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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场文件是为正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和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各国政
府、决策者、联合国机构和发展伙伴编写的1 。述为什么有关NCDs的强有力行动
必须成为更好地应对COVID-19、从疫情中恢复和“重建更好世界”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并就应立即采取、着眼于中长期的步骤提出建议。本简报由工作队筹
备编写。

各国各地正处于COVID-19大流行
的不同阶段。然而，在大多数情况
下，COVID-19与非传染性疾病和不
平等交织作用，造成了一场本可以避
免的死亡和痛苦的“完美风暴”(2)，
导致卫生体系不堪重负、经济萎缩、
可持续发展遭受挫折，更让一些人陷
入雪上加霜的境况。

据估计，近四分之一(22%)的世界人
口患有基础病，这增加了他们对于
COVID-19的脆弱性；这些疾病大多
为非传染性疾
病(3)。

非传染性疾病现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死
亡、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它们每
年造成4100万人死亡，占全球死亡人
数的71%，其中有1500万人处于30
岁至69岁之间，由于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癌症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而过
早离世。超过85%的非传染性疾病所
致过早离世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11)。
 

1 本文件中，根据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宣言，“非传染性疾病”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在2018年联
合国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第三次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中，该术语得以延伸，纳入了精神卫生疾病。由于联合国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精神
卫生的政策简报(1)，本文件仅涉及上述四种疾病及其风险因素(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和空气污染)。

1 读者和范围

2 问题

在COVID-19之前，在实现包括降
低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率在内的
很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中，世界已经偏离了轨道。这一大
流行病使实现SDG目标7更具挑战
性(4)。COVID-19预计将引发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
(5)，造成就业和收入的巨大损失(6)
，产生粮食危机(7)，导致大规模
的贫困(8)。全球人类发展作为一项
综合了健康、教育和收入的衡量指
标，预计将出现30年来的首次倒退
(9)。由于非传染性疾病加剧了这一
大流行病及其广泛影响，必须将它
们视为应对、恢复和疫情后重建工
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而恢复和
推动进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必须继续成
为非传染性疾病综合行动的总体方
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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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涌现的证据显示了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相互作用的方式(12)。

• 非传染性疾病及其代谢、行为和环境风险因素与更容易感染COVID-19、更高的COVID-19
所致严重疾病和死亡风险有关(13–15)。

• 该流行病严重干扰了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诊断、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服务（方框1）。

• 对一些人来说，大流行和为此采取的措施（例如封城）增加了非传染性疾病的某些行为风
险因素，如缺乏身体活动、不健康饮食和有害使用酒精等(16).2 

• 长期而言，一旦恢复卫生服务，对卫生服务的压力可能会增加，而且
COVID-19幸存者中可能出现更多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并发症(19)。

• 在一些地方，公众和政府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关注导致针对烟草使用、有害使用
酒精、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人群的预防干预措施难以持续进行(20)。

有关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之间联系的更多信息请见补充文件《COVID-19
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证据状况：快速回顾》。

2 在某些环境中，家庭暴力在COVID-19期间有所增加(17)，有时因有害使用酒精而进一步加剧(18) 。

据估计，近四分之一（22%）的世
界人口患有基础病，这增加了他们
对于COVID-19的脆弱性；这些疾
病大多为非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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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 COVID-19严重扰乱了提供给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卫生服务

根据世卫组织2020年5月的一项调查(20)，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非传染性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服务遭到严重扰乱，因此导致许多人无法获得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癌
症或糖尿病的治疗。在所评估的163个国家中，有122个国家（75%）报告了非传染性疾
病服务因应对大流行而被扰乱。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超过一半（53%）的国家的高血
压治疗服务、49%的国家的糖尿病和糖尿病相关并发症治疗服务、42%的国家的癌症治
疗服务和31%的国家的心血管急诊服务被部分或完全扰乱。扰乱的程度与COVID-19的传
播水平相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见《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的证据状况：快速回顾》。

(75%) 报告了大流行应对措
施导致NCD服务部分或完全
被扰乱

53%
高血压治疗

49%
糖尿病和

糖尿病相关

治疗

癌症治疗

心血管急诊 所评估的NCDs预防和
治疗服务被扰乱的国家

122

42%

31%
163

COVID-19大流行也加剧了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在内的不平等.3 在许多弱势社
区，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同时发生、互相增强的“同步大流行病”，
与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相互作用并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22, 23)。贫穷、歧视、性
别和文化规范塑造了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的求医行为，也影响了卫生和其
他基本服务的获取、健康决策、风险暴露和护理负担(21, 22, 24)。

这一大流行病对移民和生活在脆弱和人道主义环境中的人们构成特别威胁，他们
的卫生系统长期薄弱，COVID-19和/或非传染性疾病的药品和基本用品供应链被
严重破坏，空间和住所过于拥挤，个人卫生和卫生设施不足(25)。残疾人是非传
染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因此面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时更加脆弱(26)。

多年来，国际社会未能充分保护世界远离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见下页方
框2），尽管人们早已能够获得必要的政策、战略和计划（见下页方框3），以及
有关非传染性疾病经济影响、在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方面进行投资可获得重
大回报的报告 。4, 5

3  例如，对COVID-19不平等情况的系统回顾(21)得出结论，少数民族面对更高的感染、住院和死亡风险。
4  据估计，2011年至2025年期间，非传染性疾病的经济影响超过7万亿美元。见参考条目27。
5 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28)阐述了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施成本效益最高、可行的NCDs预防和控制干预措施（世卫“最合算措施”）

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效益，表明这些国家如果实施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到2025年，他们将挽救1000万人的生命，到2030年，避
免1700万例中风和心脏病，每投资1美元便可获得人均7美元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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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 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缺乏进展

尽管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防治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这一势头自2010年以来有
所减弱，主要非传染性疾病的年龄标准化过早死亡率的年降幅有所放缓(29)。2020年，在世卫
组织用于审查194个国家减少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取得进展的10套指标中，没有一套指标是所有
会员国都全部达到的，10套指标中只有3套实现了大多数会员国（52-57%）全部达标(30)。目
前的降低率不足以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4（将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
一）。

2017年，联合国秘书长总结了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缺乏进展的情况(31)：

为实现2011年和2014年所作承诺而采取的行动是不充分的。

目前的进展状况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具体目标3.4。
世界尚有待兑现其以下承诺：采取措施，通过预防和治疗来降低因非传染性疾病而过早死亡的
风险。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大力推进各项倡议，以方便人们得到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和安全、有
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及疫苗，以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政治承诺并未化为具体行动。

在经济和贸易促进利益驱使下，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因素，许多政府以下方面的工作受阻：实施
一些“最合算计划”和所建议的其他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干预措施（包括对烟草、酒精
和加糖饮料课税），以及执行各项政策，以减少富含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酸、游离糖或游离盐
的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的营销对儿童的影响。

在各国制定和实施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政策的政策空间和领导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
距。

