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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及我国能力建设应对策略
李一丁
渊贵州大学法学院袁贵州
摘

贵阳

缘缘园园圆缘冤

要院世界卫生组织于 圆园员员 年颁布实施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从病毒共享、
疫苗分担和惠

详细规定。中国既是大流行
益共享等层面就未来全球各国如何应对和防范大流行性流感进行了全面、
疫苗、
试剂和
性流感病毒的受害国，
又是大流行性病毒疫苗潜在生产国。现阶段中国应着重从实验室、
药品生产能力建设方面入手，
以应对《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实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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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袁流感病毒的频发与变异正逐渐威胁乃
至吞噬着全人类的健康及生命遥与其说流感病毒的产
生是现象袁倒不如说是事件袁因为它给全球及各国带
来了深远和根本的影响遥该事件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
了我国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疾病防患意识袁同时也催生
并建构了我国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应对规则及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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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的制定历程尧主要内容及具
体制度等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袁 并从能力建设角度袁就
我国如何应对该框架实施提出若干建议遥

一尧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出台历程回顾
宰匀韵 从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始便持续

范体系遥 为了有效应对流感病毒袁世界卫生组织渊以下

关注大流行流感议题遥第五十六届大会叶预防和控制

简称 宰匀韵冤也在不遗余力地尧尤其是为承担较沉重疾

流感的大流行和年度流行决议曳咱圆暂 也对会员国和总

援助并期待各国就流感病毒及疫苗的研发尧实验等事

届世界卫生大会对 粤 型流感病毒引起大流行性流

病负担的发展中国家袁提供资金尧技术尧实物以及政策

项创设一项长期尧稳定尧持续的法律机制遥 在 宰匀韵 的

干事提出了具体要求淤遥 经过第五十八届尧第五十九
感议题的关注和讨论后袁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首

倡议尧组织和指导下袁各会员国经历多年协商讨论袁终

次提出叶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院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

于在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叶共享流感病毒以

得疫苗和其他利益决议曳 咱猿暂遥 该决议对未来 宰匀韵尧

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

各成员国及利益相关方进行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具

渊以下简称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冤 袁该框架的生

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袁 它要求总干事着力

效实施也标志着全球各国及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尧主

构建三大机制袁即惠益分享机制尧疫苗分担机制和

动积极防范大流行性流感格局正式确立遥 本文拟就

病毒共享机制于袁 该决议还要求就上述议题召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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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如敦促会员国制定和实施提高高危者疫苗覆盖率袁评估年度流感流行疾病负担和经济影响袁拟定和实施国家流感大流

行防备计划袁加强国家监测和实施国家监测和实验室能力以及酌情增加对国家流感中心的支持袁支持关于改进流感疫苗和有效
的抗病毒试剂等遥
于 创设惠益分享机制主要是为会员国提供获得 宰匀韵 合作中心研制流感疫苗病毒的机会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厂商可

生产疫苗冤袁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所有流感疫苗生产厂商能充分获得由 宰匀韵 合作中心提供的流感疫苗病毒袁建设和健全 匀缘 病毒

和其他流感病毒监测能力曰创设疫苗分担机制主要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公平合理地分担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曰创设病毒共享机制
主要是为病毒来源国和 宰匀韵 合作中心之间尧后者与第三方之间共享病毒拟定标准条款和条件草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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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府间会议遥 圆园园愿 年袁政府间会议临时声明提到

