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第 1 期 总第 17 期

WASH

水、环境卫生
与个人卫生

NEWSLETTER 项目通讯

2017 年 7 月

目 录
• 全球 WASH 行动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战略 2016-2030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ASH 项目在中国
村镇环境卫生全覆盖——消除粪便暴露项目
学校全方位环境改善项目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环境改善项目
减轻灾害风险项目
气候变化与环境项目

学生阅读防灾减灾宣传海报

• 2011-2015 WASH 项目回顾
乡镇卫生院水与环境卫生项目

• WASH 政策与报告
近年 WASH 相关重要政策与报告列表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 近期 WASH 大事件
项目合作单位：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教育部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民政部
环境保护部

WASH 培训班上学员写下的心得体会

全球 WASH 行动

全球 WASH 行动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言

图片来源：新华网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成功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言并郑重承诺中国将
落实 2015 后发展议程。峰会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未来 15 年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
指明了方向，勾画了蓝图。在 17 项总目标中，目标 6 明确指出“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
持续管理”。同时，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和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
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也包含了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的目标和指标要求。图一至图三分
别展示了目标 6、目标 3 和目标 4 中有关 WASH（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的内容及相关指标。

图一：目标 6 中有关 WASH 的内容及指标

目标 6

目标
6.1—6.3

指标

•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 6.1：到 2030 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 6.2：到 2030 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
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 6.3：到 2030 年，通过以下方式 改善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现象，
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例减
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 普遍与人人享有 WASH 服务的比例，包括所有环境（家庭、学校、医疗卫
生机构、工作单位等）。
• 废水能够实现安全处理的比例。

图二：目标 3 中有关 WASH 的内容及指标

目标 3
目标 3.9
指标

•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 到 2030 年，极大地减少由于有毒化学品和空气、水及土壤污染患病和死亡的人数。
• 家庭及环境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
• 由不安全供水、不安全环境卫生设施及缺乏个人卫生导致的死亡率。
• 非故意性中毒导致的死亡率。

图三：目标 4 中有关 WASH 的内容及指标

目标 4
目标 4.a
指标

•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
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拥有……的学校比例”
(1) 基本饮水； (2) 男女分开的基础卫生设施； (3) 基本洗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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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 WASH 指标的监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监
测项目（JMP）将继续发挥作用。该机制自 1990 年起就开始监测全球的水与环境卫生进展，在千年发展
目标（MDGs）的背景下，中国于 2010 年提前五年实现供水千年发展目标，并于 2015 年如期实现环境
卫生千年发展目标。在 SDGs 的框架下，该机制将采用“服务阶梯”的模式进行，主要目的是了解全球
WASH 领域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并监测其进程，发表结论。图四是“服务阶梯”的框架。

图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有关家庭 WASH 的“服务阶梯”模式及监测体系

饮水
安全管理供水：
饮水来自改善的水源，入户或
入院，随时有水，无粪便污染
及其他重点化学污染。
基本供水：
饮水来自改善的水源，来回取
水时间不多于 30 分钟（包括排
队等候时间）。
有限供水：
饮水来自改善的水源，来回取
水时间超过 30 分钟（包括排队
等候时间）。
非改善供水：
饮水来自不受保护的大口井或泉。
地表水：
饮水直接来自河流、水库、湖、
坑塘、小溪、沟渠或灌溉水渠。
注：改善水源包括：管道供水，管井，
受保护的大口井，受保护的泉及
瓶装水或箱装运水。

厕所
安全管理厕所：
每个家庭独有、不与其他家庭
共用的改善厕所，且粪便在厕
所得到安全处理，或转运到其
他地方处理。
基本的厕所：
每个家庭独有，不与他人共用
的改善的厕所。
有限厕所：
起码两家或多家共用的改善厕所。
未改善厕所：
厕坑上没有盖板的旱厕或坑
厕、悬挂厕所或移动粪桶。
随地排便：
无固定厕所，随意排便在野地
里、丛林里、水体里、沙滩上
及其他开放空间，或垃圾堆上。
注：改善的厕所设施包括冲水马桶（瓢
舀冲水在内）到完整下水道系统、
化粪池或坑厕，通风改良坑厕，
堆肥厕所或坑上有盖板的坑厕。

