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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讨论文件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健康促进专题上海宣言草案： 

确保人人享有可持续的健康和福祉 

 

供 2016 年 11 月 21 至 24 日上海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审议的宣言草案（拟订中） 

 

供网络磋商的零草案（2016 年 5 月 20 日）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项推动变革的议程 

 

1. 我们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汇聚中国上海，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勾画健康促进领域的未来，决心将健康促进工作作为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 2016-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项基本内容。本宣言

基于下一代人类健康与地球健康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表达我们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的坚定

承诺。本届会议各与会者认识到，健康具有普世价值，是各国一项共同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

我们决心不丢下任何人。 

2. 健康促进概念和做法由来已久。三十年前，我们于 1986 年通过了极为重要的《渥太华宪

章》。我们积累了经验，确信增强人们对自身健康和健康决定因素的掌控能力有助于今后增进繁

荣、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健康促进事关重大，需要整个政府和全社会充分投入。 

3. 我们的承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

将会带来重大变革。创新意在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是为了实现均衡发展，绿色是为了达到人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开放是为了解决发展的内外关联问题，共享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

些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的 5P 理念（People 人本，Planet 地球，Prosperity 繁荣，

Partnerships 合作，Peace 和平）一脉相承。 

 

 

健康促进：一项推动变革的战略 

4. 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大幅改善人类发展的潜力。这

显示认识到健康和福祉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可持续社会的一项先决条件、结果和指标。自

1986 年以来举行的八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推动了公共卫生变革，并增强了新颖的合作和赋权做

法。本届上海会议表明，健康促进工作可以作出重大贡献，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的要求，确保

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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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促进能够大力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 

a) 理顺可持续的健康和福祉与地球健康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b) 增强人们进一步掌控其健康的能力，确保包容性和发言权； 

c) 缓解由资金、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状况造成的卫生不公平现象； 

d) 跨领域处理健康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 

e) 在社会各方广泛参与下，在不同的治理层级，通过与各部门合作和开展跨部门工作，确保社

会共同受益。 

 

6. 健康促进工作确有实效。它成果显著。政策方针范围很广，从注重权利，到重视健康问题的

社会决定因素。政策工具包括：健康影响评估，监管措施，财政措施，以及新的衡量公平方法。

有证据表明，已对广泛的卫生挑战成功地采用了健康促进策略，例如使用避孕套、母乳喂养、预

防道路交通事故、烟草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以及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等。它不仅增进了健

康和福祉，而且还能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不实行健康促进策略，我们就会在

处理突发事件和疫情工作中或在酒精和毒品控制等工作中遇到挫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极

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和经济代价。 

针对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7. 健康和福祉有助于实现所有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实现所有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有助于

健康和福祉。例如，实现与教育和性别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显著增进健康。在多部门合作

基础上促进健康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合作平台，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相互

依存和全球卫生挑战的背景下，处理新出现的和再度出现的传染病以及解决不健康生活方式绝不

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外交问题。 

8. 我们认识到，目前的重大变化对健康和福祉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

摆脱了贫困，获得了在上世纪末无缘获得的商品和服务。但正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指出的那

样，令我们依然担心的是，全球不平等、暴力加剧、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气候危

害、迁徙和城镇化的不利影响，可能会阻碍人们改善生活和健康。例如，针对肥胖症流行问题，

需要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采用变革方法，处理不可持续的全球粮食系统中的跨领域问

题。 

9. 我们认为，急需拓宽《渥太华宪章》和随后各项声明的范围，共同大力处理引起特别政治关

切的、需要良好治理的各项交叉问题： 

 



 

Page 3 of 9 

零草案（2016 年 5 月 20 日版本） 

a) 健康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分享经济增长的益处。但今天，不平

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助长了非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和环境疾病，并助长了处于不同的国内生

产总值水平的国家中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这带来了人类苦难、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损

失和生活环境质量的下降。特别是，与拥有良好的全民健康覆盖制度和普遍实行福利制度的

一些国家相比，在大多数国家中，由于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人们获得的保护水平低得

多，深受疾病影响和危害。 

b) 营销和贸易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并要求采取行动

处理可能危及人民健康和环境的多种因素。这需要私营部门在发展进程中发挥合作伙伴的作

用，并需要采取对策，确保在对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领域中进行投资，并转向更可持续的

消费和生产模式。就健康促进领域而言，这包括采取行动处理烟草和酒精以及不健康食品和

含糖饮料对健康的有害影响。所有这些不良因素都显著影响健康和寿命，造成卫生保健费用

过度上升，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 

c) 卫生不公平现象加剧：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在富国，还是在穷国，有许多人遭受忽视。目

前，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收入水平、机会和健康结果的不平等现象达到近几十年来最

严重的程度。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和结构调整会导致迷惘和无助以及新形式的边缘化。当今最

大的不平等是生活在稳定政治环境下的人与那些面临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混乱、冲突和暴力

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这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处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贫困、性别不平等、

