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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届会议 1994年12月19日 

实施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 

总干事的报告 

根据WHA46. 7号决议，本报告陈述了各会员国实施1992年国际营养会议通过的世界 

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它还概述了全球在实现会议目标方面的发展情况， 

包括卫生组织釆取的有关行动。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将子1卯5年底草拟一份实施世 

界宣言和行动计划的进展报告。请执委会注意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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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 1992年12月召开的国际营养会议是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为增进人们了解营养和 

饮食相关问题的广度和严重性进行两年多共同努力的结果》会议通过了世界营养宣 

言和行动计划⑴，这是各国和国际社会作出真正全球性行动承诺的关键步骤。世界 

宣言和行动计划中确定的目标和战略（见下面方框）为国家发展和加强增进居民营 

养福利的国家行动计划提供了框架和指导原则。 

世界营养宣言 

(摘录） 

作为营养行动计划和制订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制订不同期限内可衡量的目标和 

最终目标）指南的基础，我们[部长和全权代表]保证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在本十 

年结束前消灭： 

•饥荒及与饥荒相关的死亡； 

•受自然和人为灾害影响的社区饥饿和营养缺乏性疾病； 

• 碘和维生素A缺乏。 

我们还保证在本十年内大大减少： 

•饥饿和广泛的慢性饥饿； 

•营养不足，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 

•其它重要的徵量营养素缺乏，包括缺铁； 

•饮食相关的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杜会和其它方面对最佳母乳喂养的阻碍； 

•卫生设施不足和卫生条件差，包括不安全饮水。 

⑴《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稂农组织/卫生组织，国际营养会议，19 

92年12月子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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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养 行 动 计 划 

战略和行动 

•将营养目标、考虑和组成部分纳入发展政策和规划 ; 

• 改进家庭食品安全； 

•通过提高食品质量和安全性保护消费者； 

•顸防和控制传染病； 

•促进母乳喂养； 

•关照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营养条件薄弱的人； 

•预防和控制特定的徼量营养素缺乏； 

•促进适宜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 

•评价、分析和监测营养状况。 

2 .这些目标和战略现在是卫生组织向国家提供技术支持的纲领。卫生组织强调以 

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为新的动力，向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加强现有的活动，重 

点做好以下领域的工作： 

-评价、预防和治疗蛋白一能量性营养不良； 

-克服微量营养素性营养不良； 

—促进孕产妇、婴儿和幼儿营养； 

-顸防饮食相关性非传染疾病； 

—预防食源性疾病； 

-营养急救准备和管理的培训； 

-促进营养的研究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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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3年笫四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国际营养会议⑴和卫生组织 

支持其在各级实施战略的报告》大会通过了WHA46.7号决议，从整体上认可世界营 

养宣言和行动计划，号召各会员国努力实现会议目标，并制订与行动计划中提出的 

目标、主要政策指导原则及九点行动战略相一致的国家行动计划。 

II .各国的进展 

4.国际营养会议特别以国家为重点，因为它认识到世界上营养问题存在普遍的差 

异》会议的准备过程开始子各自国家，审议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社会、政策、 

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相关因素一要想制订有效和现实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在许多国家和区域这些筹备活动激发起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世 

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编写，现在又持续到实施。 

5.会议以来，卫生组织一直在监测国家的进展。要求国家提供关子他们国家行动 

计划情况的情报；哪些战略被确定为关键性的，并纳入国家行动计划，是否为调拨 

或动员实施其国家行动计划所需的追加资源作出了努力•，是否为实施、监督和评价 

其国家行动计划建立了任何部门间机制；以及在联合国机构之间进行了如何有效的 

合作。此外，卫生组织为监测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现会议目标的进展确定了各 

项指标（见第11段和表1),截至1994年10月31日129个会员国提供了与此相关的情 

发展和加强国家营养行动计划 

6.在通过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时各会员国作出了保证，要在1卯4年底之前尽 

快地根据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原则和战略编制或改进国家行动计划和战略。根据从129 

个会员国现已收到的情报，到1994年底49个国家将完成或加强他们的国家行动计划， 

62个国家将拟出初稿；18个国家还没有幵始制订计划，在1994年底大概不会完稿。 

根据告，缺乏人力资源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是两项主要障碍。卫生组织希望通过提供 

直接技术支持帮助解决这一延误问题。各区域的国家都承认全部九项战略（见第1 

段）是首要重点，并报告称，他们将其中的大部分纳入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⑴文件WHA46/1993/REC/1,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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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监测本十年会议目标的指标 

