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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铅中毒仍然是全世界儿童健康的一个主要

威胁，危及其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如今，仅有 69 

个国家执行了含铅涂料的相关法律。 世卫组织有 194 

个成员国。我们呼吁各个国家在 2020 年前形成自己

的相关法律。让我们迫切地行动起来，尽全力为儿童

创造最好的未来。儿童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乃至全球

的未来。

     –   玛丽亚·尼拉 (Maria Neira) 博士 

公共卫生及健康问题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司司长

尚无明确的铅接触安全标准。铅严重加重了环境污染，

全球疾病负担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铅。铅对健康的影响

为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环境署呼吁所有

国家、部门以及利益相关者携手逐步淘汰含铅涂料，为

后代留下美好的遗产。

     –    杜安 (Jacob Duer) 
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司 

化学品与健康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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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旨在提高民众意识，以采取行动应对因铅接触而对人类（尤其是儿童）
健康造成的影响。行动周期间，政府、学术界、工业界和民间团体推动民众努力预防儿童铅中毒，并制定专门法律消
除含铅涂料。

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对铅的监管很少甚或没有，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儿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去年，“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期间，有 44 个国家举办了超过 67 场活动。今年是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
周 (ILPPW) 的第 6 年，举办周定于 2018 年 10 月 21 日至 27 日。

什么是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虽然许多国家早在很久之前就制定了含铅涂料的禁令，但含铅涂料的生
产和销售仍旧合法。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将含铅涂料用于家庭、
学校和其他建筑。 

获取已对含铅涂料实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控制措施的国家名单， 
参见 who.int/gho/phe/chemical_safety/lead_paint_

regulations/en/。

有控制措施 - 35%

无控制措施 - 36%

数据不明 - 29%

已对含铅涂料实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控制措施 
的国家，2018 年 6 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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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含铅涂料：与国家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法

律，消除含铅涂料，确保有效执行含铅涂料的相关法规。

动员做出改变
今年的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旨在帮助个人、民间团体组织、
工业界和政府联合禁用含铅涂料。

通过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利益相关者能够：

了解风险：了解铅的危害，尤其是含铅涂料的危害。

呼吁行动：提高意识，促进行动，预防铅中毒， 

尤其是儿童方面。

    此资源包提供了 
   可定制工具和资料， 
  用于配合政府和 
  本地团体，与不同的受众分享。

此资源包的资料包括：
◊	 重要信息
◊	  政府、工业界和民间团体组织的

行动
◊	 开展推广活动
◊	 组织意识活动
◊	 有效法律的工具
◊	  图文资料：海报、 

传单和网络横幅
◊	 社交媒体和多媒体推广
◊	 附加信息资源
◊	 接下来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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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32
铅接触影响人体健康， 
尤其是对儿童。