虽然干预措施所需资金额度不大，而且经济合算，但国内资源和国际金融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
供资仍然严重不足。2011年以来，用于促进从其他来源调动更多资源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一直接
近于零。

2018年，《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政治宣言》承认：

发展中国家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持续过度增加。

在实现对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所作承诺方面采取的行动不够充分。迄今已有的进展和投资
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3.4。

世界各国尚未兑现在各级采取措施以减少因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和致残风险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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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不缺乏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政策、战略、行动计划和指导

2000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战略(32)

2003年通过并于2005年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33)和2012年通过并于
2018年生效的《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34)

三次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联合国大会，产生了2011年的高级别政治宣言、2014年的成果文件
和2018年的另一个政治宣言(35–37) 两个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第一个面向2008-2013
年(38)，第二个面向2013-2020年(39)，并于2019年延长至2030年(40)

世卫组织在《2013-2020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37)中首次公布了一系列成本效益
高、可行的政策行动，即所谓的“最合算措施”和推荐干预措施，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
险因素，并于2017年进行了更新(41)6 

针对具体疾病和风险因素的战略、指导和工具 (42)

现在针对非传染性疾病采取恰当行动，可以挽救生命，缩小健康差距，增强对
COVID-19和未来大流行病的抵御能力，并有助于恢复工作进展，广泛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应立即抓住机会，采取加强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并将其作为加强
卫生系统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

6

6   全球实施“最合算措施”，到2025年，将挽救1000万人的生命，到2030年，将预防1700万例的中风和心脏病。见参考条目41。

COVID-19正与非传染性疾病和不
平等交织作用，造成一场本可以避
免的死亡和痛苦的“完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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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进之路

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必须是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级各级即刻应对COVID-19
、从疫情中恢复的重要工作组成部分，也是疫情后重建更好世界、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内容7。当前存在各种重大机遇，可将非传染性疾病的预
防和控制纳入应对COVID-19及其影响的措施，重点关注那些最落后的领域。

首先，各国应:

• 快速评估COVID-19大流行中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基本服务。

• 尽可能的尽快恢复和扩大对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护理，确保他们免遭
COVID-19感染，并在健康8 和社会保护中得到关注。

• 提高民众对COVID-19与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联系以及弱势群体如何保护自己的认识。

• 识别在人口层面减少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的各种机会，关注包括身处人道主义环境的脆
弱社区9 

应使用数字技术支持这些活动(45)。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联合国社会经济响应工作的牵头技术机构)下一阶段的响应工作旨在帮助决策者在治理、社会保护、绿色经济和数
字化颠覆这四个综合领域超越疫情后的恢复工作，将目光投向2030年。这些领域中的有效响应对于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健康工作至
关重要。更多信息请见参考条目43。

8 根据参考条目12和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20年5月）《低能力和人道主义环境下有关COVID-19防范和应对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
施的准备和响应》。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日内瓦。

9 举例见参考条目44。 

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必须是全球、
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级各级即刻
应对COVID-19、从疫情中恢复、
重建更好世界、实现2030年议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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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传染性疾病领域，重建更好工作也必须现在就开始。这包括：

让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和受影响者参与分享知识、提高认识和提供服务。非传
染性疾病患者应参与国际金融、发展援助和贸易等领域的非传染性疾病决策
以及在健康和医疗卫生响应方面的决策。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这些团
体对于倡导权利和促进有利于健康的环境至关重要。

增加所有各级对于非传染性疾病的资助，使其与这些疾病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相符。 应根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增加国内和国际资金10 (47)。

解决非传染性疾病与健康的社会、经济、商业和环境决定因素问题(48)，包
括实施大胆的、包括财政措施在内的政策、立法和监管措施，尽量减少非传
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的影响，消除卫生服务的障碍。对烟草产品、酒精
饮料(49)、含糖饮料和化石燃料等有害产品征收“健康税”是SMART11 和
具有成本效益的(50)。它们增加收入，改善健康和健康公平性，避免健康和
经济成本，所有这些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都是很有必要的。取消对化石
燃料的补贴也有利于环境。

推动全民健康覆盖，确保福利方案中包括非传染性疾病，而且非传染性疾病
患者在接受治疗护理时不会面临经济上的困难。各国应优先考虑高质量的初
级卫生保健和全人群预防非传染性疾病。

收集更好的数据并更好地使用数据，在各个国家和社区“讲故事”，讲述高
血压、癌症、糖尿病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情况、他们的风险因素以及
治疗水平、护理质量和减轻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方面取得的进展。数据也正用
于鼓励采取行动，减少健康、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方面的不公平性。

10 例如，根据参考条目46。为联合国促进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国家行动多伙伴信托基金提供资金，并促进全球基金的支持，解决合并
感染和共病问题。

11 挽救生命、调动资源、解决卫生不平等问题、减轻卫生系统负担并针对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SMART）。Jeremias Paul Jr. 网
络研讨会：“提高税收以资助公共卫生系统应对COVID-19和预防未来大流行”。世卫组织印度尼西亚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oYrKf2skj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YrKf2skj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YrKf2sk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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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差距和线上线下人们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成为卫生不公平的新面貌。作
为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响应工作的一部分，数字和健康素养必须加以
提升。

伙伴关系对于推动行动和评估进展至关重要(51)。民间社会应要求各国政府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履行责任，例如，就贸易和经济决定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以及
就它们承诺推进基于权利和平等的对待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的做法负责。
私营部门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政府采取行动，而且利益冲突必须得以识
别和管理。青年倡导者和青年团体可就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畅所欲言。

上述领域的行动必须基于包容、基于权利和符合性别特点的方式（方框4）。12

12 亦见参考条目52和54。

方框 4. 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的应对、恢复和重建更好
工作中12

优化卫生资源分配; 至少确保有足够的分配额来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人的健康权。

规定预算用途，确保基本卫生和其他基本服务的可获得性。

确保按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民族和其他与不平等有关的因素收集和分类数
据。

确保将健康的决定因素作为成本充分核算的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达到核心最低限度义务
要求，实现健康权。这些核心的最低限度义务包括获取药品、公平而不受歧视的获取卫生设
施、物资和服务，以及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最低数量的食品。

加强初级预防，解决导致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的社会、经济、商业和环境决定因素，包
括提高健康素养，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环境，实施有效策略，减少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
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和空气污染。

确保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有意义地、建设性地参与国家和次国家级规划，并采取具体措施确保
边缘化群体和人群的参与。建立参与式预算编制和审查机制，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均有代表参与
其中。

确保实施具体措施，保护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和人群的各项健康权，即使在资源严重受限的情况
下依然如此。

让妇女参与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管理的决策、执行和监测，以便考虑到她们的重点和需要。

确保女性健康工作者获得同等报酬、担任领导职务并能在不必担心暴力的情况下履行职责。

让妇女社区组织参与应对和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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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线图