洗手设施
基本洗手设施：
室内或庭院内有洗手设施，
且有水和肥皂。

有限洗手设施：
室内或庭院内有洗手设施，
但没水和 / 或肥皂。

无洗手设施：
室内或庭院内无洗手设施。

注：洗手设施可以是固定的或移
动的，包括一个有龙头的水
槽，有龙头的水桶，倾斜龙头，
及用于洗手的罐子或脸盆。
肥皂包括块皂，洗手液、洗
衣粉及肥皂水，但不包括草
木灰、土、沙子或其他东西。

除了监测社区的 WASH，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也会逐步开展机构内的 WASH 监测工作，
包括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及工作单位。有关机构的 WASH 监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
监测项目（JMP）正在和相关的教育和卫生部门合作，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正在制定和谐统一的指标定
义及数据收集方式，一些指导性文件已经或者正在制定中，会在今后适时发布。
稿件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战略 2016—2030
水与环境卫生作为人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服务儿童的核心责任。不良个人卫生、露天排便、缺乏安
全饮水和卫生设施，不仅是儿童死亡与发病的主要诱因，而且会造成儿童营养不良与发育迟缓，妨碍女童就
学，限制贫困人群的经济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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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WASH）战略 2016-2030，将指导本组织贡献于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 6（SDG6）——水与环境卫生，以及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儿童确定优先干预领域。战略
清晰阐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如何支持政府与伙伴机构实现普遍、可持续的水与环境服务，改善个人卫生。
不论处于何地、稳定或危机时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都将特别关注减少脆弱儿童的不平等。
该战略详细阐述了 WASH 战略框架、规划原则、规划方式、成果领域与战略实施等。旨在说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将继续致力于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与应急领域的核心工作，继续推动营造有利环境，加强责
任制，服务并动员不同部门，为 WASH 筹措更多资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将朝新的工作方向迈进：
•

工作贯穿城市与乡村，反映全球人口迁移；

•

与私营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提供 WASH 产品与服务，并动员更多行业群体贡献于 SDG 目标 6；

•

将风险管理纳入规划，降低气候变化与突发事件影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2030 年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战略框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2030 年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战略框架

实现人人享有水与环境卫生人权

愿景

目标

到 2030 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
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减少不平等
维持服务规模可及
促进韧性发展
加强各级责任制

●

规划

●

原则

●
●

规划
方式

成果
领域

加强支
持环境

以实证
促进儿
童权利

水

到 2030 年，人人享有适当 和公平的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 生，杜绝粪便暴露，特别满足
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 此方面的需求。
●
●
●

撬动可
持续融
资渠道

环境卫生

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整合人道与发展规划
强化国家机制

建立可
持续市
场
个人卫生

强化社
区

提供物
资与服
务

机构

突发事件

* 参照全球方案 ，确定符合各国国情的方式与领域

监督与
评估

基于实证的规划与监督

稿件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图片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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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ASH 项目在中国
青海省大通县新培训的激发员入村对家庭代表进行消除粪便暴露激发

村镇环境卫生全覆盖—消除粪便暴露项目
自项目在 2016 年启动以来，各项目县分别开展了基线调查工作，对项目县以及项目乡镇的 WASH 有
关情况进行了摸底，了解了学校、卫生院、农户家庭的供水及环境卫生设施（厕所）的有关情况，为后续开
展干预和评估工作奠定了基础。
5 个项目共遴选了 5 个卫生院和 10 个学校（或幼儿园）开展厕所改建或新建，目前已完成项目前期设
计和论证，即将开展招标及项目建设工作。部分项目县已开展了现场激发活动，接受专门培训的激发员（村
干部）在村庄里把村民召集起来，用生动的方式给村民讲解“粪便暴露的危害”、“变废为宝的好处”、“无
害化厕所的设计”等内容，激发了群众消除粪便暴露以及进行改厕的热情。激发活动之后，老百姓们纷纷表
示，要消除粪便暴露，并有决心将自家厕所改造成卫生厕所。

