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第 22 卷 第 3 期

Jun. ,2020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Vol. 22 No. 3

文章编号:1008-4355(2020)03-0019-13

法学论坛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成员遵约
机制研究
贺
(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嘉

401120)

摘 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经长久以来的发展,日益
健全但仍欠完善。 其中,成员遵约机制缺失为突出问题,其表征为:遵约标准模糊;违约惩
治机制缺失;遵约奖励机制缺失。 这将导致成员履约意愿减退,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治理
权威,甚至危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狭隘民族主义保全式治理理念与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共同利益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世界卫生组织面临双重角色的尴尬地位和治理困境。
构建遵约机制应从以下方面考量:以理念补位为前提;以实质公平为义务分配标准;以完
善法律规范为基础。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员遵约机制构建中,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增
强国际话语权和规则主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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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成员遵约机制,是指通过对成员遵约的正向激励以及对其违约的负向
惩治,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遵约“ 引向机制” ,旨在引导成员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积极作为,以
求更高效地进行传染病全球防治。 然而,现有治理体系中并未建立该“ 引向机制” ,在 2007 年“ 印度
尼西亚 H5N1 禽流感案” 中,印度尼西亚从最开始积极配合到最后宣布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 合作,几乎将 WHO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推至崩溃边缘。 而今,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又一次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挑战,同样,在此次引发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中,又一次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遵约机制缺失的问题。 中国以空前的大国担当精神付出了
巨大牺牲,极力避免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仍然存在针对中国的过激措施,甚至出现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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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污名化的行为。 中国在疫情中的努力得到了 WHO 总干事谭德塞的高度评价,① 但该“ 评价”

在全球治理中仅具有外交意义上的“ 软性” 价值。 出于对成员自治权的考虑,传染病防治仍以属地
管辖为主,因此,激发成员的治理主动性成为全球治理之必然要求。 遵约机制缺失难以促使成员积
极作为,若成员治理责任失效,将使 WHO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功能丧失,因此,建立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中的成员遵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学界对该问题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前期相关研究已
意识到“ 引向机制” 缺失问题,但多止步于发现问题,未从缺失因由、机制构建方面加以进一步探究。
本文将聚焦遵约机制的全面阐释,以期丰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学理研究。
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义务述要
( 一) 全球治理中成员义务的机理
全球治理并非一个社会原生概念,而是在主权国家出现后,随着主权国家间交往的日渐密切,
才逐渐出现在人类社会学视野中的一个词语。 全球治理是以成员为单位,以社会集群为对象,以具
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为手段,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目标,维持国际社会秩序之国际管理模式。 它不
仅包括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同样包括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追求
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② 全球治理是国家( 地区) 、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
最大限度增加共同利益而通过协商与合作,在部分让渡权利后,为某一更高价值而建立和发展一整
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等秩序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③ 全球卫生安全无疑是一个对全球产生
威胁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下,这一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将是难以独自面对的巨大挑
战。 因此,国际社会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全球治理存在刚性需求。 国际制度作为干预变量,与国际社
会的需求正相关,当它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具有服务功能时,国家便知道如
何在国际制度提供的框架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而减弱无政府负效益,加大国际合
作可能。④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即具有如此特性,在高需求度驱使下,成员愿意在该制度框架内承担
相应义务,以换取该治理体系下的制度红利。 也就是说,全球治理中的成员义务以某一必要性成员
需求为导向,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通过国际性契约形成国际制度,成员自愿选择遵守该国际制度,
并在该制度框架中承担相应的义务。
( 二)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的义务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会让渡部分权利,以获取更上位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时需要遵
循该治理体系下的国际制度,即在 WHO 主导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该治理体系下的“ 约” 即
①

WHO 总干事谭德塞感慨道:“ 我惊讶于习近平主席对疫情的了解。 我们一直都呼吁政治承诺、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领

导作用。” 参见国纪平:《 命运与共,团结合作方可共克时艰———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意义》 ,载《 人民日报》 2020 年 3 月 28 日,第

3 版。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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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 戴维·赫尔德等:《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0

③

参见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第 30 页。

④

参见陈颖建:《 公共卫生全球合作的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7 页。

贺

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成员遵约机制研究

其现有核心规则———经数次修订后的 2005 年版《 世界卫生条例》 (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简
称 IHR) 。

在早期版本的 IHR(1969 年) 中,已在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的在于,“ 以对世界交通的

最小干预来确保防范疾病国际传播的最大安全” 。 2005 年 IHR 同样在第 2 条中指出:“ 本条例的目

的和范围是对针对公共卫生危害,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
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具体而言,IHR 项下的成员义务有以下
内容:
第一,特定单位负责的义务。 根据 2005 年 IHR 第 4 条的规定,每个缔约方应当指定或建立归