外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咱员园暂曰第六章是关于疫苗分担

以及普遍达成共识的国际机制袁同时建议在上述机

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实验室向秘书处尧 各国提供包

各国政府应立即采取行动建立病毒共享尧利益共享

机制和惠益分享机制的规定袁 除了要求 宰匀韵 全球

制构建过程中袁允许病毒和样本在世界卫生组织系

括诸如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渊孕陨孕冤生物材料相关信息尧

统内共享 渊前提条件为遵守本国法律法规规定冤 遥

风险应对信息及评估信息之外袁 该章要求 宰匀韵 流

短暂替代袁不过不设名额特设工作组首次会议并未

流感疫苗生产商尧来源会员国和其他会员国实验室尧

咱源暂

后来政府间会议的职能被不设名额特设工作组会议

感合作中心 辕 匀缘 参考实验室和必要的管制实验室向

遥 圆园园愿 年 员圆

任何其他实验室提供 孕陨孕 疫苗病毒尧 试剂及实验报

达成多项共识袁同月政府间会议复会并商定于第六

产商提供抗病毒药物储备尧 大流行流感防范疫苗储

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之际袁开展包括编写标准材料

备并在大流行间期提供疫苗供发展中国家使用遥 此

转让协议渊技术部门修订版本冤的工作遥 此次政府间

外该协议也规定使用 宰匀韵 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的

就如何创设上述机制达成一致意见

咱缘暂

月不设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终于就上述议题

会议就如下内容进行商定院野各会员国致力于在平等
基础上共享 匀缘晕员 及其他具有产生人际大流行可能
性的流感病毒和各项利益袁并认为这几条对全球公

告尧参考试剂曰也要求流感疫苗尧诊断试剂和药品生

流感疫苗尧 诊断试剂和制药商应自 圆园员圆 年起向

宰匀韵 缴纳伙伴关系捐款以用于疾病负担研究尧加强
实验室和监测能力尧 提供和有效调配大流行性流感

共卫生集体活动而言是同样重要的部分遥 冶 第六十

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等活动咱员园暂遥 除了上述三大机制以

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决议曳袁要求总干

以说明院淤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院共享流感病毒以及

事继续推进商定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

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成果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咨询

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协议内容袁并就标准

小组职权范围曰 于有关现有的和今后可能设立的

咱远暂

二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院共享

材料转让协议以及附件在内的剩余内容作出最后决
定 遥 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秘书处叶完成共享流感
咱苑暂

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

架剩余内容的过程的结果曳就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尧利益

外袁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 附件还就下列事项予

匀缘晕员 以及其他人际大流行性流感病毒 宰匀韵 全球

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实验室的职权范围指导原则曰
盂宰匀韵 流感合作中心和国家流感中心尧匀缘 参考实
验室尧 必要的管制实验室等四种类别实验室大流行

共享以及知识产权等剩余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遥 在各

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相关工作的职权范围遥

卫生大会正式颁布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咱怨暂遥

度创设均取得不错的成绩遥 以病毒共享机制构建为

咱愿暂

会员国就前述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后袁 第六十四届世界

二尧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
基本内容尧实施效果及评价
渊一冤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基本内容及实施
效果
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 共七章 渊含五个附

件冤袁第五章和第六章集中规定惠益分享机制尧疫苗
分担机制尧病毒共享机制以及具体制度和实施手段

等内容遥 第五章是有关创设引起人际大流行的流感
病毒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系统的规定袁涉及主体包
括各国国家流感中心和其他获准的实验室尧世界卫
生组织流感合作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 匀缘 参考实验

室袁以及其他任何方面或机构曰该章核心内容是通过
两类标准材料转让协议渊酝员 和 酝圆冤共享 匀缘晕员 病毒

及其他可能引起流行病毒有关的基因序列数据和源
于此数据的分析结果袁 其中 酝员 主要为 宰匀韵 全球
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渊郧陨杂砸杂冤内部的标准材料转让

协议袁酝圆 主要为 宰匀韵 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之

自 圆园员员 年颁布实施以来袁该框架各项机制及制

例袁圆园员猿 年 员猿愿 个国家流感中心渊晕陨悦泽冤尧远 个 宰匀韵

合作中心 渊宰匀韵 悦悦泽冤尧源 个 宰匀韵 必要管制实验室
渊宰匀韵 耘砸蕴泽冤和 员圆 个 宰匀韵 匀缘 参考实验室组成全
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曰 在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至 圆园员圆 年
缘 月期间袁 总干事与四家大型流感疫苗产生商开展
讨论并就签署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圆渊以下简称 酝圆冤
程序进行协商遥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秘书处也向大流
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的 猿园 多个可能接收方提供

了关于 酝圆 以及协议订立过程的信息曰 以疫苗分担
机制构建为例袁 两家生产商在 圆园园愿 年承诺建立 员援缘

亿剂 匀缘晕员 疫苗的国际储备并承诺将 匀缘晕员 转换为

匀员晕员 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曰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至 圆园员圆 年 缘

