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病防控国际形势与进展



提纲

 WHO慢病现况报告

 WHO糖摄入指南

 芬兰经验

 重点慢性病防控试点工作



2014 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

实现九个全球预
防控制非传染性
疾病目标
——共同的责任





全球死亡概况

75%的慢病死亡（2800万）
和82%的过早死亡发生在
中低收入国家。

2012年，非传染性疾病
导致3800万人死亡，占
总死亡人数（5600万）
的68%，其中40%多属于
70岁以前的过早死亡。



联合国推进

          2014年7月，各国部长在联合
国大会上一致认为，任何国家，不
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
国家，都没有理由拖延相关措施的
实施。推迟采取行动就意味着非传
染性疾病负担加重，卫生保健费用
上升。



国际慢病综合防控进程

• 应对非传染性疾
病全球负担的具
体承诺路线图

2011年9月

• 世界卫生大会9
个具体自愿性全
球目标一系列行
动

2013年
•联合国大会认可了2011年

9月以来在国家层面取得
的进展。承诺在四个重点
领域——治理、预防和减
少风险因素、卫生保健以
及监测——采取一整套措
施

2014年7月



全球目标1：到2025年，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疾病的总死亡率相对降低25%
 事实：

 (i)非传染性疾病影响所有国家；
 (ii)其影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特别严重；
 (iii)大部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全面多部门政策行动和干预措施以及实现该目标需要
的国家能力，包括民事/出生死亡登记和监测系统。

 许多国家缺乏资源，因而应将实施高性价比政策方案
和干预措施（最合算措施）确定为最优先重点。











全球目标2：到2025年有害使用酒精至少减少10%
 事实：

 2012年酒精消费造成全世界所有死亡的5.9%（330万）和
残疾调整生命年的5.1。其中半数以上死于非传染性疾病。

 2010年，全世界15岁及以上人群人均酒精消费估计为6.2
升纯酒精（相当于每天13.5克纯酒精）。短暂性狂饮流行
率与酒精消费总水平有关，而且欧洲和美洲区域最高。

 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方案，包括定价政策、减少酒精
供应和营销、改进卫生服务的应对以及有关酒驾的政
策和措施。筛查有害饮酒和治疗酒精依赖等单项干预
措施也是有效的，但这些措施比实施以人口为基础的
措施费用更高。











全球目标3：到2025年身体活动不足流行率减少10%
 事实：

 和每周按照世卫组织建议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活动或相当
量活动的人相比，身体活动不足的成年人面临的全死因死
亡风险更高。定期进行身体活动可以减少缺血性心脏病、
脑卒中、糖尿病、乳腺癌和结肠癌的风险。

 2014年，23%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不足。妇女不
如男性身体活动多，老年人不如年轻人身体活动多。从全
球看，2014年11-17岁青少年中有81%身体活动不足，少女
不如少男身体活动多，两组人群达到世卫组织建议活动量
的比例分别为78%和84%。



全球目标3（续）

达到身体活动目标需要交通、城市规划、娱

乐和体育以及教育等多部门之间进行合作，

创造有利于所有年龄组人口进行身体活动的

安全环境。













全球目标4：到2025年人群平均食盐摄入量相对减少30%
 事实：

 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与饮食过度摄入钠有关。全
球每年心血管原因造成的165万例死亡与过量摄入钠有关。
目前的估计表明，全球平均食盐摄入量约为每天10克（每
天3.95克钠）。

 世卫组织建议将食盐摄入量降低到每天5克（每天2克钠）
以下，以减少高血压以及冠心病和脑卒中风险。

 在许多国家，食盐的主要来源是加工食品和熟食；在另外
一些国家，食盐的主要来源则是家里烹饪时或在餐桌上加
的盐。随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越来越多获得加工食品，
钠的来源也正在快速转向这些食品。











全球目标4（续）
 确定食盐摄入量基线对于制定国家目标和设计有效的
消费者宣传活动十分重要。需要针对每类食物制定减
钠目标，其中重点是在人口食盐摄入中占比最大的食
物。