口单位以及负责本条例实施的当局,同时对该单位的职责进行了细化。

第二,督促履约能力建设的义务。 2005 年 IHR 第 5 条规定了缔约方应当在条例生效 5 年内发

展、加强和维持相关能力建设。

第三,充分通报的义务。 1969 年 IHR 要求成员在域内暴发鼠疫、霍乱和黄热病这三类疾病的情

况下,应当及时向 WHO 进行充分通报。 此后,显然仅三种疾病的通报是不够的,2005 年 IHR 将其
扩大为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所有事件。① 同时第 9 条还规定,缔约方应当在
获得本国( 地区) 外确认发生有可能引起疾病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危害证据后 24 小时内向 WHO
报告。

第四,信息共享的义务。 2005 年 IHR 第 7 条规定,如果缔约方有证据表明其域内存在可能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不论其起源或来源如何,即应向 WHO 提
供所有相关的卫生公共信息。

第五,适当的预防和控制义务。 在 2005 年 IHR 第 5 编中规定了缔约方应当采取的预防和控制

措施,以避免传染病的国际传播。

第六,对国际交通措施的最小干扰义务。 2005 年 IHR 第 43 条规定,这些措施对国际交通造成

的限制以及对人员的创伤性或干扰性,不应大于合理采取并能实现适当程度保护健康的其他措施。

第七,合作防治传染病的义务。 《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在序言中言明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

成员合作责任,“ 各民族之健康为获致和平安全之基本,须赖个人间与国家间之通力合作” ,“ 本组织
法签订国接受以上各项原则,承认本组织法,以求彼此及与其他方面之合作,共同促进及保护各民
族之健康” 。 2005 年 IHR 也多次提及合作要求,成员与 WHO 的合作应当是全方位、不间断、有效
的。 不仅包括暴发传染病时,同样涵盖未暴发传染病时的传染病防控活动。
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遵约机制缺失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WHO 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项卫生治理的全球公共产品,而作为提供全球

①

参见《 世界卫生条例》 第 6.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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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机制,一方面,需要强制性的( 国际制度) 干预力量,对成员的自由行动加以规
范和约束;另一方面,还要对国际制度不断进行设计和创新,提供选择性的激励,从而诱导成员采取
维护或者至少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动。 国际机制的选择性激励措施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重
要方面。① 此种引向激励措施应是包含了正激励与负激励双向引导的全面激励机制:当成员违约
时,国际制度项下的负激励机制启动,通过利益惩治的方式规制其遵约;当成员遵约时,国际制度项
下的正激励机制启动,通过利益嘉奖的方式促进其与其他成员积极遵约。 然而,WHO 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体系缺少这一遵约机制。 也就是说,若成员没有遵约或者消极遵约,并没有相应的惩治措施
予以负激励;同样,在成员积极遵约时,也没有任何的利益促使其积极遵约。
( 一) 软化性规则导致遵约标准模糊
如前所述,IHR 的宗旨乃是在最小干扰的前提下,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保障最大
安全,同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同时,在此之下为成员施加了 7 项主要义务。 根据看似较为清
晰的权利义务划分,成员有着各自的义务,每个成员只要按照各自义务恪守其责,遵约履约,全球卫
生治理就会呈现各司其职、同心同力之态。 事实上,仔细分析 2005 年 IHR 可见,这些看似“ 清晰” 的
义务非常“ 模糊” 。

在 IHR 中,为了尽力避免传染病的国际传播,赋予了 WHO 一项特殊的权利,即认定和宣布疫情

是否为国际关注之公共卫生事件。 2005 年 IHR 第 12. 1 条规定,根据收到的信息,特别是从本国( 地
区) 内发生事件的缔约方收到的信息,总干事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确定该事件是否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果 WHO 确定此次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根据 2005 年

IHR 第 18 条宣布涉及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等内容的多项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
“ 不必采取特定的卫生措施” ,“ 进行出境检查并( 或) 限制来自受染地区的人员出境” 以及“ 不准离
境或入境” 等。 看似较为量化的建议规则,应当能保证在 WHO 介入下达到最小干扰之效果,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治理中可显见该问题。 在 WHO 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时,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了临时建议:对各国的建议包括对中国的建议;对所有国家
的建议;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其中,对中国的建议是对发生疫情的成员之建议,主要涉及加强卫生
措施、疫情防控、信息公开等方面。 建议一共 8 点,虽然未体现出足够的量化标准,也属较翔实。 对
于其他非疫区也提出了建议,主要涉及 4 个方面:(1) 在任何动物中检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均应