月期间袁宰匀韵 各合作中心为来自 苑 个不同国家的总
共 圆园缘 份甲型 匀缘晕员 流感分离物做了详尽的定性分

析曰员猿园 个不同国家尧地区或领地的国家流感中心及
其他流感实验室也领取了 宰匀韵 亚特兰大合作中心
提供的免费试剂袁 并将其用于季节性及其他流感病
毒渊包括可能引起人际大流行的病毒冤的检测咱员员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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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从获取和惠益分享视角看叶大流行性流感
防范框架曳
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是指生物遗传资源接受者

窑圆缘怨窑

身损害和财产损失遥 现阶段中国政府已基本创设了
大流行性流感综合防范体系袁 具体如 叶传染病防治
法曳渊员怨愿怨 年尧圆园员猿 年第二次修正冤尧叶突发公共卫生

在获取之后与提供者进行公平尧公正惠益分享相关

事件应急条例曳渊圆园园猿 年冤尧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法律制度的总称袁它尊重各国对生物遗传资源享有

应急预案曳渊圆园园远 年冤尧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主权袁为生物遗传资源全球和各国获取管制情势创

预案曳渊圆园园远 年冤尧叶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

设了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和秩序遥 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

案曳渊圆园园远 年冤等法律与政策防范体系曰如以卫生行

问题的国际公约袁 该公约相关的 叶名古屋议定书曳

心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常管理机构尧医疗机构尧疾

渊员怨怨圆 年冤 是国际上首部专门规范获取和惠益分享

政主管部门 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冤 为核

渊圆园员园 年冤 第八条第二款允许各国或国际创设特殊

病预防控制机构尧卫生监督机构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的当前或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遥 它亦要求缔约方可

但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袁 我国既是大流行性流

考虑是否需要迅速获取遗传资源以及迅速公正和公

感受害国袁 同时率先于各国研发出禽流感疫苗又成

平分享利用此种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袁包括让有

为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潜在生产国和提供国咱员源暂遥 由于

程序以应对各国威胁或损害人类尧动物或植物健康

需要的国家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支付得起的治
疗

遥 这即意味着叶名古屋议定书曳允许特定情形下

咱员圆暂

获取和惠益分享袁而大流行流感病毒事件情形即属

于前述议定书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威胁或损害人类健
康当前或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遥
大流行性流感病毒事件多发生在公共卫生条件
较差尧卫生服务能力和基础欠佳尧疫苗生产和研发能

构为组成部门的行政监督管理体系遥

宰匀韵 在大流行性流感事件爆发之时袁要求我国各实
验室向其提供流感病毒标本及分离物以便及时掌握

大流行性流感爆发情况曰 另一方面未来 宰匀韵 也将
会与中国讨论如何分担疫苗和进行惠益共享遥叶大流

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的实施对我国政策尧法制尧机构
设置尧职能完善和能力建设等各领域产生多重影响袁
该框架也对我国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力落后的国家袁尤以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代

渊一冤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

表袁这些国家多能提供病毒标本尧分离袁但缺乏疫苗

目前我国已经创设中国流感中心渊已加入世界

生产和研发技术与能力曰而公共卫生条件较好尧卫生

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应对系统冤并被 宰匀韵 认定

服务能力和基础较强尧疫苗生产和研发能力先进的
国家袁尤以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代表袁这些国家多
具备疫苗生产尧研发能力袁但较少会发生大规模流感

为全球第五家尧 发展中国家首家全球流感参比和研
究合作中心咱员缘暂袁各地均已建立流感实验室袁我国大流

行性流感防控专业技术机构体系业已初步建立遥 前

病毒事件遥 从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相关内容来

述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附件五对国家流感中心

看袁该框架为大流行性流感病毒事件发生期间各国

等实验室核心职权予以界定袁包括一般活动尧实验室

如何应对大流行性流感病毒设定相关职责和义务袁

具体活动尧信息与交流尧研究尧学术演讲和出版物等内

也为全球各国协同合作应对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尧保

容遥 具体包括院淤关于监测尧实验室诊断和共享可能引

障人类健康利益和确保健康权不受侵害提供一项基

起大流行的临床标本和渊或冤流感病毒袁 以及在与

础性尧纲领性国际法律框架袁还为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

宰匀韵 共享重要的现有临床或流行病学的相关问题

及叶名古屋议定书曳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提供了新的
适用对象和领域遥 从 圆园员猿 年 宰匀韵 发布的叶大流行