拟消灭或大大减少的问题或疾病 主 要 指 标 

饥荒和饥荒相关的死亡 每1000居民每年饥荒相关死亡人数 

自然和人为灾害造成的社区饥饿和营养 

缺乏性疾病 

受灾届民中低子严重营养不良界限(-3 

标准差年龄体重）的五岁以下学龄前儿 

童数 

碘和维生素A缺乏 患任何程度甲状腺胂的6— i 1岁儿童数 

患夜盲症的2—6岁学龄前儿童数 

饥饿和广泛的慢性饥饿 期限在一年以上，得不到足够食物以满 

足其能量需要的居民数 

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人 低于中度和严重营养不良界限（_2标准 

差年龄体重）的五岁以下学龄前儿童数 

其它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包括铁)缺乏症 15—49岁妇女血红蛋白水早非怀孕者在 

12克/100亳升血以下及怀孕者在11克 

Z100亳升血以下者人数 

饮食相关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 

食源性疾病发病率（10万居民中的年病 

例数）或在没有食源性疾病情报时使用 

胃肠道感染和中毒的发病率 

每10万居民每年冠心病的年龄标准死亡 

率 

社会和其它方面对最佳母乳喂养的阻碍 四个月以下（120夭）单一母乳喂养的 

婴儿数 

卫生设施不足和卫生条件恶劣，包括不 

安全饮水 

在住所或在离住所适宜距离内能得到足 

够安全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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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的承诺 

7.目前已有66个国家表明，他们按照宣言和行动计划为调拨和动员追加财政和人 

力资源所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其中48个国家能在本国动员资源，其措施之一是向 

营养相关活动追加资全和或建立多部门食品和营养专题组；54个国家报告称，他 

们得到了国际机构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这些机构包括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粮农 

组织和世界银行。此外22个国家报告了获得双边机构额外资源的成绩。联合国行政 

协调委员会营养问题小组委员会按要求评估了国家和国际两个方面按会议要求增加 

营养支持的情况。33个国家政府提及了为动员财力和人力资源实施国家营养行动计 

划而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情况。 

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的机制 

8.目前提交过报告的多数国家都发展或加强了现有的部门间食品和营养委员会、 

专题组和工作组。这些机构一部分由卫生部门牵头，一部分由农业部门牵头，还有 

一部分由国家计划当局牵头。在提交报告的国家中，95个国家指出，他们巳经建立 

了国家多部门机制或常设机构，以实施、监测和评价他们确定的营养政策和国家行 

动计划。在许多国家举办了国家研讨会或讲习班，以协调和加强各国家部门及国际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据报告，71个国家设有为实现营养福利而工作的国际机 

构协调机制；虽然一些国家有良好合作，但另一些国家却需加强。 

国家为实现会议目标取得的进展 

9.国家已承诺要实现世界宣言确定的九项目标（见第1殺）。为监测他们的努力， 

会员国正在使用根据目前用以监测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卫生目标和用以监测卫生 

组织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的那些指标制定的指标。然而为了减轻报告的负担，除 

碘和维生素A缺乏及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有两项指标外，每项目标只定了一项指标。 

许多国家还釆用这些指标评价了他们当前的形势。现在正在对每个国家提供的情报 

进行分析。 

Ш.全球争取实现会议目标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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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蛋白一能量性营养不良 

10.全世界30%以上五岁以下的儿童仍为低体重型营养不良。卫生组织全球儿童生 

长数据库掌握发展中国家87%婴幼儿的数据，利用这个数据库得出的国家代表性剖 

面数据可显示区域和全球的营养不良趋势，并提供评价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十年 

目标的基线，这个目标是2000年将营养不良减少一半。它预定全球发展中国家五岁 

以下儿童審白一能量性营养不良的患病率将从1975年42. 6%逐步下降到1Ф35年34. Ь% 
(表2和表3)。然而在一些区域，这一患病百分比的下降并没有人口增长的那么快。 

结果在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区域营养不良儿童的实际数字在迅速增加。因此世界低 

体重儿童的绝对数将从1975年1.95亿增加到1995年大约2亿，这就是说，世界三分 

之一以上五岁以下的居民仍然营养不良。 

11.要想实现将中度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患病率从1990年水平减少50%这项2000年目 

标，目前的进展速度是远远不够的。确实，实现这项目标意味着，2000年发展中国 

家只能有17. 的五岁以下儿童（即1.062亿）为营养不良。 

克服微量营养素性营养不良 

12.碘缺乏是胎儿和婴儿可预防性脑损伤及幼儿思维活动发育迟缓的全世界首要原 

因。卫生组织估计，碘缺乏是目前118个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那里15. 71亿人 