•  尚无明确的铅接触安全标准。

即便是少量的铅接触，也有可

能引发终身健康问题。

•  铅能够毒害多个身体系统，

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

生殖系统、肾脏系统、心血管

系统、血液和免疫系统。

•  铅对儿童正在发育的大脑危害

尤为明显，会削弱儿童的认知

能力、造成阅读障碍、注意力

涣散和反社会行为问题，从而

造成儿童智商下降。这些健康

问题也会使国家付出巨大的经

济代价。

含铅涂料是铅接触 
的主要来源。

•  铅被添加到有色颜料之类的涂

料中，以加快涂料干燥速度且

防腐。

•  随着含铅涂料的老化，漆面脱

落、破裂，使粉尘和尘土受到

铅污染。 

•  这种涂料用于家庭、学校和操

场时，就会成为铅接触的来

源，儿童很容易将手放入口

中，从而摄入粉尘、尘土或涂

料碎片。

•  生产和使用无铅涂料可以避免 

儿童和工人的健康风险。

需要制定含铅涂料 
相关法律以减少全球 
的铅接触问题。

•  阻断含铅涂料的新来源并推广

无铅替代品比修复受污染的家

庭、学校和操场更高效。

•  各国都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或

可执行标准，阻止生产、进口

和销售含铅涂料。

•  生产无铅涂料不会产生巨大的

附加成本，且可以获得可替代

的无铅成分。很多涂料厂商已

经不再向涂料中添加铅或已就

此做出承诺。 

1

4



政府、工业界和民间团体组织的行动

•  基于《规范含铅涂料的示范

法和指南》，对涂料中的铅

含量建立和实施具有保护性

的立法限制。

•  加强涂料中的铅含量相关的

现行法规或立法限制，它们

虽已施行，但不足以保护公

共健康。

•  作为政府“捍卫者”，鼓励

他国政府采取行动，尤其鼓

励区域性组织采取行动。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严

格遵守合法限制。

•  与政府共同支持发展和实施对涂料中的

铅含量进行的具有保护性的法律限制。

•  “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期间，在全国性、区域性、全球性行

业活动（包括线上活动和社交媒体上的

活动）中，继续传播含铅涂料的风险意

识。

•  在立法限制不够到位的国家倡导重新生

产含铅化合物的涂料，在现行或正制定

此类限制的国家倡导遵守此限制。

•  与合格组织合作制定可行的认证计划，

以帮助消费者识别安全的含铅涂料。 

•  分享大中小型企业重新生产含铅涂料的

知识，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含铅涂料

限制。

•  与政府共同支持发展和实施针

对涂料中铅含量的立法限制。

•  鼓励工业界淘汰含铅涂料的生

产和销售，支持发展和 

实施对涂料中的铅含量进行具

有保护性的立法限制。

•  提高含铅涂料的危害意识， 

对消费者进行相关教育。 

•  为政策制定者、学校、社区和

媒体提供含铅涂料的危害和如

何预防铅中毒的相关信息。

政府

5

工业界 民间团体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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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并展示您的努力，用其吸引受众的注意力。1

2

3

4

5

6

7

 阐明您的信息，使其明确、清楚。

向受众传达益处。

展示一致的信息。

通过展示真实可靠的信息建立信任。

 包括呼吁行动，例如呼吁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控制
措施，控制涂料中的铅含量。

 使用能唤起情绪和提供事实的资料。

当您开始为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做准备时，您应该基于地方和国家的需求，关注自身推广能力。

成功的活动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开展推广活动

发展一项总体交流目标。定义问题参数，关注您
想要现在行动的理由。定义您的受众和您想要看
到您的交流策略带来的改变。

1

2

3

4

5

确保您的主要信息清楚、简明且与受众相关。 
规划拍照机会和相关标题，它们能更好地强调重
要信息。

确定您想采用的资料。

将信息发布到您的联系人网络和各种媒体实体上。

 发展长期计划，持续处理涂料中的铅含量问题。

考虑以下行动步骤：



和本地利益相关者交流合作，识别您所在社区的特定需求。

 2017 年一 
场意识活动的案例

孟加拉国的环境与社会发展组织 (ESDO)发

起了一场有关含铅涂料的高端对话。 政府

官员及孟加拉涂料厂商公会和学术界的代表

会面讨论呼吁快速推行含铅涂料禁令。

大马涂料厂商公会组织了一个名为： 

“迈向无铅涂料——大马环境”的论坛。 

此次论坛教育了涂料行业、利益相关者和政

府主体对含铅涂料的使用和致力于消除含铅

涂料生产的需要，为的是在 2020 年之前在

马来西亚实现无铅涂料的目标。

7

组织面对面活动，可以在增强意识的同时形成阻止您所在社区铅接触的紧迫感。  

为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组织和开展一场活动，采取以下步骤：

组织意识活动

1

2

3

4

5

6

7

带着适合您受众的目标，开展本地化活动计划。

为所需材料创建预算。

保护会场，宣传您的活动。

在活动周期间和结束后，推广您的活动。

活动周之后，确定随后要到的区域和接下来的步骤。

开展呼吁行动，动员您的受众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很荣幸在“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期间分享以下工具支持行动。

