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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 

要点 

 • 确保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和防治非传染性疾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环境和能源部可以在推动实现环境和气候目标的同时促进健康权，并相应
倡导采取行动防治非传染性疾病。

 • 法规，财政政策和清洁技术是强大的双赢工具。
 • 寻求改善环境、能源和卫生政策的国家可以找到支持。
 • 地方政府和市政府是关键。

环境和能源部 
长需要了解的信息

关于非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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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和防
治非传染性疾病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

• 确保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
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之一。

• 环境与人类健康相互关联。2012年，全球
有四分之一的死亡（1260万）由不健康环境
造成。仅空气污染每年就造成600万人死
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1 

• 主要来自木材、木炭、粪便和煤炭等产生
污染的燃料和技术的家庭空气污染助长
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使妇女和儿童尤其
容易受到非传染性疾病影响。全球每年有
430万人因家庭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通
过增加使用清洁燃料和负担得起的现代
能源，可以避免许多此类死亡。2 

• 有害物质（包括水、土壤和食品中的化学
物质）、自然灾害、环境退化和紫外线辐
射是导致100多种疾病的主要因素，例如
哮喘、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这些负担大多
落在弱势和边缘群体身上。3, 4 

• 减少接触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有利于
缓解环境和气候变化。

1	 世卫组织（2016年）。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6/
deaths-attributable-to-unhealthy-environments/en/

2	 世卫组织（2014年）。2012年家庭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负担。http://www.who.int/phe/health_
topics/outdoorair/ databases/FINAL_HAP_AAP_BoD_24March2014.pdf

3	 Norman,	RE等。环境暴露：未被充分认识的非传染性疾病致病因素。《环境卫生评论》2013
年，28(1),	59-65

4	 WHO	(2014).	Burden	of	disease	from	Household	Air	Pollution	for	2012.	http://www.who.int/phe/
health_topics/outdoorair/databases/FINAL_HAP_AAP_BoD_24March2014.pdf

考虑到非传染性疾病、贫困、不平等、经济

增长、气候行动及其他目标和指标之间的关

系，实现非传染性疾病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将对整个2030年议程都有好处。世卫组织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参与联合国全系统范围更

大规模的应对措施，支持以全政府方式应对

非传染性疾病。根据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

世卫组织向卫生部门提供技术援助，以绘

制流行病地图，确定国家目标，制定多部门

政策和计划，并加强卫生系统应对能力。根

据其2018-2021年战略计划	5和2016-2021年

艾滋病毒、卫生和发展战略6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利用其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加强有效包

容性治理及建设有恢复能力的可持续卫生

系统的工作支持卫生部门内外的非传染性

疾病防治行动。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2021年战略计划。http://undocs.org/DP/2017/38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2016-2021年艾滋病毒、卫生和发展战略。http://www.undp.

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hiv--health-and-development-
strategy-2016-2021.html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6/deaths-attributable-to-unhealthy-environments/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6/deaths-attributable-to-unhealthy-environments/en/
http://www.who.int/phe/health_topics/outdoorair/
http://www.who.int/phe/health_topics/outdoorair/
http://www.who.int/phe/health_topics/outdoorair/databases/FINAL_HAP_AAP_BoD_24March2014.pdf
http://www.who.int/phe/health_topics/outdoorair/databases/FINAL_HAP_AAP_BoD_24March2014.pdf
http://undocs.org/DP/2017/38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hiv--health-and-development-strategy-2016-2021.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hiv--health-and-development-strategy-2016-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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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非传染性疾病？为什么要整个政府
合作应对？

四种主要非传染性疾病是:心血管疾病(包括

心脏病和卒中)、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

道疾病。

每年有40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

1500万人死于30岁至69岁之间。这些非传染

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中有80%以上发生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非传染性

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由四种主要行为危险因

素造成：吸烟、有害使用酒精、缺乏身体活动

和不健康饮食。

这些非传染性疾病的行为风险因素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环境、城市规划、贸易、青年和体

育、劳动、税收、教育和其他“非卫生”部门的

政策。这意味着，通过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政

策一致性，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早期疾病、

死亡和残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鉴于非传染性疾病造成巨大社会、经济和环

境负担，有可能确定所有相关部门都能从中

受益的战略和方法。防治非传染性疾病可以

为实现《2030年议程》所需的新型、更深入多

部门伙伴关系开辟道路。

 - 吸烟每年造成超过700万人死亡，而香
烟烟头是世界上被丢弃最多的废物（每
年产生16.9亿吨有毒垃圾），其中成百
上千万个烟头污染着全世界的海洋和
海岸。7	烟草种植是森林砍伐最具侵略
性的原因之一；它占全球森林砍伐的5%
，还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

