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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问 题 

总干事的报告 

本文件包括三个不同的主题：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审查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之后五年的状况；促进化学品安全并特别注意持夂性有机污染物；以及保 

护海洋环境》 

由于联合国大会在第50/113号决议中决定在尽可能高的参与级别召开特别会议（1 

997年6月23—27日子纽约），对�21世纪议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价， 

第I部分提供了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卫生专题管理者”对环发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所 

釆取后续行动的情况。确保卫生方面进展的行动将在特別会议上进行评估并在政府 

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日程上保持优先地位。 

第II部分包括持夂性有机污染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在1995年5月第十八次 

会议上通过的第18/32号决定请化学品健全管理组织间规划与国际劳工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和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一道发 

起对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评佶，首先以一份包括滴滴涕在内的12种物质的清单开始。 

它还请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提出“国际行动建议和情报，包括诸如就持夂性有机 

污染物适当的国际法律机制做出一项可能的决定所需的情报，供理事会和世界卫生 

大会 迟在1997年迸行审议”。本报告提供了一些简要背景情况，概述了相关的问 

题并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和卫生大会提出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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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届会议期间产生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实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 

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的51/189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有关国际组织在实施全球 

行动纲领中提供支持。它还吁请各国在有关机构的理事机构中采取行动，确保提供 

所需的支持。执行委员会决定将此事列入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议程。本报告第ш 

部分提供了该纲领的简要背景情况、迄今所建立的体制安排和对世界卫生组鍥的影 

响。 . 

在第IV部分中，请卫生大会审议有关促进化学品安全并特别注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及有关保护海洋环境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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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里约会议（联合国环发会议）之后五年一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卫生专题管理者”的作用 

引言 

1. 4乂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出现是对曰益认识到目前的增长和自然资 

源利用模式正威胁着地方和全球的早衡及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所作出的反应》1992年 

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它提出了 

世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应做的工作。 

2.联合国子1卯0年代组织的重大世界会议的结果巳进一步加强对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承诺⑵。这些会议有利于将注意力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的人的方面，光其通过 

缓解贫困、能力建设及改善妇女地位和作用集中于公早的人类发展这一压倒一切的 

重点。 

3.如《21世纪议程》第38章所设想的，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实施情况 

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在里约会议之后五年子1卯7年6月23日至27日在纽约举行。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卫生专题管理者”的作用 

4.世界卫生组织于1993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指定为卫生专题管理者，负责确保联合 

国系统有关組织之间的协作，预期在联合活动和规划中从事和发挥促进职能，为联 

合国系统在卫生方面实施《21世纪议程》制定共同战略，确定所需的政策和进一步 

行动，并报告进展情况。 

5.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于1卯3年2月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以监测《21 

世纪议程》的实施情况和加強那些将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的政府间决策程 

(1)由联合国大会第50/113咢决议所决定。 

⑵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世界人人享有教育会议，世界人权会议，国际人 

口与发展会议，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预防自然灾害世界会议，第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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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该委员会的工作日程将人类健康这一议题列入其1994年5月第二次会议；世界 

卫生组织作为专题管理者协调了该次会议的文件准备工作。它给委员会的报告表明， 

健康如何影响作为《21世纪议程》主题的所有其他因素，或受他们影响。报告确定 

各国政府要推行的四个方面改革以便将卫生纳入其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其他部门，以及国家决策。 

6 .委员会通过的五年工作计划的高潮是1997年6月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 

实施情况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巳采取步骤确保这一审查对作为可 

持续发展中心的健康给子应有的注意》 

7.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专题管理者已为秘书长编写一份进展报告 ü)。秘书长的报告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1994年在其第二次会议上就此议题所作的决定。 

将卫生纳入可持续发展计划 

8.如上所示，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专题管理者的作用涉及确保在国家、区域和全球 

