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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门在《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中的作用 

努力实现并超越 2020 年目标 

加拿大、法国、德国、泰国、美国和乌拉圭提出的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卫生部门在化学品健全管理中的作用的报告1， 

建议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PP1) 忆及 WHA59.15 号决议（2006 年），其中世界卫生组织欢迎国际化学

品管理大会 2006 年通过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其总目标是“在化学品的

整个存在周期内对之实行健全的管理，以便最迟至 2020 年把化学品的使用和生产

方式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该目标系以 2002 年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 23 段为依据； 

[(PP1 之二.之二.) 重申其对里约+20 会议结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承诺，

其中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承诺要促进可持续的发展政策；] 

[(PP1 之二) 进一步忆及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结果文件《我们希望

的未来》中第 213 段，其中表明“我们重申《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确定的目标，

即到 2020 年实现对化学品在整个存在周期的健全管理，并妥善管理危险废物，使

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1 文件 EB1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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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 之三) 还忆及《我们希望的未来》第 214 段呼吁“切实执行并加强《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将其作为对化学品在整个存在周期进行健全管理的一个

有力、连贯、有实效、高效率的系统的一部分”；] 

(PP2) 注意到朝 2020 年目标进展所剩时间有限，急需在卫生部门内并与其

它部门一道采取实际行动和开展技术合作； 

(PP3) 确认化学品对全球经济，生活水平以及健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如

果在其整个存在周期内不能加以健全管理则会明显导致全球疾病负担，而且这一负

担多由发展中国家承担； 

(PP4
1
) [注意到全球 25%的疾病负担据认为与环境因素有关，包括与接触化

学品有关2。]还注意到 2004 年中估计 490 万例死亡和 8600 万残疾调整生命年归因

于接触化学品3，诸如接触铅每年在世界各地导致 14.3 万人死亡，其中发展中地区

负担最重，而且因此每年约有 60 万新发儿童智障病例4。认识到，由于该问题的复

杂性，目前只能获得极少数与接触化学品有关的疾病负担信息，而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接触到大量化学品； 

(PP5) 关切接触化学品和废物可能导致的急性、慢性和综合不良影响，而且

风险的分布通常不均衡，在一些脆弱人群，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中更加显著，并会通

过他们影响后代； 

(PP6) 强调有必要处理健康问题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决定因素以便改善健康

结果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PP7) 强调必须保护健康并减少卫生不公平现象，为此应减少来自化学品和

废物的不良健康影响，采纳“将卫生问题纳入所有政策”和“整个政府参与”的方

法； 

(PP8) 忆及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承认健全管理化学品对人类健康至

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就化学品整个存在周期内的健全管理所

涉各种人类健康问题提供领导，并且卫生部门必须参与和促进下列各项决议提出的

                                                 
1 将得到更新，预计 2016 年 3 月将获得新数据。 
2 文件 EB138/18。 
3 Prüss-Ustün 及其他人。环境健康 2011 年，10:9。http://www.ehjournal.net/content/10/1/9。 
4 文件 EB138/18。 

http://www.ehjournal.net/content/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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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关于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 WHA59.15 号决议；关于通过安全的和无害

环境的废物管理增进健康的 WHA63.25 号决议（2010 年）；关于通过对过时杀虫剂

和其它过时化学品的健全管理增进健康的 WHA63.26 号决议；关于接触汞和汞化合

物带来的公共卫生影响的 WHA67.11 号决议（2014 年）以及关于应对空气污染带

来的健康影响的 WHA68.8 号决议（2015 年）； 

(PP9) 进一步忆及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二、第三和第四届会议的卫生相关

结果，这些结果提请注意卫生部门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进行参与，并促使通过了一项

旨在加强卫生部门参与实施战略方针1的战略，其中详细阐明了卫生部门在健全管

理化学品方面的主要作用和责任； 

[(PP9 之二) 忆及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四届会议通过的 IV/1 号决议，其中

认可实现 2020 年目标的总体方向和指导，可将此作为一项自愿工具，协助确定健

全管理化学品和废物方面工作的优先次序，由此促进全面实施战略方针，同时铭记

第 5 段中请“组织间化学品无害管理方案中各组织以及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中各组

织如果尚未采取行动，则尽可能在 2016 年 7 月 1 日之前发表声明，承诺在其组织

内外倡导健全管理化学品和废物的重要性，包括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计划的行

动，以实现 2020 年目标”；] 

(PP10) 赞赏地确认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方面开展了广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在

化学事故方面支持各国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13 年建立了化学品风险评估网络，

参与制定组织间化学品无害管理方案(IOMC)的化学品管理决策工具箱，联合领导全

球消除含铅涂料联盟，以及参与与化学品和废物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 

(PP11) 还确认通过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以及其它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国家和

