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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时期 WASH 最新进展

 2015 年，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为世界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球开启了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新纪元。对于水和环境卫生

领域的工作而言，从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相关规则的改变，各方从仅仅关注饮用水水源和厕

所设施的改善，转向整个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系统的安全可及、公平性及可持续的管理。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阶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继续在全球超过 100 多个国家为儿童提供干净和安全的生存、

发展环境而工作。为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修订了其在该时期的战略 1（见上期），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目标六：为所有人提饮用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实现。其中，为了实现“到 2030 年消除露天

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的环境卫生核心任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

专门的《消除露天排便行动方案》2。方案指出 2015年至 2030年间，每年全球至少有 6000万人需停止露天排便，

而全球目前有 26 个国家露天排便负担的总和超过了全球负担的 90%（中国是其中之一）。就目前这 26 个国家

的进程来看，只有五个国家的进度能确保其在 2030 年前消除露天排便，17 个国家正在取得进步但速度缓慢，有

4 个国家露天排便的人数实际上还在增加。而中国处于边界线的位置，如果不采取更多的努力将无法在 2030 年

实现消除露天排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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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截取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消除露天排便行动方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消除露天排便行动方案》提出了在 2021 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环境卫生领域的项

目重点和推进模式。消除露天排便方案的制定需因地制宜，各国需根据自身长期经验和领域优势设计项目活动。

其中有三个要素需要考虑 :

• 创造需求 - 通过使“社区主导环境卫生（厕所）全覆盖模式”制度化，着重解决行为方面的障碍，创造一

个持续的不露天排便的社会规范；

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战略 2016-2030》https://www.unicef.org/wash/files/UNICEF_Strategy_for_WASH_2016-2030.pdf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消除露天排便行动方案》https://www.unicef.org/wash/files/UNICEF_Game_plan_to_end_open_defecation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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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供应链和市场化 - 以满足所有人对能负担得起的优质环境卫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最贫困的五分

之一人口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区和个人，以使家庭能够逐步改善用厕条件；

• 强化有利的政策环境及国家体系 – 以便以公平的视角提供可持续的环境卫生服务。要对瓶颈分析、政策

制定提供支持，包括增加在部门规划中对环境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促进可持续性的评估协调和监测。

 在制定全球行动框架之外，为了更好得收集与目标六相关的全球基线状况数据，监测全球及区域层面水和环

境卫生工作进展，促进跨部门协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可持续发展议程时期继续开展自 1990

年起实施的“饮用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联合监测项目（Joint Monitoring Programme ，简称 JMP）”，

通过“服务阶梯”（分为安全管理、基本、有限、未改善及无设施的不同等级）来划分全球各国家在社区、学校

和医疗卫生机构及工作单位的 WASH 等级，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进展进行对标和比较，并对其发展进程进

行监测和报告。

社区 WASH 的“服务阶梯”监测框架

饮用水 厕所 洗手设施

安全管理的饮用水 :

饮用水来自改善的水源，入户或

者入院，随时有水，无粪便污染

及其他重点化学污染。

安全管理的厕所 :

每个家庭独有，不与他人共用的无害化

卫生厕所，且粪便在厕所得到安全处理

或转运到其他地方处理。

基本的洗手设施 :

每个家庭有设施，并有水和

肥皂。

基本的饮用水 :

饮用水来自改善的水源，来回取

水时间（包括排队等候时间）不

多于 30 分钟。

基本的厕所 :

每个家庭独有，不与他人共用的有化粪

池或污水管道的水冲式厕所、通风改良

式旱厕、有盖板的坑厕、堆肥厕所。

有限的洗手设施 :

室内或庭院内有洗手设施，

但没有水或肥皂。

有限的饮用水 :

饮用水来自改善的水源，来回取

水时间超过 30 分钟（包括排队

等候时间）。

有限的厕所：

起码两家或多家公用的改善厕所。

未改善的饮用水 :

饮用水来自水源不受保护的大口

井或泉水。

未改善的厕所 :

没有盖板的旱厕和坑厕。

无洗手设施 :

室内或庭院内无洗手设施。

地表水 :