各级在以联合国系统共同政策和战略为基础的活动和规划中合作。秘书长的报告包 

括巳取得的进展、“充满希望的改变”、未实现的期望和新出现的优先事项等篇章》 

9.在充满希望的改变中，联合国环发会议的一项重要结果是一致同意各国应编制 

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这对卫生与环境部门及其活动影响健康的其他方面既 

是挑战，又是机遇，以确保要考虑的相关因素得到充分处理》世界卫生组织已与其 

他国际组织合作，釆取一系列行动以协助这一进程，包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 

实施的一项重要区域间行动，以促进在编制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时纳入影响健康与 

环境的各个方面》 

10.区域间行动子1993年开始，在6个国家开展促进和支持活动。在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合作下，世界卫生組织在制订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过程中向这些国家提供了财政 

和技术支持，目的在子增进部门间合作，修订计划以更充分地纳入影响健康与环境 

⑴联合国环发会议以来所取得的全面进展。秘书长的报告。增编。保护和増 

进人类健康（� 2 1世纪议程》第6章），文件E / C N . 1 7 / 1 9 9 7 / 2 / A d d . 5 
(可按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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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方面，并在一些情况下制定有关健康与环境的特定国家计划。行动的总目标 

是加強卫生部门在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相关方面的作用。 

U.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是有希望的。区域间行动巳有助于提高对影响健康与环境问 

题的认识，加强卫生部门在制定发展计划方面的作用，并导致为相关行动制定和通 

过强有力的计划。到19%年末，该行动包括16个国家，计划于1997年期间再增加2 
至4个国家。以取得的经验为基础、题为“通向可持续世界的健康之路一健康、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准则于19%年初编制和发布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参与并不局限子编制计划，这些计划为今后的技术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 

该行动还促进了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的参与。 

12.区域会议使各国卫生部长和环境部长聚集一堂，并巳导致对实现长期环境与健 

康政策目标作出进一步承诺。第二次欧洲环境与健康会议子1卯4年在赫尔辛基举行, 

会议制定了欧洲环境卫生行动纲领，包括拟订国家行动计划的准则。确定这些行动 

计划的目标日期为1997年。 

13.泛美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方面健康与环境会议由泛美卫生组织于1卯5年10月主办。 

会议通过了泛美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方面健康与环境宪章及区域工作计划》另一结果 

是拟议制定环境与健康方面区域投资计划，其中确定该区域今后12年内为克服卫生 

服务基础设施、饮水供应和基本环境卫生方面各种缺点所需的投资。 

14. 1995年11月举行的东地中海区域第二次健康、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贝鲁特健 

康环境行动宣言，各国在宣言中光其保证在年以前制定其健康与环境行动计划 

作为其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1997年6月23—27日于纽约） 

15.特别会议不应试图重新谈判�21世纪议程》，而应集中子其进一步实施，对此 

巳有广泛共识。预期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特别会议。其主要目标为： 

(a)恢复和激励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承诺； 

(b)坦率承认未实现某些目标和查明失败的原因； 

⑴文件WHA/EÛS/95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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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确定1997年后时期的重点； 

(d)审议联合国环发会议未充分处理的间题。 

16.预期特别会议的 终结果将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关子就体制、财政和规划事 

项进一步行动的政治宣言。 

17.作为1992年设立、就联合国环发会议后续行动向行政协调委员会咨询的可持续 

发展机构间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持续参与在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 

