组织，对占领国以色列立刻进行紧急干预，迫使其为遭受病

情日益恶化的严重伤病折磨的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提供充分的医疗，同时敦促

民间社会组织对占领国以色列施加压力以便拯救被拘留者的生命，确保立刻释放病

情严重者并为他们提供国外治疗，并允许巴勒斯坦女囚犯在妊娠、分娩和产后护理

期间接受孕产保健服务和医疗随访，允许她们在亲属和家人在场的健康和人道主义

条件下分娩并立刻释放以色列监狱中拘留的所有儿童； 

(6) 支持和协助巴勒斯坦卫生部履行其职责，包括管理和资助公共卫生服务； 

(7) 向巴勒斯坦公共卫生和兽医服务部门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3. 表示深切感谢国际捐助界在不同领域内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并敦促捐助国和国

际卫生组织继续努力确保提供必要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以便实施 2008-2010 年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卫生计划并形成适当的政治环境以实施该计划，目的是结束占领并按巴勒斯坦政

府的建议建立巴勒斯坦国，而巴勒斯坦政府正在严肃开展工作以创造适当条件实施该计

划； 

4. 表示深切感谢总干事努力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众

和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叙利亚民众提供必要的援助； 

5. 要求总干事： 

(1) 向巴勒斯坦卫生和兽医服务部门提供支持，包括能力建设； 

(2) 支持为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叙利亚人口建立医疗设施并向其提供卫生有关技术

援助； 

(3) 继续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以满足巴勒斯坦民众（包括残疾人和受伤者）的卫

生需求； 

(4) 还支持巴勒斯坦卫生和兽医服务部门为防范不寻常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5) 支持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发展卫生系统，包括开发人力资源； 

(6) 向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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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6.2 

2010年 1月 1日 – 2011年 12月 31日期间财务报告和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 2010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告和财务审计报表1；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报告2； 

接受总干事 2010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告和财务审计报表。 

                                                 
1 文件 A65/29。 
2 文件 A65/45。 



A65/53 

 

 

 

 

7 

议程项目 16.3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 

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1，包括欠交会费成都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

条规定的会员国的报告2； 

注意到在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几内亚比绍、索马

里和塔吉克斯坦的表决权已被暂时中止，且这类暂时中止将持续至这些会员国的欠费在本

届或以后各届卫生大会召开时减至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数额以下的水平时； 

注意到阿富汗、孟加拉国、格林纳达、冈比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圣卢西亚、

苏丹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欠费在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已达到一

定程度，使卫生大会有必要考虑根据《组织法》第七条，是否应该暂时中止这些国家的

表决权，就是在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是否应该中止阿富汗和格林纳达的表决

权，在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是否应该暂时中止其余会员国的表决权， 

决定： 

(1) 根据 WHA41.7 号决议确定的原则，如果到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之时，

孟加拉国、冈比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圣卢西亚、苏丹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的欠交会费仍处于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程度，将自前述大会开

幕之时暂时中止其表决权；根据 WHA59.6 号和 WHA64.31 号决议确定的原则，到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之时，如果阿富汗和格林纳达仍欠交重新安排摊款后

会费，其表决权将被自动暂时中止； 

(2) 上文分段(1)所述实行的任何暂时中止将持续至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及以

后各届卫生大会，直至阿富汗、孟加拉国、冈比亚、格林纳达、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圣卢西亚、苏丹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欠费减至可援引《组织法》

第七条规定的数额以下的水平之时； 

(3) 根据《组织法》第七条，这项决定将不损害任何会员国要求恢复其表决权的权利。 

                                                 
1 文件 A65/30 和文件 A65/46。 
2 文件 A65/30。 



A65/53 

 

 

 

 

8 

议程项目 16.3 

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考虑到前南斯拉夫 1991-2000 年欠缴款额 5 532 592 美元现已足额支付，并注意到

联合国大会关于前南斯拉夫未缴摊款的第 63/249 号决议， 

决定根据《财务条例》第 13.6 条，批准注销前南斯拉夫 1991 至 2000 年未缴摊款

5 532 59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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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7.1 

外审计员的报告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外审计员提交卫生大会的报告1；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提交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报告2， 

接受外审计员提交卫生大会的报告。 

 

 

=      =      = 

                                                 
1 文件 A65/32。 
2 文件 A6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