生活在碘缺乏的环境中，存在着患甲状腺肿的危险，并有6. 55亿人实际上巳患此病 

(表4)。大约全球一半甲状腺胂问题发现在亚洲（卫生组织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两 

个区域），还有8900万在非洲，欧洲人口 11.3%仍有甲状腺胂⑴。 

13.最近的报告表明，广泛使用碘盐是预防和控制碘缺乏症最可行的国家行动，在 

目前已知受这种病症危害的U8个国家中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一这些国家有：中国、 

拉丁美洲、东南亚国家及非洲。在这些国家中，37个已决定普遍使用碘盐，另36个 

开始了某些形式的行动。然而，39个国家未釆取任何行动，其余6个国家情况不明。 

正在努力促进缺乏行动的地区釆取行动，以实现普及碘盐，并监督规划的持续实施》 

虽然问题的规模很大，但预计2000消灭碘缺乏症使其不再是严重公共卫生间题，看 

来是现实的。 

⑴《全球碘缺乏症患病率》。徼量营养素缺乏情报系统，工作文件第1期,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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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估计每年有25万儿童因维生素A缺乏而失明。卫生组织徼量营养素缺乏情报系 

统
ü
)数据库1994年的估计表明，目前每年至少300万儿童呈现结膜干燥症的监床体 

征。这一估计大大低子1卯5年估计的14Û0万。这一降低致盲性营养不良危险的明显 

进展无疑反映了如下两方面的成功，即釆取向有大量受害儿童的国家分发维生素A 
补充制剂的短期措施（如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以及更均衡地实施解决贫困和贫 

困相关性疾病的经济和社会规划》后一种情况往往会加速临床缺乏。 

15.维生素A临床缺乏虽然有下降趋势，卫生组织估计1994年至少还有2. 27亿儿童因 

体内维生素A储存不足而处于亚临床缺乏的危险之中。这会转化为对健康的严重破 

坏，并会影响受害儿童成活的机会。表5提供了 1卯4年卫生组织各区域临床和亚临 

床受害居民的估计数字。目前65个以上的国家存在公共卫生意义上的问题，还有28 

个国家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16.铁缺乏症和贫血具有深远的不利影响，这包括日益增多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 

婴儿和儿童健康和发育受损，学习能力受限，免疫机制受损，以及受害者工作和生 

产能力下降。因此铁缺乏症和贫血是个人和国家发展的障碍。铁缺乏本身就使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估计总共20亿人受害，其中一半具有临床缺铁性贫血，其余则是 

体内铁储存不足。与妇女缺铁性贫血这个真正广泛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婴幼儿的缺铁 

性贫血》发展中国家估计58%的孕妇贫血，结果婴儿更易于出现低出生体重和耗荩 

铁的储存。卫生组织一项早期的评价（1%5年）表明，发展中国家51%五岁以下的 

儿童为贫血。 

促进母乳喂养 

17.国际营养会议再次肯定了伊诺森蒂宣言中陈述的最佳妇幼保健与营养的全球目 

标，那就是：“所有妇女都应能进行单一母乳喂养，所有婴儿从出生到4一6月期间 

都应以单一母乳喂养。因此儿童在两岁前或更长的时间内，除接受适宜和适量的补 

充食物外还应继续母乳喂养”。 

18.母乳喂养的比例和期限在世界一些地方增加了，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 

瑞典，其直接原因往往是国家和其它方面的支持以及促进规划。然而不幸的是，在 

⑴《全球维生素A缺乏症患病率》。卫生组织徼量营养素缺乏情报系统的报 

告，工作文件第2期，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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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它一些地方母乳喂养呈下降趋势，这往往发生在那些母乳喂养对婴儿成活至 