区域层面开展的一系列举措，以及相关多边协定的[原则和规定]，这些协定包括，

但不限于，《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巴塞尔公约》和《水俣公约》，同

时确认这些举措对防止健康遭受有害化学品和废物影响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PP12) 关切地指出，尽管作出了上述努力，但仍需取得更多进展，以便把化

学品，包括废物整个存在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

度； 

[(PP12 之二) [重申必须]/[认识到有基本责任]提供适当可持续的财政资源、技

术援助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1 战略：SAICM/ICCM.3/20 和决议：SAICM/ICCM.3/I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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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环境的替代技术]/[技术] 

[与其在各项化学品公约的相关条款中的承诺保持一致]/[这有助于使它们对化

学品进行健全管理]；] 

[(PP12 之三) 强调必须尽快使《水俣公约》生效；] 

(PP13)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为实现化学品健全管理 2020 年目标1对卫生部门的

重点进行调查所取得的结果，该调查以旨在加强卫生部门参与实施战略方针的战略

为基础； 

(PP14 备选案文) 认识到迪拜宣言第 1 段阐明“化学品的健全管理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中包括在处于所有各级发展水平的国家内根除贫困和疾病，

改进人类健康和环境以及提高并保持生活水准”； 

(PP15) 欢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具体目标 3.9，旨在到 2030 年

时，大幅减少因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同时还认

识到具体目标 12.4，旨在到 2020 年时，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对化学品和所有废

物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以及其它与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的健康方面有关

的目标和具体目标，诸如关于改善水质的具体目标 6.3； 

(PP16) 坚信在化学品和废物的整个存在周期内实现健全管理需要采取多部

门方法，其中卫生部门在实现 2020 年目标方面以及在为 2020 年后时期制定化学品

和废物重点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PP16 之二) 强调化学品生产商和供应商务必向供应链各环节的分销商、工

人、消费者和用户提供关于化学品接触和危害以及更安全替代品的相关信息，从而

促进以无害环境的方式生产、使用和安全地丢弃化学品。化学品生产商应当与用户

和民间社会组织一同确定那些可通过使用更安全的替代品和流程加以控制的化学

品风险，同时仍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所需的能力；]（=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

会关于总体方向和指导的文件 SAICM/ICCM.4/6 第 68 段） 

[(PP16 之三)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实现 2020 年目标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其进展情况将部分取决于从私营部门以及双边、多边和全球机构或捐助者处获得的

                                                 
1 SAICM/ICCM.4/IN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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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源情况；]（= 出自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关于总体方向和指导的文件 SAICM/ 

ICCM.4/6 第 21 段) 

[(PP16 之四) 强调相关利益攸关方应促进国家从体制上加强化学品和废物管

理部门，特别要采取步骤实施综合筹资方法，包括通过主流化和确保为产业明确界

定作用和责任。利益攸关方为发挥促进作用，还应当尽可能在特别规划下提供和获

取资源以支持在国家一级加强机构能力，从而加强实施《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

约》、《斯德哥尔摩公约》、《汞问题水俣公约》，以及 2014 年 6 月由联合国环境大会

商定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PP17) 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卫生部门的作用，以确保其能推动多部门努力，争

取实现并超越 2020 年目标，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将制定一份全球路线图，概述卫生

部门的具体行动，] 

(OP) 1. 敦促会员国1： 

(1) 积极主动参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对化学品和废物实行健全管理的

行动，包括加强卫生部门的作用，尽量减少化学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产生不

良健康影响的风险； 

(2) 酌情制定和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多部门合作，尽量减少和防范

化学品和废料对健康的重大不良影响，包括在卫生部门自身内部； 

(3) 考虑到战略方针关于实现 2020 年目标的方向和指导，包括卫生部门的优

先事项，以及加强卫生部门参与的战略，[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及其它关注的问

题2，]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刻采取行动加快实现 2020 年目标的进展； 

(4) 鼓励卫生部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战略方针，确保与国家和区域战略

方针归口单位的适当联系，并参与报告战略方针的进展情况； 

(OP1.4 之二)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加强个人、机构和联网能力，确保成功实

施战略方针；]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2 新出现的政策问题：油漆中的铅、产品中的化学品、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有害物质，纳米技术和人工

纳米材料、干扰内分泌的化学品以及环境中持续存在的制药污染物；其它关注的问题：全氟化合物和向更安全替代

品的过渡，以及高危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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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加强联网能力；] 