调研中发现的急需改进的厕所

学校全方位环境改善项目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作为教育部学校卫生管理培训基地，于 2017 年 5 月 -6 月，组织召开了
“学校全方位环境改善项目”地区的两期国家级“学校卫生管理培训班”，来自项目地区 5 省 6 县及重庆
市所有 40 个区县的教育系统卫生工作人员及校长代表 120 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学校卫生管理工
作的八个主要板块：学校卫生工作相关法规政策、健康教育与促进、学校安全饮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学校体质与健康监测制度建设、学生主要健康问题及应对策略、学校传染病预防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
学生膳食营养干预措施指导、学校食品安全与食堂安全管理等。另外，学员们还实地参观学习了北京市东
城区史家小学和和平里第四小学的学校卫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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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培训结束以后，部分学员也对培
训发表了感言和看法，节选如下：

忠县教委马小苏认为
关注儿童青少年健康关系到“健康
学校”建设，更关系到“健康中国”
建设，学校和全社会要树立“健康
第一”理念；针对卫生、营养、健
康和应急等提出了十项落实方案。

忠县义兴学校吴灿华校长认为

忠县香山小学的谈晓华校长谈到

学校是孩子健康知识形成的基

以往的学校卫生管理，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临时应急的多，

础，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

形成常态的少；工作处理的多，主动思考的少；被动应对的多，

键，而社区是影响孩子健康成

主动预防的少。应该加强思想引领，明确工作目标；加强环境

长的保障。应当提高教师健康

建设，营造优良卫生环境；加强教育统筹，确保卫生工作实效（落

素养，家校结合共同培养，避

实体育教育、阳光体育运动、健康教育等）。尤其强调，学校

免 5+2=0 的现象。

卫生工作关键在“防”，学生的习惯关键靠“养”，通过养防
结合不断细化措施，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成就健康人生。

重庆市璧山区教育服务与资助中心范永红老师还即兴作诗一首：

求    学
范永红
仲夏时节，京城雷雨。
进京求学，颇多周折。
云开雾散，飞机起航。
雨后帝都，神清气爽。
同行齐聚，关注学卫。
学校卫生，领导重视。
专家讲学，高屋建瓴。
学员感触，受益匪浅。
师生健康，永远第一！

重庆市璧山区教育服务与资助中心范永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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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弥勒市
2017 年 5 月 27 日，弥勒市教育局举行了全市学校卫生管理暨现场培训活动。全市中小学校分管卫生副校
长及项目学校校长、副校长 90 余人参加培训会。2 位参加国家级培训的校长分享了学校卫生管理工作的经验。

①
① 现场培训会

②
② 古城小学李志坚副校长做经验介绍

③
③ 土桥小学田培荆校长做经验介绍

广西省三江县
针对国家级培训的要求，要求各参训老师分别在本校对所有的教师
进行了二次培训，确保培训内容覆盖到更多的人群，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稿件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重庆市教委；

各项目县在参加完
全国培训后都进行了不同形
式的二级培训，并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提出了落实
与改进方案。

图片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大学儿少所。

减轻灾害风险项目
项目在四川省及 3 个项目县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月活动。宣传月活动于 5 月 11 日举行了由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会驻华办事处主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什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和什邡市北京小学承办的启动仪式，并在之后的一个月宣传月活动期间，项目县每
所中小学开展了一次防灾减灾健康教育课，向中小学生发放防灾减灾知识手册，在医院、广场、超市等人群
密集场所张贴宣传画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宣传，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进行了广泛宣传。整个宣
传月活动在 3 个项目县覆盖人群达 164 万人、244 所学校、23.6 万名学生。通过开展媒体宣传、社区宣传、
走进学校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项目地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组织
专家为此次宣传月活动制作了宣传海报、学生手册、以及动画视频。这些宣传材料除了在四川省特别是 3 个
项目县得以广泛传播之外，还通过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和微信平台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宣传。

国家卫计委应急办、国务院妇儿工委办、教育部中央电教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公室、
以及四川省有关部门和什邡市政府领导参加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月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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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县开展的防灾减灾宣传月活动