饮用水直接来自河流、水库、湖、

河塘、小溪、沟渠或灌溉水源。

无厕所（露天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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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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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 WASH “服务阶梯”监测框架 3

饮用水 厕所 洗手设施 医疗废物 环境清洁

先进的饮用水 :

各国自行定义

先进的厕所 :

各国自行定义

先进的洗手设施 :

各国自行定义

先进的医疗废物 :

各国自行定义

先进的环境清洁 :

各国自行定义

基本的饮用水 :

饮用水来自改善的

水源，入院。

基本的厕所 :

改善的厕所设施，

包括至少一个指

定的员工厕所，

至少一个带经期

卫生处理设施的

男女分开厕所，

至少一个可供残

疾人使用的厕所。

基本的洗手设施 :

在护理点和厕所 5

米范围内，都有能

正常使用的洗手设

施 ( 包括水、肥皂

和 / 或含酒精的手

部清洁消毒设备 )。

基本的医疗废物 :

废物被安全地分

到至少三个垃圾

箱，利器和感染

性废物得到安全

处理和处置。

基本的环境清洁 :

有一个基本的清

洁指南，负责清

洁的员工都接受

过培训。

有限的饮用水 :

500 米之内有改善

水源，但达不到“基

本的饮用水”服务

的要求。

有限的厕所 :

至少 1 个改善的

厕所设施，但达

不到“基本的厕

所”的要求。

有限的洗手设施 :

在护理点或厕所某

一地点，有能正常

使用的洗手设施。

有限的医疗废物 :

利器和感染性废

物被有限的分开

和 / 或处理，但达

不到“基本的医

疗废物”的要求。

有限的环境清洁 :

有一个基本的清

洁指南，部分负

责清洁的员工接

受过培训。

无服务 :

没有饮用水服务或

水源来自未受保护

的井水和泉水、以

及地表水；或来自

距离 500 米以上的

改善的水源。

无服务 :

厕所是未改善的

（不带盖板的坑

厕，悬挂式厕所、

厕桶），或者没

有厕所。

无服务 :

在护理点和厕所都

没有能正常使用的

洗手设施。

无服务 :

没有单独对利器

和感染性废物进

行分开收集，和 /

或没有得到处理

和处置。

无服务 :

没有清洁指南，

员工没有接受过

培训。

3 医疗卫生机构 WASH “服务阶梯”监测框架 https://washdata.org/report/jmp-2018-core-questions-and-indicators-monitoring-winhc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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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WASH “服务阶梯”监测框架 4 

饮用水 厕所 洗手设施

先进的饮用水 :

额外的指标，可包括水质、水量、

饮用水保证度和覆盖所有人。

先进的厕所 :

额外的指标，可包括男女蹲位的

比例、经期卫生管理设施、厕所

清洁度、对所有人的可及性、粪

便后续管理系统。

先进的洗手设施 :

额外的指标，可包括个人卫生教

育，集体洗手、经期卫生材料、

对所有人的可及性。

基本的饮用水 :

学校饮用水来自改善的水源，并且

在调查期间饮用水正常。

基本的厕所 :

学校有改善的、男女分开的厕所，

调查期间可正常使用（包括可及

性、可用性和私密性）。

基本的洗手设施 :

学校有洗手设施，在调查期间有

水和肥皂供应。

有限的饮用水 :

学校饮用水来自改善的水源，并且

在调查期间没有饮用水。

有限的厕所 :

学校有改善的厕所，但不是男女

分开设置或者调查期间不能正常

使用。

有限的洗手设施 :

学校有洗手设施，调查期间有水，

但没有肥皂供应。

无服务 :

学校饮用水来自未改善的水源，或

者没有水。

无服务 :

学校有未改善的厕所，或者没有

厕所。

无服务 :

学校没有洗手设施或者没有水。

 根据此“服务阶梯”的监测模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监测项目（JMP）于 2017 年发

布了针对用户的基线报告《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进展》5，指出饮用水领域，截止 2015 年，全球有 52

亿人口得到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但仍有 8.44 亿人仍缺乏至少一项基本的服务。有关厕所，全球 50 亿人获得

了至少最基本的服务，但仍有 8.9 亿人采取露天排便的做法。在洗手领域，在最不发达国家，47% 的人口没有洗

手设施。2018 年，JMP 发布了《学校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全球基线报告》6，为监测全球学校 WASH