有效法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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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含铅涂料的示范法和指南》

• 为草拟新法或修改现行法律的国家提供限制涂料中的铅含量的指南；
• 包括适用于国家立法系统的示范法；
• 建议涂料中铅含量的特定限制，推动国际一致性。
• 引进目前其他国家正在使用的最具保护性和可行性的合法限制。

消除含铅涂料的立法工具箱

• 提供详细信息，支持含铅涂料相关法律的需求；
• 讨论为什么含铅涂料是健康、环境和经济的隐患； 
• 提供测量涂料和血液中铅含量的分析方法的相关信息。 
• 确定可用的无铅颜料和用在涂料中的其他添加物；  
• 描述中小型涂料厂商在转换成无铅添加物时面临的挑战；
•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铅测试结果。 

《合法限制涂料中铅含量的全球状态更新》

  • 提供含铅涂料法律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综述；
     • 告知市民国家是否有严格的法律限制；
       • 能用于推动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立法。

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publication/
model-law-and-guidance-regulating-lead-paint

unenvironment.org/toolkit-establishing-laws-
eliminate-lead-paint

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publication/2017-
update-global-status-legal-limits-lead-pain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publication/model-law-and-guidance-regulating-lead-pain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publication/model-law-and-guidance-regulating-lead-pain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toolkit-establishing-laws-eliminate-lead-pain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toolkit-establishing-laws-eliminate-lead-pain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publication/2017-update-global-status-legal-limits-lead-pain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publication/2017-update-global-status-legal-limits-lead-paint


“联盟”有图文资料支持您在社区组织活动。这些资料有助于为整个“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创造大众视
觉设计，我们鼓励您将其用于您所在社区或组织资料的开发。

使用官方图标、海报和传单会将您当地的努力和全球广泛的努力连到
一起，共同禁用含铅涂料。在贵组织网页上添加网络横幅能够增加“
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的可视性。网络横幅可以呈垂直方
向、水平方向摆放或呈正方形。网络横幅和可修改的海报和传单皆采
用 6 种语言：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访问以下网址，在线下载所有资料 
who.int/ipcs/lead_campaign/materials/en/。

图文资料：海报、传单和网络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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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横幅样本

网络海报/传单样本

了解风险

教育社区

禁用含铅涂料

#ILPPW2018  #BanLeadPaint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zh/

2018年10月21日至27日  

2018年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materials/en/


查看推广邮件草稿和用于发到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社交媒体海报样本，
以及今年的行动周所需所有资料，参见 who.int/ipcs/lead_campaign/zh。

您也可以制作自己的海报，凸显您为“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所开展的活动。发布含铅涂料国际活动相关内容时，使用主题标签  
#禁用含铅涂料。对于更广泛的铅行动，包括地方、国内、国际的行动， 
添加标签 #ILPPW2018。

如果您正在使用 Twitter，推送时加上标签：@UNEnvironment、  
@WHO、 @EPA、 @EPAallnations 和 @ToxicsFree。

访问以下网址，获取有用的视频资料：

•  本视频来自联合国环境署，说明了横幅对于 
禁用含铅涂料的重要性 vimeo.com/172100517。

•  本视频来自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AICM)，说明了含铅涂料成为新兴
政策问题 vimeo.com/140759933。

社交媒体和多媒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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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社交媒体和多
媒体活动的案例
 

联合国环境署制作了一个 YouTube 

视频，关于喀麦隆含铅涂料新立法的

重要性。 

 在社交媒体上采用 #禁用含铅涂料  

主题标签的用户量超过 1.45 千万。

阿根廷生态学家研讨会发起将“2017 

年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

的信息传播出去 包括展示阿根廷全国

对于含铅溶剂型涂料用量的报告和敦

促卫生部将现行涂料中铅含量限制从 

600ppm 修改成 90ppm 的请愿书。 

观看西班牙文新闻视频。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zh
https://twitter.com/UNEnvironment?lang=en
https://twitter.com/WHO
https://twitter.com/EPA
https://twitter.com/EPAallnations?lang=en
https://twitter.com/ToxicsFree
https://vimeo.com/172100517
https://vimeo.com/14075993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AxHkZ22HI