关重要的地区，如巴西、尼日利亚和也门。从44个国家收集的关于0至4个月单一母 

乳喂养的最新数据（主要取自人口和卫生调查）表明.最隹喂养模式在减值和变向。 

四月龄的单一母乳喂养率差幅较大，在非洲区域从博茨瓦纳的41%到布基纳法索的 

4%；而在东地中海区域从E基斯坦的25%到苏丹的14%。早期补充喂养和短期母 

乳喂养后突然断奶仍是世界许多地区的常规。44个国家12 —15月母乳喂养率也各不 

相同，从布基纳法索的97%到墨西哥的30%。持续到第二年的母乳喂养率从卢旺达 

的85%到多米尼加的7%不等。 

表2. 1975年以来五岁以下儿童蛋白一能量性营荞不良 

估计患病率的全球和区域趋势 

区 域 1975 1990 1995 2000年目标： 

低体重儿童 

% 百万 % 百万 % 百万 % 百万 

非洲大陆 30.4 22.9 27.： ] 31.6 27.0 34.8 13.7 19.8 

拉 美 15.6 7.5 11.； 6.4 10.8 6.0 6.0 3.4 

亚 洲 47.8 Ш. b 41.： i 154.8 40.0 158.6 21.0 83.3 

次发达国家 42.6 195.6 35. Í i 193.4 34.6 199.8 17. 9 105.9 

所有国家 36.4 198. 6 31.： i 195.8 - - 15.7 106.6 

表3.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每连续五年蛋白一能量性营荞不良 

患病率相对下降的情况 

1975-1980 1980-1985 1985-1990 
估 计 

1990-1995 

为达到2000年 

目标五年需下 

阵的百分数 

1975-1980 1980-1985 1985-1990 
估 计 

1990-1995 

1995-2000 

下降(％) 5.2 6.2 5.5 3.4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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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受确缺乏症威胁和患有该病的人数和百分比 

-对全球和区域的估计 

(甲状腺肿的总患病率>5% )
a 

人口 受威胁人口 患甲状腺肿人口 

区 域 区 域 占全球总 区 域 占全球总 

百万 百万 百分比 数的百分比 百万 百分比 数的百分比 

非 洲 550 181 32.9 11.5 89 16.2 13.6 

美 洲 735 167 22. 7 10. 6 63 8.6 9.6 

东南亚 1 355 486 35.9 30.9 175 12. 9 26. 7 

东地中海 411 173 42. 1 11. 0 93 22.6 14.2 

欧 洲 858 141 16.4 9.0 97 11.3 14.8 

西太平洋 1 553 423 27.2 26. 9 139 8.9 21.2 

合计 5 462 1 571 28. 7 100.0 655 12.0 100.0 

a《全球碘缺乏症患病率》。徼量营养素缺乏情报系统，工作文件1期，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1卯3。 

表5.五岁以下儿童维生素Щ乏亚临床和临床病例数 

和患病率一对全球和区域的估计
a 

卫生组织 

区 域 

严重和中度亚临床(A) 临床(в) 患病率(A+B) 卫生组织 

区 域 

百 万 百 万 % 

非 洲 

美 洲 

东南亚 

东地中海 

西太平洋 

30.6 

14.5 

122. 8 

17.9 

41.6 

0. 96 

0. 10 

1.70 

0. 17 

0. 14 

50 

30 

70 

40 

30 

合 计 227.5 3. 07 

总 计 230.6 

a农根据卫生组织徼量营养素缺乏情报系统数据库掌握临床和/或生化数据的各 

区域国家情况作出的1994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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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非常短的时间里爱婴医院倡议动员了至少159个国家的国家当局去实现伊诺 

森蒂宣言的实施目标，这些国家14000所医院和妇产设施计划成为爱婴单位。在发 

展中国家13976所医院和妇产设施计划于1995年成为爱婴单位。仅在中国就有9000 

所医院和妇产服务单位在年底以前被指定为爱婴单位，这样在1995年底就可成 

功地达到2000年爱婴医院十年中期的国家目标。 

预防饮食相关性非传染病 

20. 40年来特别在工业化国家人们日益认识到，某些慢性非传染病与饮食和生活方 

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特别是情绪的紧张、身体锻炼的减少及吸烟。心血管疾病 

是发达国家患病和过早死亡的第一位病因，每年致使1200多万人死亡，这几乎是世 

界总死亡率的四分之一。趋势表明，心血管病在一些工业国正在减少，那里的高死 

亡率出现在社会经济低下的人群中。然而在中欧和东欧显著上升，在发展中国家普 

遍增多。在多数发达国家癌症是第二位的主要死因。最近的趋势表明，如不控制， 

到21世纪癌症将会成为某些国家的主要死因。此外，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断升高导致 

了相关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顸计到本世纪末糖尿病患者可能超过1亿。为预防生 

活方式和饮食相关性非传染病，非洲区域的12个国家已经釆用了教育规划，这样做 

的还有东地中海区域11个国家，欧洲区域20个国家，以及美洲、东南亚和西太早洋 

每区域各5个国家。因此全球情况不一，一些国家的发病趋势高子另一些国家。 

预防食源性疾病 

21.食源性疾病⑴是国际营养会议确定为病态体质和营养不良根本原因的疾病，仍 

然是世界一大公共卫生问题。工业化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发病每年 

估计要使10%的人口受害。这些国家某些食源性疾病的报告病例也呈上升趋势。 

22.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缺乏，并且不能准确代表那里的真实情况。然而，婴儿和儿 