种族不平等和脆弱性以及外部或结构性因素（例如冲突、移徙和国家脆弱状态等）造成的 

问题。 

通过健康促进工作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本届上海会议专门讨论了健康、健康决定因素和向人民赋权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承诺根据

在健康促进领域行之有效的循证方法，今后 15 年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制定和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时重视健康促进工作。我们将为此在以下三个领域中重点开展健康促进行动： 

I. 加强良好治理，增进健康 

II. 改善城市健康，支持创建健康的城市和社区 

III. 提高健康素养。 

11. 我们认为，这三个领域是关键的切入点，可以通过整个政府和全社会的参与，通过改善人们

的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并通过提高人们对本人健康及其决定因素的掌控能力，促成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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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每个领域，我们可以采用新颖方法，注重协调、绿色、公平、包容、透明和问责，并重视

社区参与和利用全球数字社会的潜力。 

I. 加强良好治理，增进健康 

12. 我们确认，为在健康促进领域采取行动，面对其它利益，需要果断作出政治选择。为改善卫

生领域的治理，尤其是针对较广泛的健康决定因素采取行动，需要有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和立法行

动以及更公平的结构和机制。 

13. 我们承诺： 

a) 把健康作为政府政策的一条主线，将健康纳入政府在各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部门参

与、政策协调和相互问责机制。这意味着各级政府均须参与，应同心协力，利益共享，提高

效益和效率，并为处理健康决定因素提供切入点。特别是，需要在国家级创造财政空间，通

过对烟草制品征税以及考虑对导致非传染性疾病和残疾的其它产品征税，建立强大的公共卫

生系统。 

b) 采取行动，更好地平衡私营部门动力与公共卫生目标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酌情针对不健康

商品的促销、赞助和广告行为加强立法和监管、税收、定价工作，并禁止或限制这类行为。

还需要鼓励私营部门改变人们的不健康的和有损卫生公平的消费模式，并推动高质量的长期

投资，以实现国家卫生目标。还需要防止公共卫生政策受到任何形式的实际存在、被视为存

在或潜在的利益冲突的不当影响，特别是免受那些提供有可能损害健康的产品或服务的私营

部门实体的不当影响。同样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烟草业与公众健康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c) 支持国家采取这些措施，加强双边和区域贸易及投资协定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协助开展

这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还须强调国际金融和货币及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和一致性，支持发

展和加强全球卫生机构。 

II. 改善城市健康，支持创建健康的城市和社区 

14. 妥善处理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是健康促进行动的一项推动变革因素。随着全世界日益城市

化，城市对健康和福祉的贡献极为重要。健康城市计划不仅可以大力推动应对快速城市化的影

响，而且可以确保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的产业发展。城市为实施健康促进战略提供

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许多城市及其政治领导人通过众多的网络和举措，改善了健康，增进了

可持续发展。健康城市与区域发展紧密相连，城市必须考虑到它们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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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承诺： 

a) 加强和扩展全世界强大的健康城市运动，推动实行良好的城市政策，鼓励在人民健康、建筑

环境与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下开展互动和共享利益。 

参加这一运动的各个城市将高度重视卫生问题，注重“将卫生纳入一切工作”策略，提高

公民的健康素养。它们承诺在考虑到健康因素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决策、实施政策和监测城市

的发展战略落实情况；针对健康与环境问题以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拟订指标和目标以及多

部门行动计划，制定相关法律，建立信息系统；确保统一问责，例如联合通报对健康、社会

和环境的影响；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并采取专门行动处理卫生不公平和社会排斥问题。 

 

b) 支持城市利用知识、技能和机制，发挥公共卫生政策与城市政策的协同作用，包括采取行动

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水质和环卫设施差、非正规住区、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交通拥堵

和脆弱的道路使用者等问题，并实行社会、福利和教育政策。 

c) 提高公民的地位，增强社区的参与，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大力参与下，创建健

康城市。可以通过新兴的移动技术和数字技术及创新，支持公民进一步参与。 

III. 提高健康素养 

16.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一项关键决定因素。公民有权知晓对健康的潜在风险和益处。为增强人们

的地位，必须提高其一般知识水平，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健康素养水平。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也需

要卫生以外部门中决策者和行动者具备良好的健康素养。需要应对媒体渠道日益集中及其对营销

的依赖问题。我们必须确保社会机构重视健康，并为支持提高健康素养创造有利的环境。 

17. 我们承诺： 

a) 通过定期开展健康素养调查，制定和实施跨部门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促进提高健康素养，确

保资金供应，并增强证据基础。这还有助于对健康素养水平进行全球比较； 

b) 通过提供透明的信息和清晰的标签以及对营销和广告行为进行监管，包括通过采用社交媒体

策略，进一步努力确保建立有利于作出健康选择的消费环境； 

c) 进行投资，确定医疗机构的素养标准，使医疗机构更易被人理解、更为方便和注重以人 

为本； 

d) 提高决策者和投资者的健康素养，并提高其它部门的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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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过投资向公民提供更多知识和信息，支持作出有益健康的选择和明智的健康决定，包括在