(5) 鼓励卫生部门参与通过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四届会议确立的闭会期间

程序，包括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的第三次会议，制定关于战略方针以及 2020

年之后健全管理化学品和废料的建议； 

(6) 继续并在可行情况下加强支持，包括为世卫组织秘书处酌情在区域和全球

对化学品安全做出的努力提供财政[或]/[和]学术和后勤方面的实物支持； 

(7) 开展额外的行动，旨在动员国家和[删除：，酌情，]国际资源，包括用于

卫生部门，以便健全管理化学品和废料； 

(OP1.7 之二) [强化合作，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健全管理化学品和有害废料的

能力以及向这些国家转让更清洁和安全的技术；] 

[(OP1.8.) 履行承诺，涉及根据不同化学品公约之下相关条款提供新的和额外

的财政资源，酌情确立和加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及技术转让和能力

建设的安排]（= 斯德哥尔摩第 12、14 段，鹿特丹第 16 段，巴塞尔前言） 

(OP) 2. 要求总干事： 

(1) [与会员国1协商，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及其它相关利益攸关方制定卫生部门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实现 2020 年及之后目标的路线图，同时考虑到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办法的整体方向和指导，并以世卫组织现有相关工作以及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办法卫生部门战略为基础，尤其重视以下领域：] 

(a) 卫生部门参与和支持建立与加强相关的国家立法和管制框架； 

(b) 酌情支持确立或加强国家、区域或国际多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尤其

是强化所有相关卫生部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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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强相关、可理解和最新信息的沟通和获取，以便提高关于健全管理化

学品和废料对健康重要性的重视和认识，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受影响]/[接

触量]最大的人群，尤其是][妇女、儿童和通过他们影响的今后各代人]； 

(d) 参与分享关于健全管理化学品的知识和最佳做法[以及技术信息]的双

边、区域或国际工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化学品风险评估网络； 

(e) 积极参与关于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及其它关注问题正在开展

的工作； 

(f) 鼓励实施战略方针加强卫生部门参与的战略，包括审查自身的作用，

因为自己也是化学品的使用者和有害废料的产生者； 

(g) 在健全管理化学品和废料的所有政策、战略和计划中，把性别问题作

为一项内容纳入主流，并考虑到不同性别在接触有毒化学品和造成健康影

响方面的差别，同时确保妇女作为变革推动者，参与制定政策和决定； 

(h) 加强努力，实施更新的卫生部门优先事项，例如最近的世卫组织卫生

部门调查中确认的优先重点： 

(i) 设计更好和标准化的方法来确定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确定行动

的重点并评估政策的成效以及战略方针的进展； 

(ii) 制定旨在预防整个生命过程中由化学品造成健康不良和疾病的

战略，包括专门针对儿童和工人健康的战略； 

(iii) 建立国家处理中毒和化学品事故以及突发事件的能力； 

(iv) 推广剧毒和持久性化学品的替代品； 

(v) 填补科学知识的空白； 

(vi) 制定全球统一的化学品风险评估方法； 

(vii) 开展行动提高获得、解释和应用科学知识的能力。]
1
 

                                                 
1 根据 SAICM/ICCM.4/IN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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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2.1.1 之二) 根据关于通过安全和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增进健康的

WHA63.25 号决议，发展和加强实施行动，并制定关于废料对健康影响、

世卫组织在该领域内目前工作以及卫生部门（包括世卫组织）为保护健康

可以采取的进一步可能行动的报告； 

(2) 继续履行和加强世卫组织在战略方针中的领导作用，促进在化学品整个生

命周期中健全管理化学品，目的是尽量减轻并在可能时防范对健康的重大不良

影响[并继续支持[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办法]秘书处在世卫组织具有技术专长

领域内的工作]； 

[(2 之三备选案文) 开展工作，改进现有数据以补充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

体目标 3.9 提出的指标；] 

(3) 继续开展目前的工作，使卫生部门参与化学品管理并在化学品安全方面取

得进展，尤其是在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方面； 

(4) 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以便加强卫生部门在实现 2020

年目标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加强个人、机构和联网层面上的能力以及传播以

证据为基础的最佳做法，从而支持会员国； 

(OP2.4 之二) [促进推广剧毒和持续性化学品的替代品，条件是有可靠的科学证据

说明这些替代品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尽量减少健康风险；] 

(5) 根据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和 2014-2019 年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并考虑到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四届会议以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一届会议最近关于为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办法提供人员配备支持的呼吁]，留出充分资源的和人员

用于秘书处的工作； 

(6) [向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一份路线图，概括加强卫生部门在实现

2020 年及之后目标方面[进行参与]/[做出贡献]的具体行动，并提交关于编写 2.1

之二中所要求报告的进展报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