卫生部门具体行动

对COVID-19立即作出社会经济响应的《联合国框架》(54)的第一个支柱是，即
使在大流行期间，也要维持基本的急救卫生服务，对弱势和边缘化人群尤其如
此.13 。世卫组织关于在COVID-19情况下维持基本卫生服务的业务指南(12)强调
非传染性疾病、营养和精神卫生，并就哪些非传染性疾病服务应优先提供和进行
调整提出建议，从而安全地提供服务，恢复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以及慢性肾脏疾病和口腔健康状况的预防、筛查、诊断服务、疾病管
理、康复和姑息治疗。

按照持续取得进展、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要求，非传染性疾病可被纳入卫生系统
应对COVID-19的各项措施（方框5）。
14 

13 联合国发展系统在这一支柱下提供的支持包括提供分析和政策支持以及快速技术指导；支持追踪和接触弱势人群；以及项目实施和技术
支持。

14 例如，获取戒烟行动倡议。Florence是世卫组织的第一位虚拟卫生工作者，Meet Florence旨在帮助世界13亿烟民戒烟。她使用人工
智能来消除关于COVID-19和吸烟的误解，并帮助人们制定个性化的戒烟计划。见https://www.who.int/news-room/spotlight/ai-for-
quitting-tobacco-initiative.

方框5. 卫生部门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行动举例

向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及其护理者)提供针对性的指导，说明他们的脆弱性、如何保护自
己(55)以及如何获得COVID-19的检测和其他服务(44)。提供信息的形式和语言应使包括
少数民族社区、残疾人和移民人群在内的所有人都能获取。

提高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对其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获取高质量非传染性疾病护理和管
理的权利的认识（法律素养）。

鼓励并使社区和民间社会能够向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提供当地支持，使他们在社区传播期
间能够自我隔离并保持联系。

向患有非传染性疾病或面临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的人通报卫生服务的任何调整，包括安全
方面的调整，以及如何获取支持。

扩大数字技术应用的规模，有效提供健康促进服务14 

提高认识

https://www.who.int/news-room/spotlight/ai-for-quitting-tobacco-initiative
https://www.who.int/news-room/spotlight/ai-for-quitting-tobacco-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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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 卫生部门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行动举例

在大流行期间，重新组织和安全地保持高质量非传染性疾病基本卫生服务可及性，并计
划在适当时候恢复全面服务15 

在COVID-19应对和恢复期间，使用有效的虚拟机制保持非传染性疾病服务，并评估其
长期效用.16 

确保卫生保健工作者接受关于COVID-19与非传染性疾病之间联系的培训。

研究与开发 

通过分析非传染性疾病及其在人群中的风险因素，评估国家和地方卫生系统的脆弱性，
同时注意未诊断和未治疗的非传染性疾病的水平以及公平性，包括药品、疗法和诊断制
剂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

探索数字技术的潜在使用以支持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并确保偏远地区的可及性。

继续加强对COVID-19、非传染性疾病、不平等和健康决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了解。

确定COVID-19治疗和候选疫苗对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监测与监控

加强卫生系统的响应

按年龄、性别、民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分类收集和分析有关非传染性疾病如何影响
COVID-19卫生机构入院和死亡的数据。

继续监测COVID-19、非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以及其他共病因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包括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性如何改变这些因素。

监测大流行期间非传染性疾病患者获得高质量基本卫生服务的情况和持续提供这些服务
的情况.17 使用研究发现来规划面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激增能力和有针对性的支持。

15 16 17 

15 举例指标为：(1)急性心脑血管急症的住院人数；(2)患有非传染性疾病基础病的COVID-19患者百分比；(3)因低血糖和高血糖入院和出院
(包括死亡)的人数；(4)库存不足2个月且未确认将及时补充、或已确认或未确认补充的基本药品或用品；(5)接受子宫颈癌筛查的妇女人
数；(6)新诊断出的癌症患者人数；(7)需要姑息治疗的COVID-19和非COVID-19患者人数。

16 例如：(1)对时间敏感的紧急诊断服务(例如癌症、心脏病发作和中风)；(2)迅速调整初级和专科治疗服务，包括获取药品；(3)维持康复和
姑息治疗的护理系统和路径，包括为家庭照护者提供服务和免除行动限制。见参考条目12。

17 举例指标为：(1)急性心脑血管急症的住院人数；(2)患有非传染性疾病基础病的COVID-19患者百分比；(3)因低血糖和高血糖入院和出院
(包括死亡)的人数；(4)库存不足2个月且未确认将及时补充、或已确认或未确认补充的基本药品或用品；(5)接受子宫颈癌筛查的妇女人
数；(6)新诊断出的癌症患者人数；(7)需要姑息治疗的COVID-19和非COVID-19患者人数。



11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更广泛的部门行动

卫生部门以外的行动对于有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至关重要。这需要
许多部门的果断领导。作为COVID-19应对和恢复工作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及其
合作伙伴应该：

• 按照《世卫组织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以及《联合国社会经济响应框架》，将
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纳入国家级COVID-19应对和恢复计划；

• 确保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专业知识在COVID-19专题工作组中有所体现，并在
非传染性疾病协调机制中也有COVID-19方面专业知识的体现；

• 使用现有的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协调和信息网络，分享关于COVID-19和
非传染性疾病的信息；

• 确保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参与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方面的工作(56)。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家或联邦、地区和地方立法机构应带头进行有效的多
部门响应（方框6）

照片提供（自左上顺时针呈现）： © Abbie Trayler-Smith/DFID, WHO, World Bank, Nicholas Banatvala,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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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6. 国家元首和国会议员为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而采取的行动举例

18 19 20 21 22 23 24

18 例如，由于担心居家隔离期间家庭虐待和暴力的增加，博茨瓦纳、莱索托、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减少了酒精的供应，南非、
泰国和法国部分地区禁止销售酒精。东地中海区域的国家加强了公共场所吸烟政策，博茨瓦纳、印度和南非禁止销售烟草产品。

19 根据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3条和《实施指南》第13条(57)
20 根据世卫组织SAFER酒精控制倡议(58)
21 根据世卫组织《销售母乳代用品国际守则》 和之后的世卫大会各有关决议(59)和世卫组织关于向儿童销售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系列建议

(60)
22 根据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和《实施指南》第11条(61)
23 根据世卫组织SAFER酒精控制倡议(58)
24 根据有关消除反式脂肪的《决心挽救生命》倡议(64)

按照2011年和2018年非传染性疾病政治宣言以及《全面协调应对COVID-19大流行总
体对策》中作出的承诺，为非传染性疾病基于权利、全政府、全社会的行动提供领导和
指明方向，并将此作为应对COVID-19、疫情后恢复和重建更好世界工作的一部分。

确保公共卫生是政府政策和决策所有方面的中心考虑因素。

推动对烟草、酒精、含糖饮料和化石燃料等有害健康的产品的税收；

管制营销：(1)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19；(2)禁止或全面限制酒精饮料的营销20；(3)
全面限制婴幼儿食品的营销和获取，以及向儿童销售食品和非酒精饮料21；

管制烟草产品和酒精饮料的网上销售和送货上门，以执行市场营销法，防止向未成年人
和醉酒者销售产品;