行动中推进健康部分。政府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过去四次会议促进了认识健康作 

为影响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的重要性，并将其保持在该委 

员会的工作日程中。荩管多次呼吁包括财政和卫生等不同政府部门的更广泛代表性, 

该委员会仍由环境部门占主导地位。 

18.为使健康保持受到优先注意，世界卫生组织将为特别会议编写一份综合报告， 

题目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健康与环境：地球首脑会议之后五年”。报告将论证良 

好的环境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描述环境危害对健康的有害影响，并表明，与之相 

反，健全的环境如何能支持或增进健康》在显示趋势和提出预测时，它将提请注意 

新出现的环境卫生问题，并表明改进环境卫生管理所需的行动类型。 

19.总干事的地球首脑会议健康与环境行动纲领理事会巳建议结合联合国大会特别 

会议召集一次高级别小组会议，其目的是： 

(1)结合上面提到的报告结果，审查健康的重要环境决定因素的状况； 

⑵审查在不同级别将健康与环境相关闽题和经济发展相结合方面的进展； 

⑶决定如何将健康及健康相关的特定方面 隹纳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未来 

工作日程。 

20.该小组将由代表政洽、部门和科学领域的4或5名成员组成，并将里约会议的后 

续活动与世界卫生组织修订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相联系，特别因为它涉及部门 

间卫生行动。预期该小組子1卯7年6月26日在組约幵会。 

21.由会员国和卫生发展的其他伙伴参与的关于修订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政策的协商 

提供了 一次战略性机会来确保使所有有关方面注意实施《21世纪议程》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从而在修订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中充分反映其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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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促进化学品安全并特别注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引言 

22.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指抵抗光解、化学和生物降解的有机化合物，其特点为高 

脂溶性，从面导致在生物脂肪组织内的积聚。持夂性有机污染物具有对人体健康和 

环境带来不良影响的危险。此类物品不能持续使用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鉴子这些 

物品在环境(空气、水）中长距离运输及由此对整个地球带来的威胁所具有的证据， 

国际社会已在几个场合呼吁釆取紧急全球行动，以减少和消除这些化学品的散发和 

释放。 

些旦 

2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在1995年5月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持夂性有机 

污染物的18/32寻决定，提请化学品健全管理组织间规划与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和 

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一道工作，发起一项对12种持夂性有机污染物(多氯化联苯、 

二氧芑、呋喃、艾氏剂、狄氏剂、滴滴涕、异狄氏剂、氯丹、六氣苯、灭敢灵、毒 

杀芬及七氯)的迅速评估活动。该决定进一步提请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提出“国 

际行动建议和情报，包括诸如就持夂性有机污染物适当的国际法律机制做出一项可 

能的决定所需要的情报，以供理事会和世界卫生大会 迟在1997年进行审议”。 

24.有关这12种物品化学和毒理学的现有知识巳由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概括成一份 

报告，将其作为非正式文件提交给了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和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组织的子1995年10月23日至11月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旨在通过一项使海洋环境免受 

陆地活动影响的全球行动纲领政府间会议。这两个机构都做出结论，现有科学证据 

足以表明有必要对特定的物品釆取国际行动。在华盛顿会议的声明中，有关政府同 

意行动起来，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机制，以减少和/或消除散发、排放， 

并且在适当的地方消除生产和使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18/32号决定所确定 

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25.此外，在欧洲经济委员会长距离跨国界空气污染公约执行机构第十三次会议上， 

同意发起关于持夂性有机污染物议定书的谈判，并且将此使命授给战略工作小组， 

使其拟 迟在1997年以前发起谈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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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18/32号决定的提请，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 

召幵了一次专家会议Ш，以完成需要的评估程序。并且还成立了一个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特设工作小组，以对国际行动提出建议》这份报告提供了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 

坛工作小组的工作成果，该小组曾在一个由32个国家、7个非政府组织和7个政府间 

组织参加的公开论坛上召开会议。 

27.为改进获取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情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为这类情报建 

立一个交流中心⑵。 

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的结论和建议 

28.这份报告的附件（只有英、法文）舍有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向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理事会和卫生大会提交的关子国际行动的具体建议。提请卫生大会考虑此事， 

特别考虑拟议的程序。 

29.下列为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辩论和结论的一些有关要点：⑶ 

•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做出结论，需要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全球机制在内 

的全球行动，以减少由子12种特定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释放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带来的危险；必须协调有关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区域和国际倡议，以 

确保那些制定目的互补又一致的政策时产生的相互支持和有效的规划，对 

环境和健康起到融洽的作用。 

⑴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议全球行动，IFCS关于POPs专家会议，终期报告， 

19%年6月17—19日菲律宾马尼拉（IFCS/EXP.PÛPs/第一份报告，1996年 

6月20日）；索要时提供(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⑵以响应经社理事会建议并经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在第二委员会通过 