 各国卫生部均需牵头制定并实施旨在减少全体人群食
盐消费量的政策。有关政策应该是跨部门跨学科的，
并且应该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参与进来。政策应该可
以适用于多种环境并利用所有可获得的工具，包括标
签、立法、产品改良、鼓励生产和消费低钠食品的财
政激励措施以及确保有关措施有效实施的消费者教育
活动。



调味品占膳食钠总摄入量(15.6克Nacl)的81.0%，加工食品占膳食钠总摄
入量的10.0%
81.0% sodium from condiments, and 10% from processed food

 2011年山东成人钠摄入来源
Source of Sodium (adult)

salt

soy sauce

pickles

sauces

MSG

cereal

egg

fish and shrimp

meat

others

vinegar

others



中国人群减盐原则与策略

 减盐原则：减钠补钾、减口味

 优先措施：清淡饮食、果蔬饮食

 备选措施：低钠盐、咸味剂

 减盐策略：全人群与重点人群策略

 全人群策略：社会组织发动、媒体与场所宣传

 重点人群策略：儿童、高血压患者、妇女、厨师、医生、

领导



全球目标5：到2025年15岁以上人群当前烟草使用
流行率相对降低30%
 事实：

 约有600万人死于烟草使用，其中包括60万死于接触二手烟，17
万死者为儿童。

 “100%无烟”国家立法保护人们免遭二手烟侵害；提供戒
烟帮助并就使用烟草的危害向人们提出警告；执行禁止烟
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法律；将烟草税提高到任何烟草制
品总零售价格的至少70%。

 在实施最合算措施方面取得进展的许多国家是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许多国家需要做更多工作，通过并执行有效的控烟措施，
包括在尚未实施有关措施的地方按照最高实现水平扩大落
实最合算的减少需求措施，加强并保持包含全面措施的现
有规划以及完整落实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大部分
国家在减少烟草需求方面取得的成绩表明，不论国家大小
和发展水平，应对烟草流行是可能的。









全球目标6：到2025年使高血压流行率下降25%或
者根据本国情况控制高血压流行率

 事实：
 2010年，高血压导致940万人死亡和疾病负担的7%（按残
疾调整生命年测算）。

 许多可改变因素导致高血压流行率高，包括食用含太多盐
和脂肪的食物、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超重和肥胖、有害
使用酒精、缺乏身体活动、心理压力、社会经济决定因素
以及不能充分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由于卫生系统特别是初
级保健存在薄弱环节，全世界高血压的发现、治疗和控制
工作开展得不够充分。

 需要针对全体人口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以应对这些可
改变风险因素。此外，需要在初级保健层面建立综合
规划，根据世卫组织建议以全风险思路提高发现并管
理高血压和其它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效率和有效性。













全球目标7：到2025年遏制糖尿病和肥胖的上升
 事实：

 肥胖导致罹患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和一些癌症的可
能性上升。自1980年以来，全世界肥胖症几乎翻了一番。2014
年，18岁及以上男性有10%肥胖，女性比例为14%。2013年全世
界有4200万五岁以下儿童肥胖。2014年全球糖尿病流行率据估
计为10%。

 通过同时针对食品生产、配送和营销的不同行业开展多部
门行动并塑造支持和促进充分身体活动的环境，肥胖症和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

 高风险人群可以通过适度减肥和每天进行适当身体活动减
轻糖尿病风险。少数高收入国家已经将该干预措施扩大到
全体人群。但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规模实施该措
施有困难，部分原因是目前使用的确定高风险人群的方法
既麻烦又昂贵。

 紧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评估预防肥胖和糖尿病干预措施
的有效性。



















Prevalence of NCD risk factors in adults aged>18 in China, 
2010

Current male 
smoker

Salt intake above 
5g/d Oil intake over 25g/d 

Vegetable & Fruit  
intake <400g/d

Excessive 
alcohol consumption

Regular Physical 
exercise

47.0%

80.9% 83.4%

52.8%

17.4% 11.9%

Source：2010 PRC BRFSS



Increasing trend of oil intake

WHO recommend standard 
25g/d

g



Sugar consumption in China (2004-2009)