管制烟草产品22、酒精饮料23、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标签(62-63)；

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人工反式脂肪24；

在城市规划、交通和基础设施规划和政策中优先考虑自主交通(65)； 

限制或禁止从烟草、酒精和其他有害健康的产品或过程中获利的公司的代表进行游说。

国家元首

国会议员

加强与非传染性疾病有关的法律、政策和法规及其执行，保护人民在COVID-19期间和之
后远离非传染性疾病18 根据国家法律和国内情况，议会应利用这次大流行病作为迅速采取
立法行动的机会。全新或更新的法律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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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提供了各部门根据国家情况和优先事项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COVID-19应对
和恢复活动的行动实例。国家和地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协调机制可协助
确定优先事项并鼓励加强伙伴关系。行动举例编写自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在工作队框架下出版的非传染性疾病部门简报(66)。

方框7. 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卫生部门以外的行动举例

使用数据和信息评估COVID-19对饮食的影响(67)。

确保食品供应链允许人们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健康饮食。

调整社会援助方案，保护营养弱势群体的饮食。

确保为学龄儿童提供多样化、营养丰富的食物 (68)。

支持在粮食和农业响应措施中纳入行为改变宣传和营养教育。

支持烟草种植以外的其他生计或作物，并取消对烟草种植的补贴或激励措施。

在全人群范围内开展有针对性的媒体（包括社会媒体）宣传活动，强调非传染性疾病及
其风险因素与COVID-19之间的联系，并就预防措施(69)和获得高质量卫生保健提供建
议。

使用基于证据的高质量资源，明确具体方法来处理错误和虚假信息的“信息疫情”(70)
，并触及“难以触及”的群体。

提倡对广告和营销加以限制，并就危害健康的产品提出警告。

直面利用大流行病销售危害健康产品的行业。

确保将有关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包括与COVID-19的联系）的信息纳入包括虚拟学
习在内的课程中。

确保一旦儿童重返学校，就向他们提供健康的饮食和安全的身体活动。

确保向儿童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并在适当时使学校成为安全提供非传染性疾病服务的替
代场所。 

农业

信息与媒体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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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7. 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卫生部门以外的行动举例（续）

利用COVID-19导致的“污染暂停”，加强与金融和其他部门的合作，推进以可持续消
费和生产为基础的资源节约型、绿色、循环经济，包括卫生保健商品和服务的可持续采
购(71)。

推动其他行动，促进健康、绿色的恢复，并通过以下方式支持预防非传染性疾病：(1)
促进健康、可持续的粮食系统；(2)建设健康、宜居的城市，提供支持身体活动的基础
设施，包括非机动车交通；(3)停止使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污染25

环境与能源

优先资助卫生和卫生保健。

认识到非传染性疾病像COVID-19一样会造成大量可避免的经济损失，增加对非传染性
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投资26。

推进对烟草、酒精、含糖饮料和污染型燃料征收健康税，从而改善健康、减轻卫生系统
负担和增加收入。

金融与经济

促进多边组织内部和之间的政策一致性，加强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

确保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的发展援助中体现出对于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的应
对。

促进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的非传染性疾病南南及三方合作。

外交

25 26

25 实例源自参考条目72。
26 在世卫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促进非传染性疾病多部门行动全球联合方案内，对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非传染性疾病投资案

例进行国家层面的估计。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四支柱法(73)：

确保健康、社会和经济保护，包括收入救济，对患有非传染性疾病的工人和其他
COVID-19脆弱群体敏感。

在工作场所延伸和扩大对于戒烟和酒精问题筛查和简短干预措施的支持。

确保向所有工人和失业者提供有效的非传染性疾病护理和社会支持(74)。

更多的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系统，并支持采取更广泛的非传染性疾
病行动，确保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有一支健康的劳动力队伍。
COVID-19. 

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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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框 7. 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卫生部门以外的行动举例（续）

27 28 29

27 例如，确保粮食援助鼓励并使人们能够消费营养丰富的食品，并确保向长期状况不佳的人提供收入支持，使他们不必被迫冒着增加的
风险工作。

28  基于食物的膳食指南可见于 http://www.fao.org/nutrition/education/%20food-dietary-guidelines/home/en/. 
29 该条款规定，“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

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提供一致、有效的本地健康信息。

鼓励为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等COVID-19高危人群建立本地支持网络。

利用COVID-19作为改造城市地区的机会，在空间、非传染性疾病和健康之间建立更好
的联系（例如自行车和行人网络、“无车”街道、安全和高效的非机动车城市出行、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

酌情实施方框6和7中列出的行动。

地方政府

确保为应对COVID-19而建立的社会保护机制覆盖、并对非传染性疾病患者、面临非传
染性疾病风险的人和受非传染性疾病影响的人敏感.27 

确保非传染性疾病患者获得信息和手段，从而保护自己并通过社区参与等方式获取服
务。

确保包括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能获得并负担得起任何安全的治疗和疫苗。

确保食品援助为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健康食品28 

启动其他措施，同时解决不平等、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问题，例如稳定收入、延
长带薪病假和确保充足、安全、负担得起、健康的住房。

社会保护

利用与贸易相关的灵活性，确保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人们能够尽快获取负担得起的
非传染性疾病诊断和药品。

在全球和区域贸易协定范围内，建设性地与食品部门合作，提供负担得起的健康食品。

确保贸易和投资协定下的各项承诺不会限制政府监管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以保护公
众健康的能力，包括对于有害健康产品的销售和营销进行监管（包括使产品不使用
COVID-19作为切入点进行销售和营销）(75)。

认识到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错误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也用于非传染性疾病和
COVID-19。

充分实施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3条29  

贸易和产业

http://www.fao.org/nutrition/education/%20food-dietary-guidelines/ho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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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7. 综合应对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卫生部门以外的行动举例（续）

投资于安全、节能的交通方案，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

提倡“自主交通”方案，如步行和骑自行车，这样可以增加身体活动，同时减少拥堵和
空气污染。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展示促进健康的信息，并限制危害健康的信息。

优化针对化石燃料补贴和其他金融政策的方法，包括让人们认识到空气污染与非传染性
疾病之间存在的、已经证明的联系，以及空气污染与更糟糕的COVID-19结果之间可能
存在的关系，鼓励减少使用私人车辆。

交通

© WHO

卫生部门以外的行动对于有效应对
COVID-19和非传染性疾病至关重
要。这需许多部门的果断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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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发展系统30 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必须在加速实现
环境可持续、社会包容、经济韧性增长的《2030年议程》的同时，支持各国对
COVID-19及其后果的应对措施。解决非传染性疾病与COVID-19之间的相互作
用问题必须是此类支持的主要组成部分。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国家团队以及所有
联合国实体应在彼此之间、并与世卫组织合作，确保其对非传染性疾病工作的支
持与联合国大家庭及其合作伙伴的COVID-19联合应对行动战略相一致，并以此
为基础开展行动（76, 第3页）。