的决议（文件A / C . 2 / 5 1 / L . 2，第9 ( b )段）� 
⑶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有关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终期报 

告，19%年6月21 —22日菲律宾马尼拉（IFCS/WG. POPs/第一份报告，19 
%年7月1日）；全部报告可在索要时提供(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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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根据现有情报做出结论： 

(a)不再生产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毒杀芬；灭蚁灵和六氯苯看来 

也不生产了（参见下面(d)项），且不能确保可以获得更多生产和使用的情 

报Î 

(b)尽管有滥用滴滴涕现象，但仍生产滴滴涕用子疾痼媒介控制； 

(c)仍生产氯丹和七氯用于蚂蚁和白蚁控制；并且 

(d)现在已不制造多氯化联苯和六氣苯，但仍作为非预期副产品生产。 

•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做出结论，所有的杀虫剂持夂性有机污染物均有替 

代物(可能包括本土方法），但目前这些替代物的使用仅限子世界某些地方 

或某种情形。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建议，应通过情报交流和教育规划改 

进持夂性有机污染物替代物的现有情报和专业技术。 

•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建议，应制订选择持夂性有机污染物杀虫剂替代物 

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应包括非化学性和化学性替代物，还应包括在 

选择替代物及情报来源时应考虑的因素的建议，如果一个国家或区域所具 

有的条件不能使替代物免于对工人、当地社区或环境带来重大伤害的话， 

那么，拟议的替代物就不能被这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认为是适当的。 

•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做出结论，应该努力减少媒介控制对滴滴涕的依赖， 

并以制造现有的可行替代物为努力方向，以便逐渐废除使用滴滴涕。滴滴 

涕仅可在各方面综合协调的方式下用子媒介控制（如纳入环境卫生、公共 

卫生规划、环境治理等），并且应遵循卫生组鍥有关的指导原则。 

30.在起先考虑的12种持夂性有机污染物中，只有滴滴涕这种杀虫剂仍然用于公共 

卫生目的。卫生组织一个有关疟疾和其他蚊虫疾病媒介控制的研究小组（1卯3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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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了滴滴涕用于媒介控制的危险和好处，得出的结论已提交给了执委会Ш。滴滴涕 

只有在符合研究小组报告附件1所列出的条件时，才可建议用于疟疾和利什曼原虫 

病室内滞留喷洒。 

31.在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专家会议上（参见上面第26殺），一些与会者建议卫 

生组织在粮农组轵的支持下，制订滴滴涕可能替代物的研究规划，以用于控制疟疾 

和其他虫媒疾病。这些应包括害虫综合管理方式、生物控制，以及技术转让。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1卯7年1月27曰至2月7日）认可政府间化学品 

安全论坛的结论和建议，并要求执行主任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组轵一起 

筹备和召集政府间协商委员会会议，职杈为拟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实施有 

关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国际行动。 

有关疾病媒介控制的特定公共卫生问题 

32.滴滴涕用于公共卫生规划，特别是用于疟疾控制，是多年来有许多争议的间题。 

自许多国家禁止在农业上使用滴滴涕以来，其对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少。但是，滥用 

现象持续存在，需要釆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防止其在农业上的非法使用。继续使用 

滴滴涕的国家应确保杀虫剂不被转为未经许可的用途。为此，应考虑将滴滴涕列入 

政府调控的规划内。 

33.考虑到技术和实施上的可行性、资源和基础设施，执行全球疾疾控制战略预示 

着有选择地、综合使用巳有的媒介控制方法。这些已有的媒介控制方法是以环境治 

理、生物控制及化学品的使用为基础的。除个别例外，环境治理和生物控制有其自 

身使用的局限性，化学品可用子室内滞留喷洒、杀蚴，或在疟疾预防和控制方面用 

于漫泡蚊帐和其他材料，其使用是控制流行的 重要方式。 

⑴参见《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 1 9 9 5年，第 8 5 7期，附件及文件 