稿件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图片来源：什邡市、泸县、越西县卫计局。

气候变化与环境项目
气候变化项目 5 月下旬在江苏省东台市召开了项目启动会，并完成干预和对照学校共 928 名小学生和
家长及 60 名教师的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基线调查。 现已在干预学校启动了小学生健康
教育活动，开展了宣传材料发放及知识讲座等活动。
儿童铅暴露干预项目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选定江苏东台市时堰小学和廉贻小学为干预现场，并开展了
基线调查，设计了专门用于学生及家长的卡通宣传材料。目前各项检测工作及资料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中。

基线调查问卷及入户采样及用品用具重金属含量检测

稿件来源：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 图片来源：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环境改善项目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 2016 年底和 2017 年上半年先后在贵州和北京举办了群
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建设暨乡镇卫生院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培训班，对全国中西部 19 个省份的省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主管农村卫生工作人员、部分地级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管农村卫生工作人员以及部分乡镇卫
生院院长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与发展趋势、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
动进展情况、乡镇卫生院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乡镇卫生院 WASH 方面的要求、基层公
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绿色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等方面，浙江省卫计委以及部分乡镇卫生院还介绍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等级评审和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创建的工作经验。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还组织对《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评价指标》进行了讨论修订，并正在组织编写
《乡镇卫生院评价指标》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评价标准》。
项目即将开展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WASH 现状调查，了解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供水、
厕所设施、医疗垃圾处理等方面的现况，为国家后续制定有关规划和标准提供依据。

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建设暨乡镇卫生院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培训班

稿件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图片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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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 WASH 投资与管理干部培训

乡镇卫生院水与环境卫生项目
2011-2015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开展了乡镇卫生院水与环境卫生
项目，该项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具体负责实施。五年中，项目开展了关于供水和环境卫生
的系列研究项目共 19 项，其中基础类研究项目有 11 项，应用类项目有 8 项。2011 年，项目支持国家卫生
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现状评估”课题，对全国 10
省 60 县 174 个乡镇卫生院建设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医疗废物处理设施、洗手设施、卫生厕所等建设
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提出的关于“乡镇卫生院应重点加强污水处理设施、污物处理设施”建议，最终被国
家发改委直接引用至《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案》。
2012 年，为制定全国乡镇卫生院规范化建设供水与环境卫生设施方案，项目还在甘肃、新疆、青海、
云南、贵州等 5 个省份的 25 个乡镇卫生院，开展了乡镇卫生院 WASH 设施建设试点工作。试点实施过程中，
国家发改委对于项目的资金和政策给与了大力支持，国家卫生计生委充分发挥相关专家的作用，综合运用相
关建设标准，从图纸设计开始指导乡镇卫生院建设卫生厕所、污水处理设施、医疗废物处理设施等。经过 2
年的探索实践，试点乡镇卫生院面貌焕然一新、规模适宜、设施功能适宜、环境安全整洁。

甘肃卡加曼乡 WASH 试点卫生院

8

2011-2015 项目回顾

甘肃卡加曼乡 WASH 试点卫生院

2013 年，为进一步推进试点项目的建设，扩大影响，项目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 5 个项目省卫生行政部
门、试点县卫生行政部门、试点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增强其对 WASH 设施的认识，加强 WASH
设施标准化建设能力。基于试点项目培训经验，2014 年，该培训扩展为全国培训，包括分别在青海、北京、
广西三地开展的“全国乡镇卫生院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培训”，培训人员覆盖全国 31 个省卫生计生委、
部分市卫生计生委、部分县卫生计生委、部分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培训总人数达到 200 余人次。培训采用“参
与式”方式，培训专家作为培训的引导人，由参加培训的人员发挥主动性。在互动环节，培训学员积极参与，
通过角色扮演、头脑风暴等方式，联系实际，切身感受改厕与否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及意识的转变过程，现
场气氛轻松热烈。