• 卫生响应：由世卫组织领导的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77)强调了加快研究的重要
性，从而了解该病毒如何影响患者，以及包括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在内的哪些人
是最高风险人群。

• 人道主义响应： 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和世卫组织总体牵头的全球人
道主义响应计划(78)旨在遏制大流行的蔓延，以及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该计
划强调了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COVID-19全球和国家应对措施的重要性。

• 发展响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卫组织总体领导下、旨在于危机期间保护
卫生服务和系统的联合国社会经济响应框架(54)重点关注社会经济支持的五个
核心领域31 ，所有这些领域对解决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都至关重要。

在与各国政府协商并在区域和总部领导的支持下，国家层面的联合国实体在重新
计划和调整其规划、干预措施和伙伴关系、将COVID-19应对和疫情后恢复纳入
国家发展计划、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专门的机构国别规划文件中时，应
当考虑到非传染性疾病(79)。在卫生部门的应对措施中，世卫组织正在评估国家
需求、能力和技术专长，以在危机期间保护国家级非传染性疾病应对措施、服务
和系统。方框8列出了联合国发展系统在COVID-19期间及之后向各国就非传染性
疾病提供集体支持的机会。 

30 包括政府间发展组织。
31  (1) 健康第一：在危机期间保护卫生服务和系统；(2) 保护人民：社会保护和基本服务；(3) 经济响应和恢复：保护就业、中小企业和非正

规部门劳动者；(4) 宏观经济响应和多边合作；(5) 社会凝聚力和社区适应力。

5 联合国系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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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在COVID-19期间及之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政府间发展机构向各国就非传染性疾病
提供集体支持的机会

各机构应确保其对非传染性疾病工作的支持与联合国全面应对COVID-19的三项联合行动战略
相一致。从卫生响应开始，同时也包括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响应措施。

各机构必须共同努力，支持会员国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国家COVID-19应对和恢复计划。联合
国驻地协调员、世卫组织国家代表和整个联合国的国家团队应在每个国家就这样的支持提供集
体领导。

联合国的国家团队应确保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其COVID-19应对和恢复支持、新的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合作框架以及许多国家在做出初步响应后将编制的规划文件中。非传染性疾病必须获得
充分的资源，纳入到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结果和成果中。

可持续发展目标3关于人人享有健康生活和福祉的全球行动计划(80)合作伙伴应确保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非传染性疾病采取的行动不会放缓，并且将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活
动扩展为重建更好世界的一部分。行动计划中的全部7个加速器32 都可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范
围内推动对非传染性疾病采取行动。

工作队成员应根据其职权范围33 和2019-2021年战略(82)，继续寻找更多技术资源，以增加
对成员国的支持，并特别关注成员国在其COVID-19应对和恢复中的要求。工作队的联合规划
任务(83)应该支持各国执行其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将其作为工作组更
广泛的COVID-19应对措施的一部分(84)。工作队联合规划和主题小组的工作应考虑世卫组织
的标志性解决方案，支持各国大范围实施“最合算措施”和所建议的干预措施，与更广泛的
COVID-19应对和恢复措施相结合.34 

工作队成员应与伙伴合作，使联合国促进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国家行动多伙伴信托基金投
入运作(85)。作为COVID-19应对和恢复工作的一部分，信托基金将首先支持各国应对非传染
性疾病和精神卫生问题。

国家层面的联合国实体
应将非传染性疾病整合到
COVID-19应对和恢复计划中。

32 33 34

32 初级卫生保健；可持续卫生筹资；社区和民间社会的参与；健康的决定因素；脆弱和易感环境中以及疾病暴发应对措施的创新方案；研
究、开发、创新和可及；数据和数字健康。

33 根据工作队的职权范围，工作队成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酌情提供支持(81)。
34 例如，MPOWER减少烟草需求，SAFER减少酒精相关的危害，REPLACE在国家食品供应中消除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SHAKE减少盐分

摄入，ACTIVE增加身体活动，HEARTS改善心血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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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20年关于非传染性疾病工作队工作的决议呼吁其成员在考虑
到联合国的三点应对措施并符合工作队2019-2021年战略(85)的情况下，支持成
员国的COVID-19应对和恢复工作。补充文件《联合国机构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工作队部分成员采取的行动实例》中列举了工作队成员在COVID-19背景
下如何对非传染性疾病做出最初响应的例子。一些工作队成员已经就其对于联合
国系统在工作队领导下的非传染性疾病应对所做出的贡献撰写了简报，其中举例
说明了各机构在COVID-19期间及之后可采取的其他更多行动(87)。

政府、政策制定者、联合国机构和
发展伙伴必须共同努力，对非传染
性疾病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将其
作为COVID-19应对和重建更好世
界的一部分，以实现《2030年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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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在COVID-19之前，世界已经偏离了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轨道，包括降低
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这一目标。大流行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具挑
战性，并暴露了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方面进展不足的后果。非传
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正在放大COVID-19对健康、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影响，而
COVID-19加剧了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特别是在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区中。

必须即刻执行经过验证、具有成本效益的非传染性疾病政策、战略和计划，并针
对当前最落后的目标做出特别的努力。政府、政策制定者、联合国机构和发展伙
伴必须共同努力，对非传染性疾病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将其作为COVID-19应
对、恢复和重建更好世界的一部分，实现《2030年议程》。

COVID-19必须吹响对

非传染性疾病采取行动的号角

因此，这不是国家能否负担得起最合算措施的问题，
而是各国是否负担得起不采取这些措施的问题。我们
拥有挽救生命的一切要素——我们只需要将它们放置
到位。问题是，我们会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乃至
每天做出的决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88）。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1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22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参考文献

1. 政策摘要：COVID-19和精神卫生方面的行动需求，2020年5月13日。纽约市（NY）：联合
国；2020年（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5/UN-Policy-Brief- COVID-19-
and-mental-health.pdf, 2020年8月访问）。

2. Schwalbe N, Lehtimaki S, Gutierrez JP. 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完美风
暴。Thebmjopinion, 2020年6月10日（https://blogs.bmj.com/bmj/2020/06/10/non- 
communicable-diseases-and-covid-19-a-perfect-storm/）。

3. Clark A, Jit M, Warren-Gash C, Guthrie B, Wang HHX, Mercer SW, et al. 全球、区域和国家
对2020年因基础病而面临重症COVID-19增加风险的人群的估计：建模研究。《柳叶刀全球健
康》。2020年；8(8):E1003–17。

4. 2020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纽约市（NY）：联合国；2020年（https://unstats.
un.org/sdgs/report/2020/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0.pdf）。

5. 全球经济展望。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2020年（https://www.shihang.org/zh/
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6. 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全球近一半劳动力面临失去生计的风险。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20
年（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WCMS_743234/
lang--zh/index.htm）。

7. 应对COVID-19对粮食危机的影响：全球COVID-19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中的粮农组织部分。罗
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zh/c/ca8497en/）。