 - 饮酒和富含动物脂肪的饮食会助长非传
染性疾病流行，且需要依赖向大气释放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烟草：对我们海洋的威胁。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
home/blog/2017/5/ 24/-Tobacco-a-threat-to-our-oceans.html。

大量温室气体的农业实践。8	目前，畜牧
业导致近15%的人类引起的温室气体排
放；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使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和消费（针对非传
染性疾病有保护作用）变得更加困难。9 

 - 鼓励步行、骑行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有
助于保护环境和减少碳排放，也是防治
由缺乏身体活动和车辆排放导致的非传
染性疾病的关键。

2. 环境和能源部可以在推动实
现环境和气候目标的同时促
进健康权，并相应倡导采取
行动防治非传染性疾病。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协
定》和《仙台减灾框架》都承认人类、地球
与繁荣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0	同时处理
环境、能源和健康问题的行动举例如下：

处理燃料和排放问题

• 优化化石燃料补贴（例如，为液化石油气
等清洁燃料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取消
对煤油等产生污染燃料的补贴），制定
道路使用者收费计划/城市道路定价，以
及对燃料和机动车征税。

• 推广低排放技术、积极的环保交通（如步
行、骑行、低排放公交）和可再生能源（如
更多依赖水电、风能和太阳能。

• 确保家庭用上负担得起的清洁燃料和能
源，并特别注意家庭烹饪和取暖的性别和
不公平问题（例如通过让更多人用上担得
起的清洁炉灶。

8	 粮农组织（2014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16137/
icode/。

9	 世卫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将全球重点相互联系起来：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
康。https://www.cbd.int/health/SOK-biodiversity-en.pdf。

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星球健康—问题摘要。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
home/librarypage/hiv-aids/issue-brief---planetary-health.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blog/2017/5/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blog/2017/5/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16137/icod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16137/icode/
https://www.cbd.int/health/SOK-biodiversity-en.pdf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issue-brief---planetary-health.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issue-brief---planetary-heal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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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呼吁书

各国政府（而不仅仅是其卫生部）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支持防治非传染性

疾病。

环境和能源部门是政府防治非传染性疾病行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消耗地球生态基础设施和扩大污染范

围，我们实现人类健康和福祉的成本不断增

加。空气污染、接触化学物质和大量开采自然

资源，我们已经破坏了自己的生命支持系统”。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	

使工作场所安全

• 禁止在新建筑中使用石棉，并推动换掉现
有建筑中的石棉11；实施有关生产、进口和
使用其他癌症相关化学品的全面立法。12

• 在工作环境（如建筑、采矿、拆船、农业、车
间）中实施预防和管理职业性非传染性疾
病（如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措施。

• 支持综合干预措施，增加户外工作人员的
防晒行为（如教育、提供紫外线防护服和
防晒霜）。13

• 支持在工作场所、酒吧、餐馆和所有其他
公共场所禁烟。

处理有害物质问题和保护自然资源

• 管理有害物质、化学污染物和废物，包括
医疗和制药废物（例如回收和安全处置汞
和电子产品。

11	 世卫组织（2016年）。通过有益健康的环境预防疾病。http://apps.who.int/iris/
bitstream/10665/204585/1/ 9789241565196_eng.pdf?ua=1

12	 采用《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等指南。另见Rigolle,	C.等。欧洲有关癌症相关化学制
剂的法规有多有效？《流行病学和社区卫生杂志》2013年，67(7):	539-541。

13	 Horsham,	C.等。降低户外工作者皮肤癌风险的干预措施：对2007年一份系统综述的更新。《生物医学
中心-研究笔记》2014年，7:10。

• 提倡在食品生产中减少使用杀虫剂和化学
品及减少有害使用抗生素。

• 通过立法并鼓励采取行动保护森林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绿色区域和空间。

• 促进结束烟草种植，支持烟草种植户向替
代经济活动过渡。

形成伙伴关系

• 与民间社会合作，帮助提高对健康和环境
的公共和政治意识，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
行动问责并确保其履行承诺。

• 促进并与企业和行业合作，促使其认识到
考虑经济活动与健康之间联系能产生社
会和环境效益。

监测进展情况

• 评估和监测能源和环境政策、规划和项目
对卫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弱势和边缘群体
的影响，例如通过健康影响评估和将健康
考虑纳入环境评价。14, 15, 16

3. 法规、财政政策和清洁技术是
强有力的双赢工具。

世界各国正在实现有效法规、明智财政政
策以及向清洁和更高效技术过渡所带来的
多种健康和发展效益。

• 英国和德国防止家庭接触氡的法规和措施
（例如改善通风系统、安装防护材料和避
免使用释放氡的材料）在减少癌症方面具
有成本效益。17

14	 世卫组织（2017年）。健康与环境联系倡议。http://www.who.int/heli/impacts/hiabrief/en/
15	 南部非洲环境评价研究所。将健康和社会问题纳入东部和南部非洲资本开发项目规划和执行的影响评