向 WHO 报告;(2) 各成员合作防止继发性传播和国际传播,积极参与研究为国际对策做出贡献;
(3) 不建议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措施;(4) 向 WHO 通报旅行措施并不得助长侮辱或歧视行为。② 由
上述建议可以发现,WHO 的临时建议确实具有“ 建议” 性质,建议更似呼吁,对其他成员来说并无量
化标准和硬性法效,各成员对待 WHO 建议之反映也是五花八门,严疏各异。
①
②

参见[ 美]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42 页。

参见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国际卫生条例〉 ( 2005) 突发事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声明》 , https: / /

www. who. int / zh / news-room / detail / 30-01 - 2020 - statement - on - the - second - meeting - of - the - international - health - regulations - ( 2005 ) 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2020 年 2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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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参照的 4 个实质标准也同样具有模糊性。 该 4 个实质标准

包括: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严重;事件不寻常或意外;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有限制国际旅行或贸
易的严重危险。① 同时规定,WHO 评估是基于缔约方提供的信息,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科学原
则和现有科学依据等其他相关信息,以及对人类健康危险度、疾病国际传播风险和对国际交通干扰
危险度。 无论从标准的规定还是评估的依据来看,都具有较强的模糊性,难以量化出客观标准。 规
则的软化性使得成员遵约弹性空间突出,由于缺乏可量化标准,遵约成了一种成员之自律性要求,
难以实现较统一的规范化治理。
( 二) 成员违约惩治机制缺失
一项国际制度是否能让成员遵约,取决于该制度是否具有完善的惩罚和奖励功能,而违约之惩
罚功能往往是制度能否“ 落地” 之关键,亦是一项法律最后能否从纸上走到现实的关键。 然而,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中缺少这一项重要机制。
如前述,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2005 年 IHR 应当说给成员施加了不小的义务,甚至高于普通

贸易性条约施加给成员的义务。 在 WHO 的临时建议中,看似为了保障公共卫生之目的,实际上从
医学检查到禁止出入境等各层级之措施,已经具有经济“ 制裁” 之效。② 这并非 WHO 权力过大或滥
用权力所致,而是公共卫生这一问题关乎人类公共健康和生命权,经济性权利不得不予以让位。 同
时,IHR 还对疫情成员苛以充分合作之义务,从严格的检测和充分的通报义务,③ 到要求成员发展、
加强和维持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害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④再到信息的全球
共享⑤,以及公共卫生治理中贯穿始终的合作义务,都给成员带来了不小负担,尤其是对于疫情成员
而言。 当然,非疫情成员也是有义务的,那便是按照 WHO 之建议,采取合适的防疫措施。 这些措施
应当避免过激,也同样防止不作为,其衡量标准,仍为“ 适宜” 的最小干扰。 但是,这些义务本身存在
较大模糊性,更重要的是,违背义务之后的成员责任处于真空状态。
在惩治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成员违约的情况并不乏见。 首先,非疫情成员的过激反应常态化。
例如,在 1997 年“ 欧盟禁止进口东非鱼案” 中,欧盟禁止从正在流行霍乱的东非国家进口鱼类,他们
给出的理由是霍乱病毒能通过鲜鱼进口传入欧洲。⑥ 虽然时任总干事的 Hiroshi Nakajima 博士在口
头备忘录中指出,禁止进口鱼类并不是防止霍乱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但欧盟未遵照 WHO 的要求

撤回禁令。⑦ 过激反应也曾出现在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 2003 年 SARS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
引起世界各国、各界的关注。 此时,美国政府肆意攻击中国,2003 年 5 月 13 日,国会中国执行委员
①

参见《 为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事件而适用决策文件的实例》 。

③

参见《 世界卫生条例》 第 5 条、第 6 条。

②
④
⑤
⑥

参见《 世界卫生条例》 第 18 条。
参见《 世界卫生条例》 第 13 条。
参见《 世界卫生条例》 第 7 条。

参见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3 December 1997, concerning Certain Protective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Certain Fishery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Uganda, Kenya, Tanzania, and Mozambique ( 1997 / 878 / EC ) , https: / / www. legislation. gov. uk / eudn / 1997 / 878 / pdfs / eudn _