进展提供了基线。截止到 2016 年，饮用水领域，虽然全球 69 % 的学校改善了饮用水水源，并提供基本的饮用

水服务，但仍有约 5.7亿儿童在校期间得不到基本的饮用水保障，甚至全球 19%的学校没有提供任何饮用水服务。

此外，农村学校的基本饮用水服务覆盖范围低于城市的学校。有关厕所，全球 66 %的学校提供基本的厕所设施，

仍有 23 % 的学校使用未改善的厕所或没有厕所，全球约 6.2 亿儿童于在校期间无法获得基本的厕所设施。在洗

手设施的领域，全球有 36% 的学校没有任何洗手设施，53% 的学校提供基本的洗手设施，致使全球有近 9 亿儿

童在校期间无法获得基本的洗手保障。由此看出，全球范围内的学校WASH状况基础比较薄弱，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报告还梳理和评估了各国在学校 WASH 领域的现状，为之后全球监测学校 WASH 的工作进展提供了依据。除上

述用户及学校中 WASH 的基线报告外，全球医疗卫生机构领域的 WASH 基线报告预计也将于 2019 年发布。 

4 学校 WASH “服务阶梯”监测框架：https://washdata.org/monitoring/schools.
5《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进展》https://washdata.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2018-01/JMP-2017-report-final.pdf   
6《学校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全球基线报告 2018 》 https://washdata.org/report/jmp-2018-wash-in-schools-highligh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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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405173.shtml 
8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http://images.mofcom.gov.cn/csr/201709/20170907161828694.pdf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并积极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共同愿景内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战略，颁布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7，以推动目前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落实工作在中国的全面展开。2018 年，中国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进展报告》8，通过丰富的实例和数据系统回顾 2015 年以来中国落实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面临挑

战以及下步工作设想。

 作为中国政府的长期合作伙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开展儿童友好（爱生）

学校全方位环境改善项目、村镇环境卫生全覆盖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环境改善项目、减轻灾害风险项目

与气候变化与环境项目。在国家层面推进相关标准及政策的制定，同时也在地方开展项目试点以改善当地水和环

境卫生的水平、形成模式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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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ASH 项目在中国

儿童友好（爱生）学校全方位环境改善项目

 自 2006 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教育部正式建立长期合作，携手推动学校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

生工作，旨在为欠发达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儿童提供安全饮用水、改善的环境卫生设施（主要是厕所设施）及洗手

设施，并培养儿童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自第二个周期起（2011-2015 年），项目领域增加了健康、营养、

校园安全、绿化美化及环境与气候，项目名称调整为 “教育部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友好（爱生）学校全方位

环境改善项目”，项目在试点层面着力打造可推广和复制的模式，通过总结归纳为更广的非项目地区学习和交流

提供借鉴，同时也为国家及省级出台相关政策、标准和指南提供依据。

 本周期（2016-2020 年），教育部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友好（爱生）学校全方位环境改善项目继续实施，

试点工作共选取西部 5 省 6 县的 300 所小学，直接受益约 8000 名教师和 15 万学生。截止到 2018 年底，项目

在不同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示范学校层面：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改水中心 2018 年开展的项目调查显示，项目大力促进了学校环境和健

康领域的全面发展，在项目学校，1）有卫生厕所学校的比例从 9% 提高到 65%；2）校内提供安全饮用

水的学校比例从 26% 提高到 89%；3）开展规范健康教育的学校从 50% 提高到 94%；4）有常规体检制

度并全部落实的学校比例从 32% 提高到 78%。另外，在被调查的 2330 名学生中，喜欢健康教育课的学

生比例达到了 93.3%，能够正确洗手的学生比例达到 94.29%。

• 项目扩展层面：

o 项目支持开展多期学校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国家级培训，实现了覆盖全国 5 省、市、自治区（云南、

重庆、青海、贵州和广西），45 个市、地、州、及超过 200 个县的 400 多名教育系统管理人员，学

校卫生与健康管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o 2018 年，在项目的支持下，贵州织金县 9 的 10 所小学率先开始了“厕所革命”的工作，将原先环境