价中。
1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将卫生和性别因素纳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

指南。南部非洲环境评价研究所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中心编写。https://
hivlaw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 2017/11/EIA_New-Guideline-2017.pdf

17	 Coskeran,	T等。对室内氡气治理规划进行成本效益研究的新方法：英格兰中部初级保健信托计划内获
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全环境科学》2006年，366(1),	32-46。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04585/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04585/1/
http://www.who.int/heli/impacts/hiabrief/en/
https://hivlaw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
https://hivlaw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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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买加最近提高了对酒精、烟草、汽油和
机动车的特别消费税。18税收的增加将在
保护环境的同时产生数十亿收入。牙买加
将此项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国家卫生基金。

• 泰国湄宏顺府与中央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合
作，为居民提供了经济实惠（4-6美元）的
炉灶，从而减少家庭烟雾，保护森林，减少
拾柴需求。零售食品的小贩也可以获得更
多收入，因为他们有更多时间卖东西，而
且所售食物的品种也增加了。19

环境、能源与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相互
重合的经济机会

将环境、能源和健康联系起来的投资和干预

措施可以支持保住“底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指出，将气候变化措施纳入经常性经济政

策到2050年将使二十国集团各国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5%。同时，投入资金预防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可以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避免

生产能力损失和医疗费用，预计2011-2030年

期间，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这两方面损失高

达21.3万亿美元。20

世卫组织建议：(1)取消能源补贴，征收碳税，

这符合各国国家利益，且每年将筹集约3万亿

美元，占全球GDP的3%21；(2)所有国家将每包

香烟的消费税提高0.80美元，这会给全球带

来141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这些收入可以用于促进增长的公共支出，例

如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22

18	 牙买加观察（2017年）。提高对汽油、酒类和机动车牌照的征税。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 
news/ Increased-taxes-on-gasoline--alcohol--motor-vehicle-licensing

1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泰国北部提供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的机会。	
http://www.th. 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presscenter/articles/2016/03/03/undp-
provides-access-to-clean-cooking-solutions-in-northern-thailand.html

20	 Goodchild,	M、Nargis,	N和d’Espaignet,	ET。全球吸烟引发疾病的经济成本。《烟草控制》，首次在
线发表：2017年1月30日。doi:	10.1136/tobaccocontrol-2016-053305		

2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将卫生问题置于气候协议的中心—给财政部长的信息。http://www.afro.
who.int/sites/default/files/2017-06/didyouknow-finance-ministers.pdf

22	 同上。

4. 寻求改善环境、能源和卫生
政策的国家可以找到支持。

环境、能源和卫生部门可以受益于国际社
会对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支持。这方面
的例子包括： 

• 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世卫组织和挪威
政府是“生命呼吸”运动的伙伴，该运动旨
在提高对造成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的短
寿命气候污染物的健康风险的认识并呼
吁采取行动，从而动员个人、城市和政府
行动起来。23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太阳能促进健康倡
议”旨在支持非洲、中亚和阿拉伯国家政府
与社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为卫生中
心配备太阳能板，确保其获得基本电力，
从而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增加获
得优质卫生服务的机会。24 

• 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烟草种植户从事替代
经济活动，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第17条和第18条行动的补充。25

•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与公共、私营和非营
利伙伴网络合作，加速发展中国家生产、
部署和使用清洁高效炉灶和燃料。这项
工作符合世卫组织《室内空气质量指南：
家用燃料燃烧》，有助于减少对木材、煤炭
和其他有污染的烹饪用燃料的依赖。女性
从中受益最多。26

• 还有其它若干网络和倡议（例如健康与污
染问题全球联盟、C40城市集团、倡导地方
政府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世卫组织的
城市卫生倡议和健康城市项目）支持地方
上有关环境和卫生的行动。

23	 世卫组织（2017年）。http://www.who.int/sustainable-development/news-events/breath-life/
about/en/

2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http://www.undp-globalfund-capacitydevelopment.org/en/
about-us/solar-for-health/.