上袁明确国家流感中心作为 宰匀韵 与国家流感中心所

在国之间的联络点曰于明确国家流感中心作为本国实

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双年度报告情况来看袁目前该框架

验室分离的疑似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采集点曰盂在发

运行情况良好袁宰匀韵 也将为实现该框架设定的内

现不寻常疫情或其他情形时袁明确国家流感中心作为

容和任务提供持续性的建议和帮助袁可以预见全球

信息发布点咱员园暂遥 上述新设职能均要求国家流感中心进

各国亦将会为该框架深入实施提供不断努力遥

三尧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实施背景下
我国能力建设应对策略
自 员怨怨苑 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 匀缘晕员 型

禽流感导致 远 人死亡引发关注以来咱员猿暂袁连续多年禽

流感病毒及其变种的侵袭给我国和人民带来巨大人

一步提升能力建设袁以满足框架实施的需要遥

渊二冤加强疫苗尧试剂和生产商等能力建设
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就 宰匀韵 全球流感监

测和应对系统以外的实体适用大流行流感防范生物
材料设置了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圆渊酝圆冤遥 宰匀韵 全球

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以外实体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主
体院 淤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以外的实验室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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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曰于大流行性流感疫苗尧诊断试剂和药品生产
商遥 由于 酝圆 内容过于复杂且各利益相关方认识准

咱圆暂

备不足袁目前该协议并未见实例遥 但共享流感病毒

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成果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咨询小组业已就现阶段共享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

咱猿暂

渊远 个月冤要要
要中止谈判 渊远 个月内未就 酝圆 达成一

致冤要要
要由咨询小组决定何时恢复谈判冶的做法遥 结

咱源暂

诊断试剂和药品生产国生产商所需大流行性流感
国内袁 前述生产商作为标准材料转让协议接收方

咱缘暂

为潜在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生产国后袁 除了做好疫
感袁作为重要会员国也理当向 宰匀韵尧其他发展中

咱远暂

和了解袁 此外还应尽快熟悉现阶段 宰匀韵 有关 酝圆
的过渡做法袁以应对未来谈判和协商需要遥

咱苑暂

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不仅为全球各国及利

也拓展了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及叶名古屋议定书曳适用

咱愿暂

流行性流感防范领域的共同成果袁势必将对全球各
中国屡遭大流行性流感侵袭袁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
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曰同时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
发展袁中国也在大流行流感疫苗研发活动中取得不
错成绩而跻身疫苗潜在生产国和提供国遥 上述现状
意味着在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颁布实施背景
下袁中国有着极其特殊的角色和定位遥从能力建设方
面来看袁中国有必要依据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曳
设立的实验室职权范围袁进一步完善职能以提升国
内流感实验室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协同合作能力曰此
外袁 中国也有必要在充分熟悉和了解 酝圆 基本内容

及现阶段 宰匀韵 的过渡做法袁 并就未来 酝圆 各项谈
判和协商做好准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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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方协同合作尧主动积极防范大流行性流感提

供基础性尧纲领性国际法律框架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援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院共享流

韵蕴暂援 咱圆园园怨原园缘原员愿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葬责责泽援 憎澡燥援 蚤灶贼 辕 蚤则蚤泽辕 遭蚤贼泽贼则藻葬皂 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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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国情来看袁 一方面我国大流行性流感疫苗尧
病毒标本及分离物既可能来自国外袁 亦可能来自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援 预防和控制流感的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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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提出了渐进式的建议袁即采取野非正式时期渊具
体时限未定袁笔者注冤可交换信息要要
要正式谈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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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则怎早 泽燥 葬泽 贼燥 糟燥灶枣则燥灶贼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遭则燥怎早澡贼 遭赠 贼澡藻 蚤皂责造藻皂藻灶贼葬贼蚤燥灶 燥枣 孕葬灶凿藻皂蚤糟 陨灶枣造怎藻灶扎葬 孕则藻责葬则藻凿灶藻泽泽
云则葬皂藻憎燥则噪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孕葬灶凿藻皂蚤糟 陨灶枣造怎藻灶扎葬 孕则藻责葬则藻凿灶藻泽泽 云则葬皂藻憎燥则噪曰泽贼葬灶凿葬则凿 皂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 贼则藻葬贼赠曰泽贼则葬贼藻早赠 葬灶凿

皂藻葬泽怎则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