脏乱差旧旱厕改成卫生厕所，新厕所不但实现了粪便无暴露，还对排放物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其污

染环境，并采用了免冲水小便斗和节水型蹲便器，能尽量减少水资源使用和浪费。除了厕所改造，10

所学校还大力推进文明如厕教育，借助开学第一课、家长会、健康教育课、“世界厕所日”庆祝活动

等方式，大力倡导文明如厕，改变师生用厕习惯，为“厕所革命”的成功实施提供了保障。10 所学校 

“厕所革命” 实施经验也为织金县落实《贵州省推进学校“厕所革命”实施方案》提供借鉴。

     

9 织金项目视频：https://v.qq.com/x/page/x0828iljye5.html?pcsharecode



8

2019 WASH 项目通讯

o 基于项目在重庆忠县 10 和广西三江县 11 的实施经验和成果，摸索可在当地复制的项目推广模式，2017

年重庆市教委提出“美丽校园”建设、“校园环境卫生保洁行动”、“中小学卫生示范校创建”，

2018 年广西教育厅提出“绿色校园”和“厕所革命”，两地还分别于 2017 和 2018 年组织召开了全

市和全自治区的经验分享和交流活动，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共覆盖约 150 个区县，超过 500 人

参加。

              

          

该项目在贵州织金小学的试点

 2019 年至 2020 年，项目将在原有基础上，着力提高项目质量，打造更多项目推广模式，进一步扩大影响；

结合国家战略、大力倡导学校 “厕所革命” ，提高人们对于厕所的认识及其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影响的关注；

加强数据收集和政策倡导，为国家出台相关学校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标准和指南提供支持；还将针对全国中小学校

卫生与健康教育师资能力提高，逐步开发在线培训课程，内容涵盖学校健康和卫生的多个领域和主题，使更多的

教师和儿童受益。

村镇环境卫生全覆盖 - 消除粪便暴露项目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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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了

解学校、卫生院、农户家庭的饮用水及环境卫生设施（厕所）的有关情况。并在 5 个项目县共遴选了 5 个卫生院

和 9 个学校（幼儿园）开展了厕所改建或新建。2016 至 2018 年各项目县共开展了 184 次农村社区激发活动，截

至 2018 年底，河南栾川和四川泸县项目乡镇共有 29 个村实现了粪便无暴露。在省级层面，对山东 137 个县的

183 名住建部门同志进行了厕所革命和厕所技术方面的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了 CATS 方法，以及厕所革命相关的

政策、标准、指南、技术等内容，参加培训的同志还就下一步如何改进工作讨论了具体计划。

10 重庆项目视频：http://m.youku.com/video/id_XMzE1NTIzMjA0MA==.html?refer=pc-sns-1&source=&from=timeline 
11 广西项目视频：https://v.qq.com/x/page/b0828t0o9yv.html?pcshar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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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活动现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环境改善项目

 在医疗卫生机构加强 WASH 有助于减少院内感染，减少耐药性，促进职业健康；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爆发和

腹泻病；提升医疗服务满意度及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高患者来院就诊及免疫接种服务的意愿；让医院提供更高

效的服务，减少疾病及死亡等。为此，自 2011 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与国家发改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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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改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WASH 状况相关的政策与实践，并开展了

一系列试点项目。2018 年，项目在“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开展了四期“优质服务基层行暨水与环境卫生培训班”，

共有 260 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培训，理解了提高 WASH 水平对降低母婴死亡率及粪便携带

的疾病、儿童营养及发展和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学习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医疗卫生机构中的 WASH 相关

的要求。

  

     

优质服务基层行暨水与环境卫生培训班培训场景

 项目于 2018 年还组织开展了首次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WASH 现况调查，对来自 31 个省的 3628 个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关于水、环境卫生和医疗废物管理的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包括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8% 拥有改善的水源，89.0% 具备改善的厕所（未考虑医

患厕所分开的要求），而厕所配备了正常使用的洗手设施且配备了肥皂或洗手液的机构仅有 67.2%，护理点配备

了正常使用的洗手设施且配备了肥皂或洗手液的机构仅有 35.7%，有 85.9%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医疗废物分