25	 因此，各国可以：(1)减少烟草对环境的影响（例如，烟草种植造成的森林砍伐和土壤退化以及使用杀
虫剂和乱扔烟头造成的水和土壤污染）；(2)（通过减少接触杀虫剂、尼古丁中毒和烟草萎黄病）改善
种植者的健康状况；(3)改善种植者的生计（事实证明，竹子等其他作物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回报）
；(4)在加强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国家作物生产多样化。

26	 世卫组织（2016年）。燃烧的机会：清洁家用能源促进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妇女儿童福祉。https://
www.who.int/airpollution/publications/burning-opportunities/en/

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
http://www.th
http://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presscenter/articles/2016/03/03/undp-provides-access-to-clean-cooking-solutions-in-northern-thailand.html
http://undp.org/content/thailand/en/home/presscenter/articles/2016/03/03/undp-provides-access-to-clean-cooking-solutions-in-northern-thailand.html
http://www.afro.who.int/sites/default/files/2017-06/didyouknow-finance-ministers.pdf
http://www.afro.who.int/sites/default/files/2017-06/didyouknow-finance-ministers.pdf
http://www.who.int/sustainable-development/news-events/breath-life/about/en/
http://www.who.int/sustainable-development/news-events/breath-life/about/en/
http://www.undp-globalfund-capacitydevelopment.org/en/about-us/solar-for-health/
http://www.undp-globalfund-capacitydevelopment.org/en/about-us/solar-for-health/
https://www.who.int/airpollution/publications/burning-opportunities/en/
https://www.who.int/airpollution/publications/burning-opportuniti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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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能源部长需要了解的信息
关于非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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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设学术伙伴关系可以加强证据基
础。联系民间社会参与可以支持宣传，并
有助于确保对所有行动者问责。

5. 地方政府和市政府是关键。

地方政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使环境、能源
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领域加快取得进展。
这是因为：

• 如果规划得当，城市化进程对实现环境
和卫生目标有力。反之，糟糕的规划会助
长非传染性疾病流行。27	到2050年，全世
界70%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而2030年和
2010年的比例分别为60%和50%。但是，
今天全世界只有将将十分之一城市实现
污染控制目标。28那些生活在城市贫民窟
的人（目前有8.8亿，估计2050年将达到20
亿）最易患非传染性疾病；他们接触的（室
内外）空气污染更多，更可能吸烟，更不容
易获得健康食品，更难以获得基本卫生服
务、用水和环境卫生设施。29

• 环境、能源和卫生解决方案需要跨一系列
部门（环境、能源、卫生、农业、教育、住房、
基础设施、劳工、金融、交通运输和卫生设
施）采取协调行动，并需要政府、私营部门
和民间社会都参与其中。

• 城市领导层可以推动创新政策和方案。例
如：约旦安曼的可持续废物管理和转化为
能源	30；印度许多城市的低排放和主动出

27	 世卫组织（2016年）。全球城市卫生报告。http://www.who.int/kobe_centre/measuring/
urban-global-report/en/

28	 世卫组织（2014年）。全世界许多城市空气质量下降。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
releases/2014/air-quality/en/

29	 Haregu,	TN等。肯尼亚内罗毕城市贫民窟居民常见非传染性疾病的合并行为危险因素。《全球卫生行
动》2015年，	8:	10.3402/gha.v8.28697。

30	 全球环境基金（2017年）。安曼减少甲烷排放并将城市废物用作能源。https://www.thegef.org/
project/reduction-methane-emissions-and-utilization-municipal-waste-energy-amman

行（如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专用道31	；南
非城市的经济实惠和节能社区32；尼泊尔低
收入社区的安全绿地	33；肯尼亚纳库鲁的
公共场所禁烟。34

6. 如何开始

首先，环境和能源部应：

• 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非传染性疾病防治
协调机构，同时加强与卫生和其他部门（
如城市规划、住房、交通、农业、金融和劳
动）的伙伴关系。

• 确保充分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多部门非传
染性疾病防治行动计划。

• 绘制全国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与环境、能
源和相关政策交叉状况图；并在容易取得
成功的领域立即采取行动（例如禁止在新
建筑中使用石棉）。

• 开始制定全面的环境健康政策，全面、高
效地应对本国所有环境健康风险。

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和本可避免的痛苦

是21世纪的祸害。但是，有了正确的政策、正

确的投资和所有合作伙伴的正确支持，就可

以逆转非传染性疾病发展现状。

3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可持续城市交通方案。http://www.in.undp.org/content/india/en/
home/operations/ projects/environment_and_energy/sustainable_urbantransportprogramme.
html

32	 纳米能源（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关于南非城市住宅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最终
评价。https://www.climate-eval.org/sites/default/files/evaluations/514%20Solar%20Water%20
Heaters%20%28SWHs%29%20for%20Urban%20Housing.pdf

33	 巴克塔普尔市（2004年）。巴克塔普尔时环保局的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计划。
34	 世卫组织（2011年）。无烟纳库鲁—首个实施次国家级禁烟政策的东部非洲城市。http://www.who.

int/kobe_ centre/interventions/smoke_free/nakur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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