学校增强健康素养，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革命。 

采用战略变革方针，通过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I. 全社会参与 

18.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全社会合作。为获得公平的健康结果，需要整个政府和全社会的参

与。不应丢下任何人。任何单一行动方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在许多国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

倡导变革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社会动员能够促成公民要求获得更好的健康和福祉，使公民能够

发出强有力的呼声。媒体、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慈善组织可以推动开展健康促进工作。可以

采用一些机制激励私人部门提供资源和专业知识并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必须管控可能产生的利

益冲突。 

19. 我们承诺： 

a) 扩大空间，使所有人都能在本社区中、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以及在政治领域中参与： 

b) 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适当互动，以支持开展那些需要卫生以外部门参与的健康促进行动，例

如在烟草控制领域中注重健康和贸易或农业之间的联系。 

II. 透明和问责 

20. 透明和问责是健康促进领域的核心。民选政治家和公务员需要高度重视健康和福祉；私营企

业及其主管必须采取行动，社会以及私营企业股东必须对这些企业带来的健康影响问责；消费者

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需要就政策对健康的有利或不利影响提供可靠和准确的数据。为了监

测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要有良好的监管环境和机制，支持问责，并避免与商业利益产生

实际存在的或被视为存在的利益冲突。健康应是考核各级治理水平的一项关键指标。 

21. 仅提供平均值是不够的。提供分类的数据和信息将有助于跟踪广泛的不公平现象，必须充分

利用各种数据来源和采用国家调查以外的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收集人员流动性上升趋势。我们在

落实变革策略时，必须重视在可持续环境中衡量福祉水平。 

22. 我们承诺： 

a) 综合评估影响，衡量在卫生和其它领域投资的共同收益； 

b) 提供可持续的财务机制，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和环境下增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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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防止公共卫生受到任何形式既得利益的不当影响；必须确认和管控实际存在的、被视为存在

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d) 投资于可靠的和获得保护的数据系统，协助国家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就健康和福祉

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并确保开展监测和报告工作，包括采用新的方法，通过公民收集数

据。 

III. 新的技能 

23. 所有行动者都需要具备新的能力和技术，以便促进和确保制定有关政策，推动整个政府和全

社会支持卫生工作。为促进不同的行动者共同开展健康促进行动，需要掌握卫生外交技巧，尤其

是在存在其它利益的情况下谈判和倡导卫生工作，并建立卫生工作关系和联盟。各级政府和行政

部门以及许多行动方都需要掌握这些技能，健康促进领域的专业人员尤其需要掌握这些技能。 

24. 我们承诺： 

a) 增强有关当局（尤其是卫生部）的能力、机制和职权，使其能够发挥战略领导作用，协调和

促进各利益攸关方在健康促进领域的行动和投资。 

卫生部门的作用不断变化 

25. 我们期待卫生部门成为健康促进领域的主要推动者。但目前世界各地卫生系统并未能在增进

当地社区健康方面发挥最佳作用。卫生系统仍然过多注重投资于医疗方案和医院治疗，而较少投

资于具有成本效益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以及预防和健康促进工作。我们的卫生系统未能消除国与

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在获得负担得起的适当卫生服务方面根深蒂固的不公平现象。目前的卫生保

健市场化趋势加剧了原有的不公平现象。可持续发展目标 3 为此呼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26. 我们承诺： 

a) 调整卫生系统，满足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领域的需要。这将需要政府和非政府医疗服务提

供者大幅调整财政投入，加强初级卫生、预防和健康促进服务与系统。还需要调整在政府内

部以及整个政府的工作关系，体现全民健康覆盖制度的精神，增进健康和公平。这需要政策

制定者更好地通报健康促进领域投资的长期和短期收益证据。 

b) 摒弃零碎的以供给为导向的模式，不论国家环境和发展状况如何，均应致力于将人民和社区

置于卫生服务的中心。社区积极参与将使人们能够就本人的健康和卫生保健作出决定，并掌

控关于自己及其家人的健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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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呼吁 

28. 我们承诺在 21 世纪采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确定的健康促进方针，不丢下任何人，在不

危及地球资源的情况下增进人民健康。健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我们必须努力确保，

最有益健康的选择也是最有益地球的选择，而且最符合道德和最有利环境的选择一定有助于健

康。我们确认健康是一种政治选择，并宣布愿为增进健康和福祉采取行动。 

 

29. 我们这些与会者在上海宣言中承诺，将通过增加在健康促进领域的政治承诺和资金投入，加

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将在世界卫生组织理事机构中为强化我们的承诺而开展工作，支持

本宣言中确定的各项重点行动。作为第一步，我们建议世卫组织制定一项截至 2030 年的全球健康

促进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将提出供会员国采用的政策方案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和秘书处的行动，

反映在本组织各级政策和规划工作中。 

30. 我们还建议世卫组织在经社理事会主持的年度高级别政治论坛专门审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进展情况时，以及在筹备 2018 年联合国大会第三次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过程中，提请注

意这些承诺。 

 
= = = 



 

Page 9 of 9 

零草案（2016 年 5 月 20 日版本）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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