到至少三个垃圾箱（一般废物、利器、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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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项目

 从 2016 至 2018 年，经过基线调查准备和后续连续两年的干预活动，项目地区政府和群众有效减轻了灾害

风险，提高了综合防灾减灾能力。项目开发制做了一系列防灾减灾宣传品，包括宣传短片、宣传画、宣传册，

并在项目县村庄、社区、学校、医疗机构等开展了广泛宣传，累计发放宣传画 2.8 万套，宣传册 13.8 万本，受益

人包括 23.5 万中小学生和 164 万社区居民。为改善项目地区群众和学生的个人卫生习惯，每年还在项目县开展

了全球洗手日和世界厕所日主题宣传。

   

                                 DRR 宣传动画短片截图                                                     针对学生的 DRR 宣传册

     

                                  在学校开展的逃生演练                                                       全球洗手日宣传活动

 项目实施期间，每个项目县分别选择了 1 个卫生院和 1 所学校，建立了防灾减灾示范卫生院和示范学校，从

改善学校厕所和洗手设施、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训和演练、加强应急储备等多个方面减轻其灾害风险，提

高灾害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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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学校把原来非卫生厕所改造成了卫生厕所                                     示范学校建立了应急储备

 项目组织项目县卫生、民政、环境、水利、交通、妇儿工委等各有关部门共同讨论了当地防灾减灾规划的制定，

修订完善了当地卫生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省级、县级、乡级以及重点单位的应急演练，强化了项目地区各级卫

生应急队伍的应急响应能力，促进了卫生部门与消防、民政、铁路、公安等各有关部门的部门协调。

     

项目支持四川省开展的卫生应急演练

 针对项目调查中发现的应急厕所这一在项目地区普遍存在的灾害风险问题，组织专门召开了应急厕所论坛。

邀请了 15 家应急厕所相关企业代表和 12 位国内卫生应急相关专家，共同讨论如何加强项目地区乃至全国卫生应

急厕所相关工作。论坛还组织了应急厕所产品展示与交流活动。论坛结束后，项目组就论坛情况和专家讨论意见

起草了报告报送国家有关部门。

     

应急厕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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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织国家级卫生应急与临床有关专家，经过反复研讨，组织编制了一套带有配音的卫生应急防灾减灾标

准化培训教材，涵盖了儿童为中心的防灾减灾、应急管理、WASH 与防灾减灾、医疗急救等共 22 个培训课件。

该课件已经在项目地区培训了超过 3,000 名卫生管理和专业人员，经进一步完善后，该课件将发布在国家级平台

上供各地使用。 

 根据基线调查和终期评估调查结果对比，通过实施两年的综合干预活动，在三个项目县的社区居民和学生中，

正确洗手行为的比例分别从 41.3% 和 21.3% 提高到 56.2% 和 60.1%，公共紧急援助电话知晓率分别从 34.0% 和

13.9% 提高到 66.6% 和 83.6%，地震灾害生存技巧知晓率从 35.7% 和 32.9% 提高至 74.8% 和 83.8%，洪水逃

生正确做法知晓率分别从 18.6% 和 23.1% 提高到至 43.6% 和 46.9%。干预活动显著提高了三个项目县社区居民

和学生的防灾减灾知识和行为。

气候变化与环境项目

 项目组织开展了《儿童环境与健康知识手册》的编制工作，针对儿童健康有关的特定污染或环境问题，涵盖

了生态文明理念、环境健康风险、大气与健康、水与健康、食品安全、辐射与健康、化学品与健康、气候变化

与健康、生物多样性等内容。手册旨在面向家长和孩子提供相关知识和具体行动建议，促进良好习惯养成和素

养提升，保护儿童免受环境影响。

 项目分别对江苏省射阳县和甘肃省正宁县的 16 所学校（城市 8 所，农村 8 所）的 6430 名学生开展了调查，

了解了两个县儿童的环境暴露行为模式及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同时就学校的环境卫生状况以及儿童如厕后洗手

行为进行了调查。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县的调查学生中，如厕后正确洗手的比例仅为约 20%，学生环境健康素