童腹泻病的高发病率和患病率一70%为食物污染所致一表明食品安全状况惊人，需 

釆取紧急行动。从坚持进行食源性疾病调查的很少数国家（如委内瑞拉）可以发现， 

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在升高。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巳认识到 

他们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对严重生物和化学污染的食物表示了关注。 

(1)食源性疾病为食用生物或化学污染的食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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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认为，制订食品立法和加强检验服务是预防食源性 

疾病的最重要措施。由于很少国家将食品操作者（特别母亲）的教育视为重要的顸 

防机制，因而看来婴儿和儿童腹泻问题和食物安全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形成》 

IV.卫生组织的行动 

24.国际营养会议是加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行动必要承诺的重要步骤。卫生组织立 

即作出的反应是加强其对会员国的反应能力，办法是制订支持在各级实施世界营养 

宣吉和行动计划的战略⑴，并在总部建立新的食品和营养司，该司由原先分散的食 

品援助规划、食品安全和营养等处级单位组成。此外成立了一系列工作组，以分别 

研究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九个战略领域。营养专题小组仍然是协助食品和营 

养司开展合作与支持的手殺》它还是报告、交流和协调工作小组活动的讲坛，以此 

促进产出卫生组织所需的完整和和统一的营养材料。 

25.卫生组织强化了其对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支持，特别对最不发达国家。大部分营 

养规划的时间、能量和财力资源都已用子提供对国家的支持，以发展和加强他们的 

国家行动计划，卫生组织27个营养合作中心组成的世界网络有时直接参与了这项工 

作。 

26.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在决定和组织国家所需支持以制订更加全面营养政策和规 

划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94年和1卯5年初，他们在粮农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的协 

作下还将在一些区域组织区域性或分区的会议落实讲习班和会议（附件）。举办这 

些会议是为了促进和审查国家完成营养行动计划的进展，交流情报和经验，并对在 

完成国家行动计划方面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帮助。 

27.此外，卫生组织继续进行了其重要规范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全球级，审查了最 

新科学数据，并制订了涉及广泛营养问题的规范、标准和指导原则。这项工作通过 

三个主要途径进行：举行学术会议；编写技术性文件；评价主要形式营养不良的世 

界患病率，并通过一系列数据库监测其趋势（关子蛋白一能量性营养不良、碘缺乏 

⑴见文件WHA46/1993/REC/1，附件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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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维生素A缺乏、妇女贫血⑴、儿童贫血、母乳喂养率及持续时间等内容的数据 

库）。此外，食品和卫生政策数据库可向欧洲和西太平洋区域提供服务，而区域食 

品食品结构数据库由美洲区域办事处管理》卫生组织技术文件内容包括部门间协商、 

讲习班和其它会议的结论性材料，它对决策人和实施国家营养活动的其它负责人提 

供技术性、纲领性的管理指南》 

28.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为改善人类营养开创了具有巨大潜力新纪元。关于营 

养不良的性质和原因，或关子应用多部门措施，结合在区域和全球协同努力支持下 

的适宜社区和国家行动这些更有效的途径，全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存在强烈的共 

识。 

V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9.请执委会注意这份报告。 

⑴这一数据库与营养规划合作设在家庭卫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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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区域和分区落实国际营养会议的讲习班和会议 

区 域 曰 期 地 点 

非洲 

国际营养会议后东非、中非和南非 
食品与营养会议 

1993年 12月 6— -9曰 肯尼亚内罗毕 

国际营养会议归口单位营养讲习班 1994年6月 20--25日 塞内加尔达喀义 

美洲 

中美、西班牙语加勒比地区及墨西 
哥分区落实国际营养会议讲习班 

1993 年 10 月 11-—15日 洪都拉斯特古 
西加尔E 

南美分区落实国际营养会议讲习班 1994年3月 21 — 25日 厄瓜多尔基多 

英语加勒比分区落实国际营养会议 
讲习班 

1994年 12月 12-一 16日 牙买加金斯敦 

东南亚 

东南亚研究与行动网会议（审查国 
际营养会议在国家的落实行动） 

1993年11月20日 
—12月1日 

印度海德拉E 

东地中海 

区域落实国际营养会议讲习班 1994年 9月 25— 29日 埃及亚历山大 

西太平洋 

国家食品和营养政策问题以及亚洲 
国家落实国际营养会议讲习班 

1994年 11月 7— 11日 菲律宾马尼拉 

国家食品和营养政策问题以及太平 
洋岛屿国家落实国际营养会议讲习 
班 

1明5年3月27— 31日 斐济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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