获取铅相关一般信息，参见：
• 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lead/zh/

• ipen.org/projects/eliminating-lead-paint

获取 2017 年行动报告，参见：
• who.int/ipcs/lead_campaign/objectives/zh/ 

• ipen.org/documents/international-lead-poisoning-week-

  action-2017

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卫生瞭望》，获取已对含铅涂料实行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控制措施的国家（以及没有合法控制或信息不明的国家）地图： 
who.int/gho/phe/chemical_safety/lead_paint_regulations/en/

获取含铅涂料的国家地图，参见 ipen.org/projects/eliminating-lead-
paint/lead-levels-paint-around-world。

获取“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 (ILPPW)”相关信息，包括铅中毒情况说明书和
健康问答，参见：
• 阿拉伯文：who.int/ipcs/lead_campaign/ar/

• 中文：who.int/ipcs/lead_campaign/zh/

• 英文：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en

• 法文：who.int/ipcs/lead_campaign/fr/

• 俄文：who.int/ipcs/lead_campaign/ru/

• 西班牙文：who.int/ipcs/ lead_campaign/es/

附加信息资源
 2017 年意识 
活动的案例

格鲁吉亚的 Gamarjoba 进行了一次调查，

发现格鲁吉亚市场上约三分之一的涂料含

铅，但是标签并未说明任何对于铅含量的警

告。Gamarjoba 向议会和环境部递交了一份请

愿书，提出合法控制涂料中的铅含量。

农药行动关系协会 (PAN-Ethiopia) 在亚的斯 亚

贝巴联合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 (MEFCC)组

织了一场活动以推动“埃塞俄比亚无铅涂料行

动”。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 (MEFCC)向部

长理事会提交了含铅涂料草拟法规的终稿用于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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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lead/zh/
http://ipen.org/projects/eliminating-lead-paint
h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objectives/zh/
http://ipen.org/documents/international-lead-poisoning-week-action-2017
http://ipen.org/documents/international-lead-poisoning-week-action-2017
http://www.who.int/gho/phe/chemical_safety/lead_paint_regulations/en/
http://www.ipen.org/projects/eliminating-lead-paint/lead-levels-paint-around-world
http://www.ipen.org/projects/eliminating-lead-paint/lead-levels-paint-around-world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ar/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zh/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en/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fr/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ru/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es/


3
查看和分享有用的资源，包括《合法限制涂料中铅含量的
全球状态更新》、消除含铅涂料立法工具箱和《规范含铅
涂料的示范法和指南》。

2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您的活动及相关信息，并分享/转发他人的
努力，使用主题标签 #禁用含铅涂料。

 消除含铅涂料 
全球联盟  

“预防铅中毒国际行动周”是消除含铅涂

料全球联盟提出的一项倡议活动，与联合

国环境署和世卫组织的联合秘书处合作， 

由美国环境保护局主持。

“联盟”的总体目标是避免儿童接触涂料中

的铅，将日常暴露在含铅涂料中的几率降到

最低。“联盟”的广泛目标是推动淘汰含铅

涂料的生产和销售，最终消除这类涂料带来

的风险。

致谢

由衷感谢美国环境保护局协助生产此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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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步骤 

1
一旦您组织了活动，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页 who.int/

ipcs/lead_campaign/event_registration/en/ 

上注册您的活动

4 与政府领导人和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合作致力于制定含铅
涂料相关法律。

5  政府、民间团体组织和商界可以作为伙伴加入消除含铅涂料
全球联盟。访问 unenvironment.org/noleadinpaint。

WHO/CED/PHE/EPE/18.06/ZH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event_registration/en/
http://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event_registration/en/
http://www.unenvironment.org/noleadinpa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