19970878_adopted_en. pdf,2020 年 2 月 21 日访问。
⑦

David P. Fidler, In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Health:Materials on and Analysis of Global Health Jurisprudenc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0, p. 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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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举行了 以 “ 危 险 的 秘 密———SARS 和 中 国 医 疗 体 系 ” ( Dangerous Secrets - SARS and China ’ s
Healthcare System) 为题的听证会,对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甚至政治制度评头论足。 同样,在中国遭受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依然作出了过激反应,在实施过激限制措施的同时,其商务部部
长称中国疫情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回流,① 甚至在其自身因防控疏失导致疫情暴发后出现推卸责任、
诋毁污蔑中国等行为。 在 WHO 主导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下,这类过激行为违反了 IHR 之最小干
预义务,然而,违背义务时并没有任何惩治措施,无疑助长了成员的违约风气。

此外,疫情成员不合作的违约责任缺失。 疫情控制应当说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宗旨,疫情成
员的不合作将直接威胁到 WHO 的治理根基。 2007 年“ 印度尼西亚 H5N1 禽流感案” 是一大例证,将
WHO 治理体系推至崩溃的边缘。 2005 年 7 月,印度尼西亚向全球公布了首例 H5N1 禽流感病例之
后就一直积极与 WHO 合作,但在 2007 年,印度尼西亚正式对外宣布拒绝与 WHO 合作。 这无疑违
反了成员的合作义务,但此种严重违约情形在 IHR 项下并没有惩治措施。
( 三) 成员遵约奖励机制缺失

国际制度的引导机制除了对违约的惩治,还须建立相应遵约激励机制。 梳理 IHR 项下各成员

的义务可见,承担最多义务的是疫情成员,而不是非疫情成员。 这本无可厚非,防控好本国( 地区)

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最大的贡献,也是关键一环。 但就疫情成员而言,IHR 仅规定了负激励
性的责任,缺乏正激励性奖励,成员不积极遵约甚至可能比积极遵约承担更小的损失。 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 1991 年秘鲁爆发的霍乱和 1994 年印度爆发的鼠疫。 在这两例公共卫生事件中,秘鲁和印度
都较好地遵守 IHR,履行了其成员义务,但并没有在履行义务后得到相应的社会奖励性反馈,反而遭
到其他国家远远超出许可范围的过激反应措施,包括取消航班、发布旅行警示,以此为名停止食品
进口等,甚至还有国家遣返印度劳工,而这些劳工很多已经离开印度本土数年。 两国遭受经济损失
高达 7. 7 亿美元和 20 亿美元。② 同样,在 2020 年中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采取了前所未有之

严防措施,可以说不仅做到了遵约,更确切地说,中国采取的措施远高于 IHR 要求的疫情成员义务,
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为疫情的国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做出了较大牺牲。 然而,依然没

有更好的机制给予中国积极遵约以奖励,虽然 WHO 总干事谭德塞多次高度评价中国的防控措施,
但是评价的国际效应更多是外交意义上的,并无法效,甚至连软性规则的效力都没有。 相反,中国
还遭到了美国政府一系列过激措施:将赴华旅行风险提升到最高级别,并从 2020 年 2 月 2 日起临时
禁止过去 14 天内曾赴华旅行的所有外国人员入境等。③

对于非疫情成员而言,其义务就轻得多,更多是合作义务———适宜的防疫措施以避免传染病的

国际传播。 就规则本身而言本未见不公平,在属地管辖原则下,非疫情成员无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①

参见 刘 红 霞: 《 中 国 疫 情 有 助 制 造 业 回 流 美 国? 冷 血! 荒 谬!》 , 载 新 华 网, 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2020 - 01 / 31 / c _

②

参见 Richard A. Cash & Vasant Narasimhan,Impediments to Global Surerilla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 Consequence of Open Reporting in a

③

参见《 外交部:美国对中国疫情作出过激反应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 ,载央视新闻网,http: / / m. news. cctv. com / 2020 / 02 / 03 /