ш ч / т ь / ш / 2 , 第 13S 及 136页。 



A50/11 

34.经过妥善管理，室内滴滴涕滞留喷洒对环境的污染可达到 低程度。滴滴涕对 

许多国家消灭或 终消灭疟疾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将仍然是一 有价值的工具。可 

是，由于媒介抗药性、全球性生产的减少和不良宣传，其使用呈下降趋势。 

35.通过卫生组织杀虫剂评价计划，卫生组织鼓励对新型杀虫剂的开发和评价。选 

择替代物的标准包括效能、目标虫媒对常规杀虫剂的耐受性以及交叉耐受性、花费、 

用子热带气候的可行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环境退化性及其影响、及与使用有关 

的鬼害。不幸的是，新型杀虫剂的开发比虫媒耐受性的产生慢了许多。过去，在媒 

介控制中采用了更加急性的有毒化学品，从而导致意外和职业急性中毒的上升。许 

多疟疾媒介已对其产生了耐受性。近年来，合成除虫萄酯幵始替换这些化合物。但 

是，有证据表明对这组化学品的耐受性正在增加，这类耐受情形通常是由于农业上 

大量使用杀虫剂所造成的。因此，在计划杀虫剂的使用和耐受性处置时，应强调卫 

生部和农业部之间的密切协作。 

36.可能注意到，人类对列出的持夂性有机污染物的大部分接触是由食物链带来的， 

这种接触看来未能代表公共卫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只有在有选择的化工人群中， 

职业性接触占优。 

37.虫媒疾病对人类健康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威胁，疟疾是 重要的疾病 

之一。疟疾控制的选择方式有局限性。还没有能实际应用的疫苗，且在近期内不会 

看到。有限的抗疾药物主要是以治疗为目的，其预防性服药的作用具有限制性。应 

该通过鼓励使用有选择性、地点特异性以及综合协调的媒介控制措施，尽量减少使 

用包括滴滴涕在内的杀虫剂。但是，在十分满意的适当替代物问世之前，必须继续 

允许选择使用滴滴涕，用作疟疾和利什曼原虫病媒介控制的室内滞留喷洒。滴滴涕 

替代物仍然是有限的，而不象经常所说的那样多，需要一些他们的优点比较数据。 

关于使用本土药用植物问题，卫生组织的立场是目前还没有在实际中可行的替代物。 

38.经验提醒人们，不要过多地依赖子某一种方法或方式，因为没有一种方法可应 

用子甚至同一国家内遇到的复杂的疟疾流行病学情形，且尽管某一方法或方式可以 

应用，搡作和/或技术性问题迟早会对使用带来影响。总的经验也表明，由子搡作 

和财政困难以及虫媒耐受性，长期大量使用杀虫剂，包括用子室内滞留喷洒不具有 

持续性。由此，全球疾疾控制战略强烈建议在规定的时限内有选择地、高度集中或 

有目标地使用杀虫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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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 .保护海洋环境 

引言 

39. 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实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 

行动纲领的51/189号决议。它要求各国在有关机构的理事机构中釆取行动以确保 

他们按照其职权在有关领域内作出贡献，更具体地说，他们在协调发展资料中心机 

制方面应发挥带头作用。该决议还指名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发展有关污水方面情报资 

料中心机制的领导机构。 

40.国际保护海洋环境的努力在多方面直接与本组织有关。沿海居民的健康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沿海生态系统的完整，这些系统正受到各种人类活动的威胁，包括娱 

乐活动，尤其通过从陆地排放有害物质，还污染海产食品。已经报告，许多流行病 

与将未经充分处理的污水排放到近海水域有关。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如1994年在Ей 

多斯举行的会议所強调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 1 )。 

41.保护大洋、海和沿海地区及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 
92年6月3—14日子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17章的主题。之后，政府 