养平均分仅为约 33. 分（满分 100）。

 项目组与《环境与生活》杂志社合作，在“环境与健康产学研”公众微信号围绕与儿童相关的环境与健康素

养知识向公众进行科普。内容包括大气环境与健康、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室内环境与健康等内容。并在

《生命时报》开设了“环境与儿童健康”专栏，为家长梳理孩子们身边可能存在环境隐患，并提出防范建议。

 项目筹备将在 2019 年召开儿童环境与健康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共同讨论儿童面临的环境健康问题

以及对策，就儿童环境与健康相关科研进展、儿童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儿童环境与健康促进实践经验三个主题

分享国内和国际经验，就如何加强中国和全球环境保护促进儿童健康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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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厕所革命近期发展概况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厕所革命做出了多次讲话和批示，2013 年考察正定时又过问上世纪 80 年代提

出的解决“连茅圈”问题；2014 年考察江苏时提出，“厕所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可以说小厕所、大民

生”。2015 年，在吉林省延边州，习总书记提出要来一场“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2015 年，

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厕所革命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这是提升旅游品质的务实之举”的重要批示后，全国

范围内拉开了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工作的序幕。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制定农村厕所革命三年行动方案，如山东省制定

了 2016-2018 三年方案。旅游厕所革命工作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制定了《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三年行动计划》和《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指导各地加强旅游厕所建设。

2016 年，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总书记肯定“厕所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成果，提出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

生整洁行动，再次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 2017 年底，习总书记就旅游系统推进 “厕所革命” 工作

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2018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中央政策号召下，全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积极响应，针对当地情况出台相应的“厕

所革命”政策文件，以三年为周期对厕所建设总量、资金分配及管理模式等作出要求，为各地切实推进厕所革命

工作提供政策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24 个省份均出台了有关 “厕所革命” 的政策和规划。 

 2018 年底，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厕所革命的领导与分工。2019 年初，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 8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 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12（以下简称《意见》），指

出要推动农村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运维市场化、监督社会化，在硬件设施之外也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

好如厕和卫生习惯。这一全国性指导文件根据基础条件的情况，分别对东部地区、中西部以及偏远地区提出了

2020 年及 2022 年的阶段性厕所革命的目标，为接下来中国的厕所革命工作提出了重点任务，分别是：

• 一是以县域为单位摸清农村户用厕所、公共厕所、旅游厕所的数量、布点、模式等信息。

• 二是因地制宜科学编制改厕方案。

• 三是合理选择改厕标准和模式。

• 四是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示范建设，以点带面、积累经验、形成规范。

• 五是强化技术支撑，对企业、科研院校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

• 六是完善建设政府引导与市场运行相结合的管护运行机制。

• 七是同步推进厕所粪污治理，积极推动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

 为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意见》还明确了工作推进机制、财政补贴机制、

整村推进机制、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意见》还强调要开展督促指导

和评估、注重宣传动员和教育，由示范引导农民主动改厕，激发农民群众改善自身

生活条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

12 八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0/content_5356500.htm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对
中国厕所革命的博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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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 大事件回顾及展望

2018 全球 WASH 事件回顾

时间 地点 活动简介

2018年 9月 29日 -10月 2日 新德里
印度

圣雄甘地国际公共卫生大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部长和卫生部门领导人齐聚印度新德里参加圣雄甘地国际

卫生大会。活动由印度政府主办，与会代表在会议上交流环境卫生领域的

成功实例和最佳做法。

2018 年 10 月 9 日 山东省
中国

全国农村改厕工作推进现场会

该会议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在山东淄博举办。会议上指

出了当前改厕工作中农村厕所建设是短板，强调了改厕是长期、革命性系

统工程，强调需以更加扎实有力的行动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此外，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全国首届农村卫生厕所新产品展示交流活动。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全球 全球洗手日活动

全球洗手日旨在推动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关键时刻养成用肥皂洗手的习惯。

2018 年是全球洗手日活动的第十年，今年的主题是：双手洁净，健康配方。

2018 年 11 月 4 日 -8 日 亚利桑那州
斯科代尔
美国

国际水会议

国际水会议致力于推动工业和其他工程用水的处理、使用和再利用。会议

包括展览会和技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6 日 -8 日 北京
中国

新世代厕所博览会

北京新世代厕所技术博览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

合主办，向与会者展示了包括气冲厕所系统、全能厕所处理系统、万能处

理器等新型技术。

2018 年 11 月 18 日 -20 日 上海
中国

第三届中国厕所革命创新博览会

该创新博览会由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和上海市公共厕所行业协会

主办，中国公益研究院、清华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及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协