1125516812. htm,2020 年 2 月 23 日访问。

Global Econmy,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0, p. 1358-1367.
ARTIIUUaOd837XNV2L2PKa8b200203. shtml,2020 年 2 月 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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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发展中成员的经济能力有限,其卫生治理能力和卫生投入都与发达成员
有一定差距,它们容易成为疫情高发国( 地区) 。 公共卫生治理之关键在于防治,防乃是防止疾病扩
散,疫情成员承担主要责任———避免输出,非疫情成员承担次要责任———避免输入,以及本国( 地
区) 防控。 虽然在此期间疫情成员可能会遭受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此责任难以外加给他国( 地
区) ,也因主权问题无法让他国( 地区) 来进行本国( 地区) 疫情防御工作。 治,则是对疾病的治疗,
包括医疗设施的提供、疫苗的研发、药物的研究等,因医疗条件所限,常常难以仅靠发展中成员之力
来解决。 国家间医疗差距的客观存在,对发达成员的救治依赖,导致发达成员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往
往更有发言权和主控性。 然而,IHR 项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疫情成员的具体救治合作义务,于是导
致了传染病防治天价药品、疫苗主权争端等问题。 究其原因,实际上也与该项救治合作义务的激励
机制欠缺有关。 事实上,非疫情发达成员不愿意承担对疫情成员的合作救治义务,与经济成本密切
相关。 如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前,疫苗试验已经有成果,但因埃博拉的发病率低,地理分
布分散,多发病于非发达成员,医药公司不愿意投入巨额资金试验和量产。① 也就是说,该项义务是
一项投入巨大而收益甚微的利他性“ 亏本生意” ,在缺少正激励效应的情况下,自然难以引导成员积
极承担该义务。

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制度生成中成员遵约机制缺失之根由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应该说是一个现代概念,它的出现与全球交通便捷和国际商贸急剧增加密
切相关。 虽然早前的人类社会一直与病毒和疾病为伴,却因为较封闭的社会环境,公共卫生没有全
球治理的必要和可能。 在便捷交通条件下,人成为病毒最佳的携带体,漂洋过海可以将病毒从北半
球带到南半球,从西半球带到东半球。 人类社会的距离在极度压缩,病毒也仿佛迎来了传播的良
机。 也就是说,抵御病毒全球传播的最佳途径应当就是封闭性阻隔,切断交通和往来。 若病毒杀死
原寄生宿主( 或被宿主免疫系统杀死) 之前没有找到下一个宿主,就会自然死亡。 这种看似简单的
防治之法在现今社会却尤为困难。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全球生产链已经初步形成,小到每一个
人,大到每一个国家,都对生产链极度依赖,难以完全实现全封闭的社会生活。 绝对阻隔难以实现,
绝对放任也无可能,如何进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成为全人类的课题。 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也逐渐建
立,形成了以 WHO 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应当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发展中已
日渐完善,之所以至今仍有成员遵约机制缺失的问题,需要从其形成和发展脉络中探究原因。 遵约
机制缺失之根由在于,早期狭隘民族主义条件下本国( 地区) 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的背离,
使得 WHO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处于尴尬地位。 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各国( 地区) 对 WHO 及其
项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有所依赖,但受制于既有的狭隘民族主义惯性思维,又对与 WHO 及
国际社会的合作有所排斥。

①

参见汤伟:《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载《 国际展望》2016 年第 2 期,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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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狭隘民族主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遭遇的困境
考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为原生性治理理念,其带来的治理障
碍呈现出一种弱化态势,但并未真正消除。 第一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
刚刚对卫生治理机制建构有所觉醒。 因为缺乏科学认识,最初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落后,措施粗
暴。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对传染病人甚至采取活埋、焚烧等方式来防止疾病传播。 欧洲各国的检疫
措施往往也以驱逐和放逐为主。① 即便在 14 世纪中期黑死病冲击下,整个欧洲社会遭到了毁灭性
破坏,逐渐形成了早期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相关制度,依然以本国( 地区) 防治为理念,全面阻击输入
性传播为唯一治理手段。 第二阶段为二战后到 IHR 于 1969 年修订之前。 在此阶段,人类社会经历
了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受传染病危害,战后复兴的社会需求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新的要
求。 同时,在此阶段已经产生了零星的公共卫生治理国际间合作,但总的来说,仍然以各自为政的
本国( 地区) 利益保障为主要理念。② 第三阶段为 IHR 于 1969 年修订之后至今。 以 IHR 的修订为
主线,创新性地建立了全球疫情监控系统,并对成员规定了通报义务,初步建立了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体系。 随着 2005 年 IHR 的再次修订,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日渐完善。

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来看,全球治理理念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形成的。 在早期的国际卫

生治理中,不仅表现出本国( 地区) 利益的凸显,还带有很强的区域优先特点。 国际卫生法也经历了
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国际法。 也正是因为这一“ 胎印” ,现今的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仍难完全摆脱历史包袱,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达成员长期处于治理地位,非发达成员
则更多处于被治理地位,其利益难以通过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得以很好保障,此即为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的原生阻隔。
( 二) 共同利益追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迁
有史以来,传染病就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伴随着与疾病的斗争。 如前所
述,人类社会对传染病的防治形成了现今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是逐步发展而来的。 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催生了人类社会的生产链,交通的便利压缩了空间,更有利于疾病的传播。 在 1951 年,全
世界只有 700 万国际乘客,到 2017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 13. 23 亿。③ 病毒无国界,随着全球贸易和跨
国流动人口的激增,传染病不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问题,在它面前,很难再有发达成员和
非发达成员的严格疫情界限,2020 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典型例子。
在疾病面前,人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生命权和健康