间会议子1995年10月23日至11月3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通过了保护 

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在其闭幕会议上通过了保护海洋环境免 

受陆地活动影响华盛顿宣吉⑵，表达各国对纲领的承诺。 

全球行动纲领 

42.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⑶的制定是为了抗击海洋环境的 

逐渐恶化。它吁请各国制定或加强其近几年内改善沿海管理规划，包括减少污染海 

洋的排放物》它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其他组织合作，促进和加速在国家和国际 

级实施行动纲领。全球行动纲领明确重点领域，确定目标，提出会员国应开展的 

⑴联合国。全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会议的报告，Е Е多斯，布 

里奇顿，1994年4月25日至5月6日。 

( 2 )文件U N E P / (OCA) /LBA/IG.2，1卯5年 12月5日，附件二。 

⑶文件U N E P / (OCA) /LBA/IG.21995年 12月 5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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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明确对国际合作和支持的需要。这一合作应在能力建设方面，在为需要帮 

助的国家筹集资源方面，以及在监测进展和以全球方式解决重大问题等其它特定方 

面提供支持。每一机构应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密切合作，在其专长領域釆取行动。 

43.资料中心的建立和运转是全球行动纲領的一个基本部分一一个参考系统，通过 

其为制定和实施处理陆地活动影响的战略向国家和地区级决策人员提供获取信息、 

实用经验及科技知识》这一机制的建立和运转将由一些机构共同负责（国际原子能 

机构，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每一机构负责某 

一类污染源方面的情报。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在污水领域的广泛技术知识，它被明确 

为这一领域情报的负责组织（见第45段）。 

联大决议 

44.实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的体制安排在19%年12月通 

过的联合国大会第51/189号决议中作了概述。决议強调，‘‘各国需釆取行动，由 

各有关国际组织正式赞同全球行动纲领中与其相关的那些部分并在每一组织的工作 

规划中对实施全球钢领给子适当优先”，以及“需要各国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理事机构下一 

次会议上采取这种行动”。 

45.按照同一大会决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被要求“在其可用资源范围内并在各国 

为此目的提供的自愿捐款的帮助下，迅速釆取行动，为建立和实施全球行动纲领中 

所提及的资料中心机制作准备”。决议还吁请各国结合资料中心机制，在有关政府 

间组织和规划的理事机构中采取行动，确保这些组织和规划带头协调发展有关各类 

来源资料中心机制并明确世界卫生组织为污水方面情报的领导机构。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 

46.评价和控制海洋污染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特别是由海产食品污染和受污染 

的娱乐水域造成的影响方面的国际努力，几十年来一直通过其环境卫生规划得到本 

组织的积极支持。因此，支持实施全球銅领被认为是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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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鉴于其社区供水与环境卫生及水污染控制实质性规划，关于污水方面情报的特 

定资料中心任务巳分配给世界卫生组织。事实上，排水系统不仅对保护海洋环境， 

而且对保护饮用水和解决环境卫生问题都是一项主要重点，特别是有鉴于发展中国 

家城市的现状，它们可从能力建设努力中大大受益。世界卫生组织环境卫生规划内 

巳拥有该问题以及利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方面的专门技能》 

48.技术挑战可以对付，但不能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拥有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据估 

计，资料中心任务需要至少一个人一年和50 000美元业务预算，面两者均未具备； 

如联大决议所表明的，来自会员国的自愿捐款是必要的》其后的工作、维持和修订 

每年将需这些资源的三分之一左右。 

IV.需卫生大会特别注意的事项 

4 9 .请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在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对本组织在健康与 

环境方面未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 

鼓励在卫生部门工作的有关方面更充分地参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及其他全 

球性联合国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的后续工作》 

50.进一步请卫生大会审议执行委员会在其关子促进化学品安全并特别注意持夂性 

有机污染物的ЕВФЭ. R25号决议中建议的决议及关子保护海洋环境的下述决议： 

第五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1995年10月23日至11月3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行的通过保护 

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的政府间会议的成功结论； 

考虑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实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 

的体制安排的51/189号决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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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会员国有必要为在国家级以及酌情在区域和国际级实施全球行动纲领 

釆取必要措施； 

对由陆地污染源造成的海洋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危险表示关切， 

1.赞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华盛顿宣言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 

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因为它们涉及保护人类健康； 

2 .敦促会员国： 

(1)支持从总体上及从公共卫生方面实施全球行动纲领； 

⑵参与为实施全球行动纲领而发展资料中心机制，特别是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领导发展污水方面情报资料中心机制的努力； 