Journal of Hygiene Research, 2014, 43(1):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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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12

Adults 
Malnutrition

8.5 6.0

Adolescent 
Growth 
retardation

6.3 3.2

Thin 13.4 9.0

2012

Hypertension 
(18+)

25.2

Diabetes (18+) 9.7

COPD (40+) 9.9

2002 2012
Overweight 7.1 11.9

Obesity 4.5 9.6
Overweight
(6-17)

22.8 30.1

Adolescent
Obesity
(6-17)

2.1 6.4



全球目标8：到2025年至少50%符合条件者接受预防
心脏病发作和脑卒中的药物治疗及咨询（包括控制血糖）

 事实：
 2012年，心血管疾病是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导致
1750万例死亡，占非传染性疾病死亡46%，估计其中740万死于
心脏病（缺血性心脏病），670万死于脑卒中。

 该减少心脏病和脑卒中目标旨在使更多心血管疾病风险和
已确定疾病风险高人群接受药物治疗和咨询。这种可负担
措施在资源有限环境下也可以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实施。

 该措施的覆盖尚存在重大空白，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难以在初级保健中获得基本服务、实验室检验和
药物超出负担能力、临床实践模式不当以及治疗依从性差
是造成存在空白的主要原因。

 该措施应成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一揽子基本福利的一部分。
此外，需要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策略应对与获得基本技术
和药物、卫生人力、服务提供以及卫生信息和转诊有关的
卫生系统薄弱环节，其中特别关注初级保健。







全球目标9：到2025年80%公立和私营医疗卫生机构可提供经济
可负担的、治疗主要非传染性疾病所需的基本技术和基本药物，
包括非专利药物

 该目标涵盖落实具有成本效益的初级保健干预措施处
理心血管基本、糖尿病和哮喘所需技术和药物的基本
要求。基本药物包括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噻嗪类利尿剂、长效钙通道阻滞
剂、长效β受体阻滞剂、二甲双胍、胰岛素、支气管
扩张剂和类固醇吸入剂。基本技术至少包括血压计、
体重计、血糖和血胆固醇检测仪（带试纸条）和尿白
蛋白试纸条。

 在基本卫生技术和药物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方面仍存
在重大差距，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现
全民健康覆盖的努力重点应包括制定国家政策鼓励提
高基本卫生技术和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





10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multisectoral action plans to attain national targets





七条重要信息

1
• 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

2
• 虽然一些国家正在取得进展，大部分国家将无法
按计划实现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目标

3
• 各国可以通过以影响大型、可负担的干预措施为
重点将政治承诺落实为行动



七条重要信息（续）

4
• 所有国家都需要制定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国家目
标并对其问责

5
• 需要建立开展多部门和跨部门合作的结构和进程

6
• 投资于卫生系统对于改善非传染性疾病结局至关重
要

7
• 需要加强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机构和人力资源
能力



结语

 有效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全球架构和国家承诺处
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到2025年实现9个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目标将遏
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快速增长及其破坏性卫生和社会经
济影响。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但是，子孙后代不会
原谅我们的无所作为。如果我们错失这一改变历史的
机遇，他们有权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





WHO糖摄入量指南



目标

 为成人和儿童提供添加糖（free sugars）摄入量的建

议，以减少其发生慢性病的风险，特别是体重增加

和龋齿的风险

 “添加糖”是指：“所有添加到食物中的单糖和双糖，或蜂蜜、水果糖浆、果汁和浓  缩剂

中的单糖和双糖”



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营养指南专家咨询组-饮食与健康小组参与了

该指南的制定

 制定过程

 确定首要问题和结局；

 证据检索；

 评估和整合证据；

 形成建议；

 指出现有研究问题；

 为指南的传播、实施、效果评估和更新做出计划



WHO推荐

  应终生减少添加糖的摄入（ 强烈建议）

 无论成人或儿童，添加糖摄入量减少到占总能量摄入

的10%以下 （强烈建议）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添加糖摄入量减少至占总能

量摄入的5%以下 



Sugar consumption in China (2004-2009)