权,成了各国的共同需要。 此需求催生了现今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暂时放下各方利益争斗与
本国( 地区) 利益优先的狭隘民族主义理念,让渡了部分主权,赋予 WHO 包括立法权在内的较大权
力空间,④达成了现有治理协议。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理念终于从之前的国家安全化为宗旨,以遏制为目的,逐渐转变为国际安
①

参见[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9 页。

③

参见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Yearbook of Tourism Statistics, Data 2013-2017,UNWTO,2019,p. 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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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曾瑞声:《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演变———国家利益》 ,暨南大学 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7-18 页。
《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第 19 条明确授予最高权力机构世界卫生大会采定本组织权限内任何事宜之国际协定或公约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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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化为宗旨,以防治为目的,开始形成了真正全球参与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 三) WHO 的双重角色: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局

如前所述,生命权、健康权为人权之最上位权利,成为各国愿意协作治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
动因,使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将原本属于一国内政范畴的公共卫生治理向国际社会开口,并最终
达成国际契约,用以换取该国际规则项下以 WHO 为主导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服务。

国际法的根本任务本就是解决各国凭己之力难以单独解决的重大国际性问题,而国际公共卫

生问题则属此范畴。 于是,WHO 就扮演了一个权力者和服务者的双重角色,这也导致了它的尴尬
地位。 一方面,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权力者,应当对成员作出要求,对违反条约的成员应当作
出严厉惩处,对不作为的成员应当施以一定积极作为压力,而对遵约的成员应当有奖励机制。 另一
方面,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服务提供者,又需要顾忌成员利益,尤其是认缴金额更多的发达成
员。 这使 WHO 在权力运用的时候有所保留,具体表现为:虽然享有较高国际立法权,却采取了轻法
律治理倾向,甚至有人将 WHO 的权威现状形容为“ 没有法律牙齿的卫生监督者” 。 事实上,在新型
冠状病毒全球疫情中,确也可见 WHO 权力不彰的情形,甚至在其极力通过寻求国际合作避免疫情
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受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质疑甚至诋毁,而美国政府更是以不再缴纳会费相威
胁。 WHO 实际上是通过将主导性权力软化为参与性服务、将法律性要求软化为灵活性建议、将强
制性措施软化为否定性评价等方式化解其尴尬地位,① 寻求在狭隘民族主义和共同利益需求下的
平衡。
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遵约机制的构建
恰如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切所言,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② 人类历史上已经数次上演了
传染病的全球爆发,从天花病的全球传播到鼠疫的大流行,再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国际性传播,数次
印证了人类在疾病面前的脆弱性,以及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迫切需要。 在当下,传染病的问题是
全球性问题而非一国( 地区) 之问题,解决该问题是全球性责任而非一国之责任,需要成员间通力合
作形成治理合力才可应对。 因此,建立成员遵约机制,让成员义务予以落实,才可确保 WHO 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的实效性,也是该治理体系可以维持的必然要求。
( 一)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治理理念补位
在 2005 年 IHR 中,已经指明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宗旨:“ 本条例的目的和范围是以针对公共

卫生危险,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
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但 IHR 中的宗旨仅着眼于表面问题,缺少全球公共治理理念予以
支撑。 也就是说,各成员难以看到该宗旨之缘由,以及这一宗旨背后的必要性和本国( 地区) 的参与

①

事实上,当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WHO 可发挥之作用并不大。 其主要治理措施也是督促本国( 地区) 通报,评估疫情,再

②

参见李建中:《 世纪大疫情》 ,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到通报其他国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传染病的国际传播。 虽然 WHO 也为成员提供一些建议,始终无法提供实质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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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因此,对于 2005 年 IHR 宗旨的理念补位尤为重要。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理念应当是“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项具