①

②

① 学员参与“要改厕吗”角色扮演
② 培训学员画图讲解对疾病传播途径的理解和认识

2014 年，为系统评估试点建设项目进展情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
组织建设、医疗、经济学、卫生等领域专家，对试点建设项目进行了评估，总结其建设进展和成效，分析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并在 2015 年会同相关领域专家，根据乡镇卫生院的特点，
在试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CECS07-2004）、《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80 号）等相关标准，撰写了《乡镇卫生院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管理指南》。该指南对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乡镇卫生院设计单位、乡镇卫生院管理者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2015 年被作为“全国
乡镇卫生院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培训”教材，2016 年被作为“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建设培训”教材。
目前，该指南已发放至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部分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部分乡镇卫生院，用于加强乡镇
卫生院 WASH 设施的规范化建设。
稿件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图片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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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WASH 相关重要政策与报告列表
名称

WASH 相关内容摘选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
时期爱国卫生
运动工作的意
见》

一、努力创造促进健康的良好环境
( 三 ) 加快农村改厕步伐。坚持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村推进，加快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进程，力争到 2020 年东部地区和有条件的中西部地
区基本完成农村户厕无害化建设改造，有效预防控制倡导传染病、寄生虫
病的发生流行。农村新住房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目要配套建设无害化卫
生厕所，中小学校、乡镇卫生院、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集贸市场、乡镇政
府机关等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铁路公路沿线要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加
强改厕后续服务和管理，教育和引导农民使用卫生厕所，建立卫生厕所建、
管、用并重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改厕适宜技术研究，在有条件的农村地
区推广粪便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的“四格式生态厕所”等新技术。发挥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合理整合项目资源，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
方投入的改厕筹资模式。

国务院

2014 年

《全国爱卫会
关于进一步推
进农村改厕工
作的通知》

二、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根据国务院要求，到 2020 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 85%”。
“到 2020 年底，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 5 省（市）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力争达到 100%；吉林、黑龙江、山东、广东、福建、江
西、河南、湖北、广西、海南、四川、新疆等 12 省（区）卫生厕所普
及率在 2013 年底的基础上增加不少于 7 个百分点；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等 13 省（区）和新疆兵团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在 2013 年底的基础上
增加不少于 10 百分点；西藏自治区要积极开展农村改厕工作”。
三、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略）

全国爱
国卫生
运动委
员会

2014 年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健康中国 第十三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第一节、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中共中央、 2016 年 10 月
2030”规划纲 治，“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推动城镇供水设施向农村延伸， 国务院
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要》
全面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无害化卫生厕所
建设，力争到 2030 年，全国农村居民基本都能用上无害化卫生厕所”。
第十四章、加强影响健康的环境问题治理，第一节、深入开展大气、水、
土壤等污染防治，“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推进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
实行环境质量目标考核，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切实解决影响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城市公共厕 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和男厕位 ( 含小便站位 ) 的比例不应小于 2:1。 住建部
所设计标准》 公共厕所应至少设置一个清洁池。
公共厕所第三卫生间应在下列各类厕所中设置： 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
(JJ 14-2016)
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
施区域的活动式公共厕所。
《中国人群环
境暴露行为模
式研究报告(儿
童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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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儿童中，有 26.8% 暴露于固体燃料做饭或取暖带来的室内 环保部
空气污染，12.7% 饮用未经基础卫生设施集中处理的地下水、地表水或
窖水，13.6% 主要活动场所周边 1 公里范围内有石油、石化、炼焦等环
境健康高风险企业，14.6% 主要活动场所周边 50 米范围内有交通干道。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0 月

WASH 政策与报告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2016 年 9 月 19 日，李克强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
世界——中国主张”座谈会，并宣布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国别方案》包
括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机遇和挑战、指导思想及总体原则、落实工
作总体路径、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方案等五部分，将成为指导中国开展落实工作的行动指南，并为其
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进落实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下表特节选了《国别方案》与 WASH 有关的中方落实举措：
目标

中方落实举措

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4.a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
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容和有效
的学习环境。

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到 2020 年，城乡义
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加强乡村小规模
学校建设。

目标 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6.1 到 2030 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
得起的饮用 水。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到 2020 年，中国农村集
中供水率达到 85% 以上，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0% 以上。到
2030 年，确保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2 到 2030 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
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推进水卫生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到 2030 年，全国基本完成
农村户厕无害化建设改造，确保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 生。