Journal of Hygiene Research, 2014, 43(1):70-72



建议

 添加糖摄入量处于低水平的国家应该保持，不应提高摄入水平。添加

糖只提供能量，不提供特定的营养素，因此影响饮食质量。

 以上推荐是基于添加糖与体重（低等和中等质量证据）和龋齿（非常

低等和中等质量证据）有关的证据而作出的。

 增加或减少添加糖摄入会引起相应的体重增加或减少，这种关联在任

何添加糖摄入水平均成立，添加糖引起体重增加与其引起能量过多摄

入有关。



建议

 推荐添加糖摄入量限制在总能量摄入量的5%以下，还

基于对龋齿的健康影响从儿童到成年会逐渐积累的认

识。龋齿是长期不健康饮食（例如，摄入添加糖）的

结果，儿童时期龋齿危险因素即使少量的改变也会带

来成年后牙齿的明显改善，因此为了将龋齿的风险降

到最低，添加糖的摄入越低越好。

 没有证据显示添加糖摄入量限制在总能量摄入的5%以

下会损害健康。



建议

 尽管在一定的年龄，使用氟会降低龋齿的发生，但氟并不

能完全预防龋齿，龋齿仍会在使用氟的人群中发生。

 如果有其他方法，摄入添加糖不应作为提高钙摄入的一项

合适策略。

 以上推荐不适用于需要饮食治疗的人群，包括中重度营养

不良的治疗人群。



NCDs and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A historic opportunity 



NCDs included in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By 2030, reduce by one third 
premature mortality from NCDs

 Reduce harmful use of alcohol
 Halve deaths and injuries from road 

traffic accidents 
 Achiev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Strengthen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Suppor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nd medicines for NCDs

 Provide access to affordable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NCDs

SDG #3 includes NCDs



Historic crossroads: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2018



But long before the SDGs were 
formally adopted last month …



Countries already committed to global action on NCDs 

By 2015: 
Set national NCD targets for 2025 or 2030 and monitor 
results

By 2015: 
Develop a national multisectoral action plan

By 2016: 
Implement the "best buy"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NCD risk 
factors

By 2016: 
Implement the "best buy" interventions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to address NCDs



Monitoring progress

• 10 key 
indicators for 
2015 and 2016 



1

2

3

4

National NCD targets and indicators

Mortality data

Risk factor surveys

National integrated NCD strategy /action plan

5 Tobacco demand-reduction measures
Taxation  Smoke-free policies  Health warnings  Advertising bans

The 10 Key Indicators



6

7

8

9

10

Harmful use of alcohol reduction
Availability regulations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bans  Pricing

Unhealthy diet reduction measures
Salt/sodium policies  Saturated fatty acids, trans-fats policies  Marketing to 
children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

Public awareness on diet/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ajor 
NCDs

Drug therapy/counselling for high-risk persons

The 10 Key Indicators (cont.)



Indicator Fully met Partially met Not met
1. National NCD targets and indicators 59 29 69
2. Mortality data 70 51 73
3. Risk factor surveys 55 99 20
4. National NCD policy/strategy/action plan 64 23 86
5.a. Tobacco taxation 3 65 117
5.b. Tobacco smoke-free policies 48 76 70
5.c. Tobacco health warnings 42 93 59
5.d. Tobacco advertising bans 29 106 59
6.a. Alcohol availability regulations 30 146 3
6.b. Alcohol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bans 38 84 57
6.c. Alcohol pricing polices 42 98 37
7.a. Salt/sodium policies 62  98
7.b. 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trans-fats policies 40  118
7.c. Marketing to children restrictions 42  118
7.d.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  restrictions 72  60
8. Public awareness on diet and/or physical activity 119  41
9.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ajor NCDs 50 47 48
10. Drug therapy/counselling for high-risk persons 28 11 92

HOW ARE WE TRACKING? 

TOO MANY STILL 

IN THIS 

CATEGORY



The post 2015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NCD agenda: 
opportunity knocks!



WHO: here to 
help!



Third High-level Meeting on NCDs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