8. Tih F。COVID-19可能会使非洲27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安卡拉：阿纳杜鲁新闻社，2020
年6月4日（https://www.aa.com.tr/en/africa/covid-19-may-push-27m-to-extreme-poverty-in-
africa/1865268）。

9. COVID-19：人类发展今年将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纽约市（NY）：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2020年5月20日（http://hdr.undp.org/en/ content/covid-19-human-development-
course-decline-year-first-time-1990）。

10. 大会通过的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纽约市
（NY）：联合国；2015年（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
RES/70/1&Lang=C）。

11. 非传染性疾病：重要事实。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https://www.who.int/zh/news-
room/fact- sheets/detail/noncommunicable-diseases）。

12. 保持基本卫生服务：关于COVID-19的业务指导。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6月1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redirect/10665-332240）。

13. Williamson EJ, Walker AJ, Bhaskaran K, Bacon S, Bates C, Morton CE, et al. 安全开
放：1700万患者中与COVID-19死亡相关的因素。《自然》。2020年。doi.org/10.1038/
s41586-020-2521-4。

14. Zheng Z, Peng F, Xu B, Zhao J, Liu H, Peng J, et al. COVID-19危重和死亡病例的风险因素：
系统文献综述和荟萃分析。《传染学杂志》。2020年；81(2)：e16–25。

15. Flodgren GM, Vestrheim DF, Brurberg KG. Covid-19 og risikofaktorer for alvorlig sykdom 
– en hurtigoversikt, andre oppdatering. Hurtigoversikt 2020 [COVID-19：与疾病严重程
度相关的风险因素：快速回顾，第2次更新]。奥斯陆：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2020年（https://
www.fhi.no/globalassets/dokumenterfiler/rapporter/2020/covid-19-and-risk-factors-for- 
severe-disease-2nd-update-report-2020.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5/UN-Policy-Brief-
https://blogs.bmj.com/bmj/2020/06/10/non-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0.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0.pdf
https://www.shihang.org/zh/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https://www.shihang.org/zh/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WCMS_743234/lang--zh/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WCMS_743234/lang--zh/index.htm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zh/c/ca8497en/
https://www.aa.com.tr/en/africa/covid-19-may-push-27m-to-extreme-poverty-in-africa/1865268
https://www.aa.com.tr/en/africa/covid-19-may-push-27m-to-extreme-poverty-in-africa/1865268
http://hdr.undp.org/en/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C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C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redirect/10665-332240
http://doi.org/10.1038/s41586-020-2521-4
http://doi.org/10.1038/s41586-020-2521-4
https://www.fhi.no/globalassets/dokumenterfiler/rapporter/2020/covid-19-and-risk-factors-for-
https://www.fhi.no/globalassets/dokumenterfiler/rapporter/2020/covid-19-and-risk-factors-for-


23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16. Clay JM, Parker MO. 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酒精使用和误用：一个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
柳叶刀公共卫生》。2020年；5: e259。

17. 世卫组织警告称，随着欧洲COVID-19病例减少，家庭暴力激增。布鲁塞尔：联合国区域信息
服务-欧洲；2020年（https://unric.org/en/who-warns-of- surge-of-domestic-violence-as-
covid-19-cases-decrease-in-europe/）。

18. 酒精不能预防COVID-19；应限制获得酒精。哥本哈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区域办事
处；2020年（https://www.euro.who.int/en/health- topics/disease-prevention/alcohol-use/
news/news/2020/04/alcohol-does-not-protect-against- covid-19-access-should-be-
restricted-during-lockdown）。

19. Zhao YM, Shang YM, Song WB, Li QQ, Xie H, et al. COVID-19幸存者康复3个月后肺功能及
相关生理特征随访研究。EClinicalMedicine。2020年；100463。

20. COVID-19大流行期间非传染性疾病服务提供情况快速评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rapid-assessment-of- service-delivery-for-ncds-
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21. Pan D, Sze S, Bangash MN, Pareek N, Divall P, et al. 人种对COVID-19临床结果的影响：系
统综述。EClinicalMedicine。2020年；23:100404。

22. Bambra C, Riordan R, Ford J, Mathews F. COVID-19大流行和卫生不公平。《流行病学与社
区卫生期刊》。2020年；doi:10.1136/jech-2020-214401。

23. Kass DA, Duggal P, Cingolani O. 肥胖可能导致重症COVID-19向更年轻的人转移。《柳叶
刀》。2020;395(10236):1544–5。

24.  COVID-19：新出现的性别数据及其重要性。纽约市（NY）：联合国女性；2020（https://
data.unwomen.org/resources/covid-19-emerging-gender-data-and-why-it-matters#vaw）。

25. COVID-19期间的公共卫生。日内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2020年（https://www.unhcr.
org/health-covid-19.html）。

26.  政策简报：采取残疾包容性措施，应对COVID-19。纽约市（NY）：联合国；2020年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
final.pdf）。

27.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从负担到“最合算”：减少中低收入国家非传染性疾病的经济
影响。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https://www.who.int/nmh/publications/best_buys_
summary. pdf）。

28.  用较少资金挽救生命：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战略性应对。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72534?locale-attribute=zh&）。

29. 2020年世界卫生统计：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卫生状况。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
年:12 （https://www.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20/EN_WHS_2020_
Main.pdf）。

30. 2020年非传染性疾病进展监测。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https://www.who.int/
publications/i/item/ncd-progress-monitor-2020）。

31.  秘书长的报告。在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进展（A/72/662）。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2017年（https://www.who.int/ncds/ governance/high-level-commission/A_72_662.
pdf?ua=1）。

32.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病全球战略（WHA 53.14）。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https://
www.who.int/nmh/publications/wha_resolution53_14/zh/）。

https://unric.org/en/who-warns-of-
https://www.euro.who.int/en/health-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rapid-assessment-of-
https://data.unwomen.org/resources/covid-19-emerging-gender-data-and-why-it-matters#vaw
https://data.unwomen.org/resources/covid-19-emerging-gender-data-and-why-it-matters#vaw
https://www.unhcr.org/health-covid-19.html
https://www.unhcr.org/health-covid-19.html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final.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final.pdf
https://www.who.int/nmh/publications/best_buys_summary
https://www.who.int/nmh/publications/best_buys_summary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72534?locale-attribute=zh&
https://www.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20/EN_WHS_2020_Main.pdf
https://www.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20/EN_WHS_2020_Main.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ncd-progress-monitor-20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ncd-progress-monitor-2020
https://www.who.int/ncds/
https://www.who.int/nmh/publications/wha_resolution53_14/zh/
https://www.who.int/nmh/publications/wha_resolution53_14/zh/


24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33.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A56.1）。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https://www.who.
int/tobacco/framework/final_text/zh/）。

34.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https://www.who.int/fctc/
protocol/illicit_trade/protocol-publication/zh/）。

35.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A/RES/66/2）。纽约市（NY）：
联合国 2011年（https://www.who.int/nmh/events/un_ncd_summit2011/political_declaration_
en.pdf?ua=1）。