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3.9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危险 化学品以及空气、
水和土壤污 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加大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力度，统筹推进工 业、农业和生活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 处置。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
建立覆盖所 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放许可制。力争到 2020 年，
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 统，健全环境信息公布
制度。开展环保督察 巡视，严格环保执法。

稿件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中国主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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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派代表参加 SWA 会议

图片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人享有安全环境卫生设施与饮水（SWA）2017 年度部长级会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住建部赵晖总经济师和鞠宇平副处长于 4 月 21-24 日赴美国华盛顿参加了 2017
年度 SWA 部长级会议。会上，赵总经济师介绍“今年，中国政府印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十三五”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普遍建成干净、整洁、安全、方便的农村人居环境，设定了约束性目标，即 90%
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90% 农户的黑水（厕所污水）得到处理，40% 农户的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农村集中
供水率 85% 以上，有规划管理的村庄 90% 以上。”
与会各方领导和专家就三个主要话题“消除不平等的同时实现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对气候变化
和灾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解决普适性和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倡导
后续各国应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加强 WASH 相关部门的能力；制定可操作的部门财政支持策略；改进目
前系统内和服务提供组织机构内的效率低下问题；积极寻求国内和国际更多商业性财政支持。
稿件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SWA 网络

爱国卫生运动 65 周年
全国爱卫会办公室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在杭州组织召开“爱国卫生运动 65 周年暨全国爱国卫生工作座
谈会”，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并讲话。在刘总理讲话中，她强调“当前工作中，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还没有得
到根本扭转，农村环境卫生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基本卫生条件差、不讲卫生的现象
还比较普遍。贫困地区的卫生工作要特别引起重视，应在脱贫攻坚中加大力度，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深
入开展垃圾处理、厕所革命等环境卫生工作，引导群众养成卫生习惯，切实减少因病致贫。”
稿件来源：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12

近期 WASH 大事件

近期 WASH 大事件
时间
2017 年 10 月 15 日

地点
全球

活动及简介
全球洗手日
全球洗手日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用肥皂洗手而专门设立的。
第一届全球洗手日为 2008 年 10 月 15 日，之后每年的 10 月 15
日，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组织相关活动，推广普
及洗手相关知识。2017 年全球洗手日的主题为“我们的手，我
们的未来！”。
http://globalhandwashing.org/global-handwashing-day/

2017 年 10 月 16-20 日

美国

水与健康大会
大会由比尔盖茨基金会及多家国际组织共同组织，会议主题包
括气候变化适应性、WASH 与性别平等、饮用水安全、应对
WASH 中的不平等、非家庭的 WASH、从证据到行动等。
http://waterinstitute.unc.edu/conferences/waterandhealth
2017/call-for-papers/

2017 年 11 月 19 日

全球

世界厕所日
为了普及使用厕所，联合国自 2013 年起将每年 11 月 19 日正式
设立为世界厕所日，并号召全世界共同采取措施，改善环境卫生
状况。

2018 年 3 月 5-9 日

澳大利亚

“WASH 未来”大会
会议由国际水中心、澳大利亚外交商务部以及澳大利亚有关组织
主办，2018 年度的会议将围绕 WASH 财政支持、妇女与可持续
WASH、公平的 WASH、农村 WASH 的可持续发展等多个主题
进行交流。
http://washfu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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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于在各个方面促进每一名儿童的权利和福祉。我们携手合作伙伴，在 190 个国家和地区将
承诺兑现为实际行动，重点关注 最脆弱和受排斥的儿童，以所有儿童的利益为出发点，不论他们身处何地。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1947 年至 1951 年间即解放前后曾向中国提供援助，援助内容包括：紧急救援、食品营养以
及提供卫生保健培训等。197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式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项目领域涵盖卫生与营养、教育、
儿童保护、社会政策以及紧急援助等多个方面。
UNICEF 中国官方网站：www.unicef.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unicefchina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unicef
微信公众号：unicefchina 或扫描二维码
Visit UNICEF China website: www.unicef.cn
Follow us on Sina Weibo http://weibo.com/unicefchina
Tecent Weibo http://t.qq.com/unicef
Wechat: unicefchina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三里屯路12号
邮编: 100600

微信二维码

网站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