⑶探索为建立和保持资料中心机制面提供补充财政资源的方法和途径； 

3. 要求总干事： 

(1)寻求预算外财政资源以使本组轵履行其在实施全球行动纲领方面所分 

配的职责； 

⑵在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带头发展作为污染海洋环境主要陆地源的污水 

方面情报资料中心机制； 

⑶支持实施全球行动纲领有关环境卫生的事项； 

⑷在实施全球行动纲领方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他有关国际组轵合 

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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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FORUM 
ON CHEMICAL SAFETY TO THE UNEP GOVERNING COUNCIL 

AND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1 

50.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ssessed in implementing UNEP GC Decision 18/32, 
and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the 
Intergovernmental Forum on Chemical Safety (IFCS) recommends to the UNEP 
Governing Council (GC) and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that: 

51. UNEP GC and WHA decide tha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action should be 
initiated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measures which 
will reduce and/or eliminate (as further elaborated in paragraphs 46’ 47’ 48) the 
emissions and discharges of the 12 POPs specified in UNEP GC Decision 18/32 
and, where appropriate, eliminate production and subsequently th^remaining 
use of those POPs that are intentionally produced. 

52. UNEP GC and WHA recognize that in order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such international action should include: 

(a) use of separate differentiated approaches to take action on pesticides, 
industrial chemicals, and unintentionally produced by-products and 
contaminants; 

(b) use of transition periods, with phased implementation for various proposed 
actions; 

(c) careful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existing stocks of the specified POPs 
and, where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heir elimination; 

(d) training in enforcement and monitoring of use to discourage the misuse of 
POPs pesticides; and 

(e)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and environmental reservoirs, where 
feasible and practicable. 

53. UNEP GC and WHA recognize that international action should incorporate such 
practical measures as: 

(a) the expeditious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The 
instrument should be develop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recognize ongoing 
activities on POP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and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differing 

1 IFCS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Meeting, Final Report, 21-22 June 1996’ Manila, 
Philippines (Section 5; IFCS/WG.POPs/Report. 1, 1 July 1996); full report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French and Spanish) 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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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al concer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 addition,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for commitments at a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allowing for a higher level of protection than that afforded through the global 
instrument. 

(b) voluntary measures, which may be implemented as a complement to, or 
independently of,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c) action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reflecting possible needs 
for different regional and sub-regionai approaches and the need to fi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most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mix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measures to implement agree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d) consideration of unique customs codes for POPs chemicals, and labelling in 
compliance with guidelines under the FAO Code of Conduct; 

(e)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on POPs 
to ensure harmonized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outcomes from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effective programs that resul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with 
complementary, and non-conflicting, objectives and that avoid overlap and 
duplica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ventions and programmes; 
and 

(f) input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economic expertise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ability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to provide this input. 

54. UNEP GC and WHA note that socio-economic factors should be addressed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ac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 possible impacts on food production; 

(b) possibl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e.g. for vector control agents); 

(c) need for capacity building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d) financing concerns and opportunities; and 

(e) possible trade impacts. 

55. UNEP GC invite UNEP to prepare for and convene, together with othe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C), 
with a mandate to prepare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for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action initially beginning with the 12 specified POP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C should be open to governments and relevant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sistent with UN 
applicable rules. 

56. UNEP GC and WHA note the need to develop science-based criteria and a 
procedure for identifying additional POPs as candidates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 
action and recommend that the proposed INC be directed to establish, a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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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meeting, an expert group to carry out this work. The group should work 
expeditiously, proceeding concurrently with the INC process, in order to develop 
criteria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INC in the negotiation of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The process should incorporate criteria pertaining to persistence, 
bioaccumulation, toxicity and expos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dispersion mechanisms for the atmosphere and the hydrosphere, 
migratory species and the need to reflect possible influences of marine transport 
and tropical climates. 

57. UNEP GC recommend that the INC, in undertaking its work,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FCS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PO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