36. 全面审查和评估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进展的大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A/RES/68/300）
。纽约市（NY）：联合国；2014年（https://www.who.int/nmh/events/2014/a-res-68-300.
pdf?ua=1）。

37. 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A/RES/73/2）。纽约市
（NY）：联合国；2018年（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
RES/73/2&Lang=C）。

38. 2008–2013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战略行动计划。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
（https://www.who.int/ nmh/publications/9789241597418/en/）。

39.  2013–2020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
（https://www.who.int/iris/bitstream/10665/94384/1/9789241506236_eng. pdf?ua=1）

40.  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第三次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的后续行动（WHA72(11)）。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11)-
zh.pdf）。

41.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最合算措施”以及其它推荐干预措施。日内瓦：世
界卫生组织；2017年（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59232?locale-
attribute=zh&mode=full）。

42. 世卫组织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工具。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https://www. who.
int/nmh/ncd-tools/en/）。

43. 恢复之后：迈向2030。纽约市 (N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https://www.undp.org/
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beyond-recovery--towards-2030.html）。

44. 在COVID-19应对行动中解决非传染性疾病问题。临时指导，2020年4月6日。马尼拉：世界
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1923；https://iris.
wpro.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1/14511/NCD-COVID-19-eng.pdf）。

45. 人工智能戒烟倡议。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
tobacco/ai-for-quitting-tobacco-initiative）。

46.  第33届理事会会议。全球基金对于合并感染和共病的支持（GF/B33/11）。日内瓦：全球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2015年（https://www. theglobalfund.org/media/4167/
bm33_11-co-infectionsandco-morbidities_report_en.pdf）。

47.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纽约市（NY）：联合国；2015年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051AAAA_Outcome.pdf）。

48. 讨论文件：解决非传染性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纽约市（N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
年（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discussion-paper--
addressing-the-social-determinants-of-noncommu.html）。 

49. 联合国大会卫生相关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附件2：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A72/19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
A72_19-zh.pdf）。

https://www.who.int/tobacco/framework/final_text/zh/
https://www.who.int/tobacco/framework/final_text/zh/
https://www.who.int/fctc/protocol/illicit_trade/protocol-publication/zh/
https://www.who.int/fctc/protocol/illicit_trade/protocol-publication/zh/
https://www.who.int/nmh/events/un_ncd_summit2011/political_declaration_en.pdf?ua=1
https://www.who.int/nmh/events/un_ncd_summit2011/political_declaration_en.pdf?ua=1
https://www.who.int/nmh/events/2014/a-res-68-300.pdf?ua=1
https://www.who.int/nmh/events/2014/a-res-68-300.pdf?ua=1
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3/2&Lang=C
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3/2&Lang=C
https://www.who.int/
https://www.who.int/iris/bitstream/10665/94384/1/9789241506236_eng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11)-zh.pdf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11)-zh.pdf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59232?locale-attribute=zh&mode=full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59232?locale-attribute=zh&mode=full
http://who.int/nmh/ncd-tools/en/
http://who.int/nmh/ncd-tools/en/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beyond-recovery--towards-2030.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beyond-recovery--towards-2030.html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1923
https://iris.wpro.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1/14511/NCD-COVID-19-eng.pdf
https://iris.wpro.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1/14511/NCD-COVID-19-eng.pdf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tobacco/ai-for-quitting-tobacco-initiative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tobacco/ai-for-quitting-tobacco-initiative
http://theglobalfund.org/media/4167/bm33_11-co-infectionsandco-morbidities_report_en.pdf
http://theglobalfund.org/media/4167/bm33_11-co-infectionsandco-morbidities_report_en.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051AAAA_Outcome.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discussion-paper--addressing-the-social-determinants-of-noncommu.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discussion-paper--addressing-the-social-determinants-of-noncommu.html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_19-zh.pdf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2/A72_19-zh.pdf


25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50. 糖、烟草和酒精税（STAX）小组。对糖、烟草和酒精征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柳叶刀》
。2018年；391(10138)：2400–1。

51. 关于如何在北南、南南和三方合作框架内加强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国际合作的对话。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https://www.who.int/global-coordination-mechanism/dialogues/
dialogue-international-partnership/en/）。

52. 政策文件：非传染性疾病与健康权。日内瓦：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17年。

53. 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跨机构工作队。非传染性疾病与人权研讨会。会议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
组织；2017年（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60111/1/WHO-NMH-NMA-17.61-
eng.pdf?ua=1）。

54. COVID-19联合国社会经济即刻反应框架。纽约市（NY）：联合国；2020年（https://unsdg.
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UN-framework-for-the-immediate-socio-economic-
response-to-COVID-19.pdf）。

55.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保持健康饮食。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http://www.fao.
org/3/ca8380en/ca8380en.pdf）。

56. Rajan D, Koch K, Rohrer K, Bajnoczki C, Socha A, Voss M, et al. Covid-19应对治理：呼吁
更加包容和透明的决策。《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健康》。2020;5:e002655。

57. （关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3条的实施准则。日内瓦：世
界卫生组织；2008年（https://www.who.int/fctc/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13/zh/）。

58.  世卫组织发起SAFER酒精控制倡议，以预防和减少酒精相关死亡和残疾。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2018年（https://www.who.int/substance_abuse/ safer/launch/en/）。

59. 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https://www.who.int/nutrition/
publications/code_english.pdf）。

60. 向儿童推销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https://www.who.int/
dietphysicalactivity/marketing-food-to-children/zh/）。

61. 第11条的实施准则。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https://www.who.int/fctc/treaty_
instruments/zh/）。

62. 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品标签。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http://www.fao.org/3/a1390e/
a1390e00.htm）。

63. 促进健康饮食的包装正面标签指导原则和框架手册。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https://
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policies/guidingprinciples-labelling-promoting-healthydiet.
pdf?ua=1）。

64. 人工反式脂肪可于2023年从世界上消失。华盛顿特区：决心挽救生命（https://
resolvetosavelives.org/cardiovascular-health/transfat）。

65. 全球身体活动行动计划（2018-2030年）：让更多的人更加活跃，建设更健康的世界。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https://www.who.int/ncds/prevention/physical-activity/global-
action-plan-2018-2030/en/）。 

66. 世卫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府部长们需要了解的非传染性疾病情况。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2018年（https://www.who.int/ncds/un-task-force/policy-briefs/zh/）。