体体现,其理论支撑实际上是共同利益观。 全球共同利益是贯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发展的线
索之一,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国际法制度体系,也都以维护公共卫生问题领域中的成员共同利益
为价值追求,实现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共同利益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卫生健康利益。 在前述
印度尼西亚拒绝向 WHO 交出病毒毒株的案例中,其主张的就是“ 生物资源” 属于一国主权,根据
《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规定,应当遵循“ 事先知情同意” 原则,①从而主张在本国未同意的情况下国际
社会不能拥有和使用该毒株。 但事实上,《 生物多样性公约》 并非要保护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毒株资
源,而是各国政府、社区、居民投入了大量时间、工作和资源进行保护、栽培、理解和利用的生物资
源。② 可见,在缺乏理念支撑下的 IHR 缺少一个让各成员遵约之价值理据,因此,在宗旨之上还需要
以一个更强大的、各国认可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从而构建成员遵约机制。 事实上,国际社会也逐
渐认识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此理念下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国际合作的迫切
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共同利益不仅与国家相关,还和国际性组织、企业、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传播便是一个例证,奥运会的召开、跨国企业的运作、个人出游、滞留海外
等一系列问题,不再仅与国家利益相关联,而是切实关系到每一个组织和个人。 因此,应在全球公
共治理中采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WHO 应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国家、企业、基金、民间组织
的合作,从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治理主体单一化问题。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从共同利益出发来彰显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优势,可以为成员遵约
机制提供利益导向,诱导其积极遵约。 一般来说,机构权威往往表现为强权力量,即对不法者的惩
治。 在国际法中却不尽如此,国际法建立之基础并非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之权威机构,而是国家为
了更重要之利益,选择让渡部分国家主权,通过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换取得到这一利益之可能,选
择遵守国际规则的原因,是成员对这一共同利益的渴望。 在遵约机制中,制裁并不总是遵守国际规
则的主要原因。 如果成员认为通过遵循国际卫生规则会保护自己免受传染病威胁( 可从中获利) ,
就会产生遵约意愿;相反,如果遵约会对其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造成巨额损失,遵约意愿就会减弱
甚至消失。
( 二) 遵约机制中成员责任划分的差异性考量
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宗旨是防治危害和可能危害人类社会的
疾病,既应包括疾病发生前的“ 防” ,又应包括疾病发生后的“ 治” 。 无论是“ 防” 还是“ 治” ,都并非一
成员方之义务和责任,而是应集各方之力形成治理合力。 因此,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问题上,公
平的治理模式并不强调形式平等的权责划分,而应当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类卫生健
康保障为最终目标建构治理体系。 因此,在成员的义务划分中,应该将如何达致这一目标作为重要

①

28

②

参见《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15. 5 条。

参见龚向前:《 病毒共享的国际法思考》 ,载《 政法论丛》2010 年第 5 期,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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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各成员承担义务之能力也应成为义务划分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首先,要考虑到公共卫生治理负担的各方差异。 在该问题上,发达成员和非发达成员有着明显
差异。 因为经济状况的差距,在卫生治理投入方面,各国存在巨大差异。 在高收入国家的医疗和健
康支出结构中,政府财政预支占比为 63. 4%;而在低收入国家,用于医疗和健康的财政预算只占政
府总支出的 21. 2%。① 与发达成员相比,疾病在非发达成员的发生概率更高,治疗难度较更大,其在
传染病的防治方面也负担更重。 事实上,从以往的传染病发病情况来看, 也更多出现在非发达
成员。
其次,要考虑到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各成员差异。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仍然以各成员为基
础和治理责任主体。 这在可行性上的确更易操作,也是对各方自主权的最大保障,却存在逻辑悖
论。 事实上,如前所述,传染病的爆发往往与前期卫生治理投入相关,也就是说,疾病更易发生在非
发达一方。 在爆发之后,又主要依靠非发达一方作为责任主体来承担主要防治工作,使得卫生治理
能力本来就欠缺的成员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负担极重。 因此,看似“ 谁发生谁负责” 的基本公正
价值理念,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显得并不公平正义。 增加发达成员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责
任,是在治理体系建构中应当纳入考虑之项。
归根结底,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遵约机制构建成为必要,是因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存
在利他与利己之利益同一性,疫情成员的负外部性溢出存在可能性,使得利他成为必要。 然而,在
利己为导向的原发体系中,将会存在市场调节失灵之风险,因此需要 WHO 从规则上予以引导,即建
立成员遵约机制,引导成员方积极参与。

( 三)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 引向机制” 的规则完善
如前所述,WHO 主导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缺乏成员遵约机制,2005 年 IHR 在成员义务规定上

有缺失。 因此,构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成员遵约机制,也应当对规则进行完善,通过规则对遵
约建立法律依据与法治保障。
1. 设置权利克减的合法性条件

为了防止传染病的全球性传播,2005 年 IHR 赋予成员采取措施的权利和义务。 但如前所述,在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非疫情成员的过激行为往往带有任意性,在程序上也并无严格要求,不仅对
量化公共卫生措施的必要性造成障碍,对于疫情成员遵约所带来的过量影响,也将造成疫情成员遵
约意愿减退。 因此,应在 IHR 中明确规定公共卫生措施的合法性条件,设置公共卫生措施的程序性
条件,通过对非疫情成员的公共卫生措施设立合法性条件,减少过激措施的实施。
2. 建立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征信机制