办。现场展示了厕所行业的“五新元素”（新理念、新工艺、新材料、新

技术和新设备），紧紧围绕厕所改革、更新换代为契机，为国内相关机构

采购搭建优质桥梁。同期开展实施厕所技术和管理革命、提升厕所技术应

用水平和管理服务水平的论坛与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全球 世界厕所日活动

2013 年第 67 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 11 月 19 日设立为“世界厕所日”，以

期推动建立厕所这一基本卫生设施，倡导人人享有清洁、舒适及卫生的环境，

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18 年的厕所日主题是“当大自然呼唤时”：

我们须倾听大自然传递的讯息并采取行动，建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的厕所

和环境卫生系统。

2018 年 12 月 3-14 日 卡托维兹
波兰

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缔约方大会是公约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应对

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工。2018 年下半年召开的这

次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其旨在制

定和采取一整套决定，促进执行国家承诺的有关对话，确保《巴黎协定》

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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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球 WASH 事件预告

时间 地点 活动简介

2019 年 2 月 7-8 号 日内瓦
瑞士

世界峰会：不落下任何一个

会议主要讨论议题是通过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法来促进水和环境卫生的服务设施，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2019 年 2 月 18-22 日 开普敦
南非

第五届非洲环境卫生会议（AfricaSan）
该会议旨在促进非洲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发展。这是一项泛非州区域的倡议 , 

推动目前因缺乏卫生设施和大规模露天排便所导致的流行病问题的解决。它将涵

盖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领域 : 不让任何人掉队、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和使

用证据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 以及相关的政策、机构和监管等。

2019 年 3 月 3-7 日 约旦 阿拉伯水活动周（Arab Water Week）
阿拉伯水活动周将为阿拉伯地区的水和废水管理社区提供了交流契机：专业人士，

水管理专家，私企及其他形式机构的从业人员一起交换见解、知识和经验，讨论

当前全球水相关的问题，分享最新的科技及解决方案。

2019 年 3 月 12-14 日 海牙
荷兰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系统研讨会

研讨会将汇集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的专家，分享领域内最先进的思维和

经验，研发从理论转向实施系统方法的技能和工具，拟定相关行动计划的议程。

2019 年 4 月 2-4 日 圣何塞
哥斯达黎加

LatinoSan 2019 拉丁美洲环境卫生部长会议

该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目的在于促进城市和农村地区获得优质且可持续的环境

卫生服务。今年的主题为：水和环境健康中的可持续发展。

2019 年 4 月 5-6 日 圣何塞
哥斯达黎加

2019 人人享有环境卫生和水部长会议

人人享有安全的环境卫生设施与饮用水部长级会议，将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有关目标的实现。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的部长，

来自不同区域及发展水平的高层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公民社

会、私营部门、捐助方、发展银行、联合国机构及学术界）的领导者将出席会议。

2019 年 7 月 17-19 号 上海
中国

2019 上海国际新时代厕所创新博览会

博览会将由中国贸促会建设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中国生态智慧厕所专委会主办，

世界厕所组织、 新加坡厕所协会、日本厕所协会、芬兰厕所协会、台湾厕所协会

合办。博览会将覆盖主题报告会，专业研讨会，新产品发布会，新技术交流会，

商贸配对会等，将邀请国内外行业专家学者亲临现场一起探讨市行业发展方向，

分享先进的技术案例，同时商贸配对会将真正实现生产企业与用户单位的全面对

接。今年的主题为：“新时代厕所” 及“最美厕所案例成果展示”。

2019 年 8-9 月 中国 儿童环境与健康国际研讨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与中国政府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合作以 “儿童环境与健康”

为主题召开国际研讨会议，就全球儿童环境与健康管理和科学研究进展情况进行

研讨，进而引起各国及相关组织对儿童环境健康的高度认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

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降低儿童环境健康风险，切实保护儿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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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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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