67. COVID-19背景下的粮食体系健康饮食政策优先事项和规划行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
织；2020年（http://www.fao.org/3/ca9512en/ca9512en.pdf）。

https://www.who.int/global-coordination-mechanism/dialogues/dialogue-international-partnership/en/
https://www.who.int/global-coordination-mechanism/dialogues/dialogue-international-partnership/en/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60111/1/WHO-NMH-NMA-17.61-eng.pdf?ua=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60111/1/WHO-NMH-NMA-17.61-eng.pdf?ua=1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UN-framework-for-the-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to-COVID-19.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UN-framework-for-the-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to-COVID-19.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UN-framework-for-the-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to-COVID-19.pdf
http://www.fao.org/3/ca8380en/ca8380en.pdf
http://www.fao.org/3/ca8380en/ca8380en.pdf
https://www.who.int/fctc/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13/zh/
https://www.who.int/substance_abuse/
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code_english.pdf
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code_english.pdf
https://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marketing-food-to-children/zh/
https://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marketing-food-to-children/zh/
https://www.who.int/fctc/treaty_instruments/zh/
https://www.who.int/fctc/treaty_instruments/zh/
http://www.fao.org/3/a1390e/a1390e00.htm
http://www.fao.org/3/a1390e/a1390e00.htm
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policies/guidingprinciples-labelling-promoting-healthydiet.pdf?ua=1
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policies/guidingprinciples-labelling-promoting-healthydiet.pdf?ua=1
https://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policies/guidingprinciples-labelling-promoting-healthydiet.pdf?ua=1
https://resolvetosavelives.org/cardiovascular-health/transfat
https://resolvetosavelives.org/cardiovascular-health/transfat
https://www.who.int/ncds/prevention/physical-activity/global-action-plan-2018-2030/en/
https://www.who.int/ncds/prevention/physical-activity/global-action-plan-2018-2030/en/
https://www.who.int/ncds/un-task-force/policy-briefs/zh/
http://www.fao.org/3/ca9512en/ca9512en.pdf


26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68.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临时指导性说明：减轻COVID-19大
流行对学龄儿童食品和营养的影响。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http://www.fao.org/3/
ca8434en/CA8434EN.pdf）。

69. Widiadana R. 要么现在戒烟，要么加入COVID-19死亡统计。《雅加达邮报》，2020年5月
12日（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life/2020/05/12/quit-smoking-now-or-be-part-of-the-
covid-19-death-stats.html）。

7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国政府必须带头打击冠状病毒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纽约市（NY）：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
news/2020/ Governments_must_lead_against_coronavirus_misinformation_and_
disinformation.html）。

71. 可持续健康采购指导。纽约市（N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https://www.undp.org/
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 guidelines-for-sustainable-procurement-of-
healthcare-commodities.html）。

72. 从COVID-19疫情中健康复苏宣言。从COVID-19疫情中健康绿色复苏之良方。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2020年（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who-manifesto-
for-a-healthy-recovery-from-covid-19）。

73.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COVID-19的政策简报。应对COVID-19危机的政策框架。日内瓦：国际劳
工组织；2020年（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 and-responses/
WCMS_739047/lang--en/index.htm?shared_from=shr-tls）。

74. COVID-19：保护工作场所的工人。新指南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支持上班族家庭。日内瓦：国
际劳工组织；2020年（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
press-releases/WCMS_ 740533/lang--zh/index.htm）。

75. 协助了解不健康大宗商品行业应对COVID-19的措施。日内瓦：NCD联盟；2020年（https://
ncdalliance.org/news-events/news/help-map-unhealthy-commodity-industries-responses-to-
covid-19）。

76. 联合国全面应对COVID-19：挽救生命，保护社会，更好恢复。纽约市（NY）：联合
国；2020:3（https://www.un.org/sites/un2. un.org/files/un_comprehensive_response_to_
covid-19_june_2020.pdf）。

77.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rp-04022020.pdf?ua=1）。

78. COVID-19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2020年4月-12月的 联合国协调呼吁。日内瓦：联合国人道
主义事务办公室；2020年（https://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
Response-Plan-COVID-19.pdf）。

79. 联合国向发展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联合部长级委员会）。
纽约市（NY）：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2020年（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
news-centre/speeches/2020/united-nations-statement-to-the-development-committee.html。 

80. 加强合作，增进健康。人人享有健康生活和福祉全球行动计划。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
年（https://apps.who.int/iris/rest/bitstreams/1250381/retrieve）。

81. 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职权范围。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s://www.who.int/ncds/ un-task-force/ToR_UNIATF.pdf?ua=1）。

82. 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19-2021年战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2019年（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9895/WHO-NMH-NMA-
19.98-eng.pdf?ua=1）。

http://www.fao.org/3/ca8434en/CA8434EN.pdf
http://www.fao.org/3/ca8434en/CA8434EN.pdf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life/2020/05/12/quit-smoking-now-or-be-part-of-the-covid-19-death-stats.html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life/2020/05/12/quit-smoking-now-or-be-part-of-the-covid-19-death-stats.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news/2020/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news/2020/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who-manifesto-for-a-healthy-recovery-from-covid-19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who-manifesto-for-a-healthy-recovery-from-covid-19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press-releases/WCMS_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press-releases/WCMS_
https://ncdalliance.org/news-events/news/help-map-unhealthy-commodity-industries-responses-to-covid-19
https://ncdalliance.org/news-events/news/help-map-unhealthy-commodity-industries-responses-to-covid-19
https://ncdalliance.org/news-events/news/help-map-unhealthy-commodity-industries-responses-to-covid-19
https://www.un.org/sites/un2
http://un.org/files/un_comprehensive_response_to_covid-19_june_2020.pdf
http://un.org/files/un_comprehensive_response_to_covid-19_june_2020.pdf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rp-04022020.pdf?ua=1
https://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s://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speeches/2020/united-nations-statement-to-the-development-committee.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speeches/2020/united-nations-statement-to-the-development-committee.html
https://apps.who.int/iris/rest/bitstreams/1250381/retrieve
https://www.who.int/ncds/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9895/WHO-NMH-NMA-19.98-eng.pdf?ua=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9895/WHO-NMH-NMA-19.98-eng.pdf?ua=1


27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83. 联合国联合规划特派团。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机构间工作队（UNIATF）。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https://www.who.int/ncds/un-task-force/UN-Joint-Programming-
Missions.pdf?ua=1）。

84. 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和COVID-19问题机构间工作队。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
（https://www.who.int/teams/ncds/covid-19/unitaf/）。

8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秘书长的说明
（E/2020/51）。纽约市（NY）：联合国；2020年（https://undocs.org/zh/E/2020/51）。

86. 俄罗斯联邦。决议草案。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队（E/2020/L.23）。纽约
市（NY）：联合国；2020年（https://daccess-ods.un.org/TMP/8779171.70524597.html）

87. 联合国机构简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https://apps.
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7396/WHO-UNIATF-19.98-eng.pdf）。

88. 2020年非传染性疾病进展监测。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https://www.who.int/
publications/i/item/ncd-progress-monitor-2020）。

https://www.who.int/ncds/un-task-force/UN-Joint-Programming-Missions.pdf?ua=1
https://www.who.int/ncds/un-task-force/UN-Joint-Programming-Missions.pdf?ua=1
https://www.who.int/teams/ncds/covid-19/unitaf/
https://undocs.org/zh/E/2020/51
https://daccess-ods.un.org/TMP/8779171.70524597.html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7396/WHO-UNIATF-19.98-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7396/WHO-UNIATF-19.98-eng.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ncd-progress-monitor-20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ncd-progress-monitor-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