通过建立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征信机制记录成员的遵约情况,可形成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征信

的可量化有效表达。 WHO 可通过此方式监控各成员的遵约情况,并通过征信公开的方式给成员施

①

参见 IHME, Financing Global Health 2016: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 Spending for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p. 75,http: / / www. healthdata. org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files / policy_report / 2017 / IHME_FGH_2016_Technical-Report. pdf,2020
年 2 月 2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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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促使其积极遵约。 在征信机制建立中,可考虑采取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进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3. 加大与非国家主体合作

2005 年 IHR 已经规定了 WHO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如第 9. 1 条规定,WHO 可考虑除通报或

磋商外来自其他来源的报告;第 53(3) 条规定,总干事可要求与 WHO 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向
审查委员会提供所掌握的信息,供其参考。 事实上,非国家行为主体也确实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当前国际流行病信息的 70%源自非国家行为主体,① 而这一机
制的运行,除了能更好地监管和防治传染病,还可以增加疾病检测和防治的透明度,能更好地监督
成员遵约。
4. 改善资金来源结构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WHO 尴尬局面为遵约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要想摆脱此局面,须从增

强 WHO 的独立性入手。 对于国际组织而言,其独立性之根本来源于经济独立,需要有较充分的自
有资金。 然而,当下 WHO 本身没有经济来源,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 其中,政府提供的资金比重
最大,又以美国政府为主。 以 2016 年为例,美国占资金来源的 38. 4%,其他成员占 34%,私人部门
捐赠总共占 27. 6%。② 可见,在高度依赖某一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下,很难真正发挥其独立治理功
能,更难实施带有奖惩措施的遵约机制。 因此,资金来源途径多元化,积极扩大非国家缴纳部分的
比重,可使 WHO 在行使职权时更具主动性。
5. 建立争端解决机制

恰如法谚所言,“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 若没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违约保障,将无法确保

遵约机制的落实。 现今,WHO 并没有建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 2005 年 IHR 第 56 条规定了争端
的解决,但主要限于斡旋、调停或和解等手段,在上述手段未能解决争端的情况下,可商定将争端提
交总干事,由总干事尽全力解决。 可见,该规定较为简陋,没有常设性的争端解决机构,也没有体系
化、操作性更明晰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WHO 的治理权威,让 WHO 的治理成了
一个缺少权责认定的软性治理。 在实践中,该争端解决机制极少适用。③ 争端解决机制是建立遵约
机制的一项基础性条件和重要保证,只有拥有争端解决机制才有法治保障,遵约才能成为必须。
五、余论
全球性问题的国际社会联合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课题。 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在全球
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参与和中国贡献,既是于国之利,又是
①
②

参见汤伟:《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载《 国际展望》2016 年第 2 期,第 105 页。

参见 IHME, Financing Global Health 2016: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 Spending for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p. 94-95,http: / / www. healthdata. org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files / policy_report / 2017 / IHME_FGH_2016_Technical - Report. pdf,

2020 年 2 月 24 日访问。
③

1968 年土耳其霍乱案曾适用该争端解决机制,土耳其控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返回其边境货物是不必要的措施,要求总干事解

决该争端,最后该案在检疫委员会的援助之下得以解决。 参见 WHO, Sixteenth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Quarantine, A24 / B /

10,1971,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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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之利。 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中国政府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得到了 WHO 的高度评价。

2020 年 2 月 24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中国人民“ 正在为全人类做贡献” 。 全球治理中总是
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也同样充斥着国家利益。 中国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同样能为中
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构建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遵
约机制的构建,也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践行。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遵约机制的构建、推动与参
与,是大国之担当,也是中国理念走向世界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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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at

its core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a long time while remaining imperfect. The lack of compliance mechanism
of members is a prominent problem. Firstly, the standard of compliance is not clear; secondly, there is no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breach of treaty; thirdly, there is no reward mechanism for compliance. It will

lead to a decline of the willingness of members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 affecting the governance
authority of the WHO, and even endangering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The root cause of

this problem is the dilemma of the dual role of the WHO which is caused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rochial nationalism in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members. The
following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constructing the compliance mechanism: constructing the

compliance mechanism with an renewed idea; substantive justice being considered in the duty distribution;
constructing the compliance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rules. China should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s, so as to enhance the discursive power in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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