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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二次会议 

2014 年 12 月 15–17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b) 

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和其他关切问题： 

提议供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四届会议 

审议的新出现政策性议题：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新提议的政策性新议题：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如《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总体政策战略》第 24 条(j)款所述，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的职能之一是，在遇到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时，提请各方

注意并呼吁采取合适的行动予以应对；同时，促成就合作行动的优先事项达成

共识。 

2. 关于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的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 II/4 号决议的附件中

载列了审议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的方式。审议进程应在秘书处的推动下做到公

开、透明，并允许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 

3.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被提名为拟提交化管大会第四届会议审议的一项

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 

4. 2011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一

次会议审议了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问题。工作组在第 OEWG.1/4 B 号决定中

认为，提案中的部分活动不符合将这一问题列为一项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的标

准，鼓励提议方进一步完善提案，供化管大会在第三届会议之后审议。 

5. 根据这一决定，秘鲁环境部、乌拉圭住房、土地规划和环境部以及国际

医生环保学社进一步完善了提案内容，并重新提交审议。 

                                                           

* SAICM/OEW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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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议方完成了关于新出现政策性议题提名的一份调查问卷，说明了为什

么需将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问题视为一项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他们在其中

简单描述了这一议题，解释了为何认为这一议题符合新出现政策性议题的定

义。他们还提供了相关资料，以便根据第 II/4 号决议附件第 2 段第(b)分段的标

准对这一议题作出评估。呈文中还描述了拟议合作行动或此类行动的备选方

案，供在就新获提名的议题开展进一步工作时予以审议，包括解释了为什么提

议的行动可以应对提名的议题。 

7. 拟议行动由秘书处总结如下： 

(a) 提高人们的认识，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了解这一问题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和对人类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 

(b) 开展工作，减少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推广经济有效且可衡量

成效的预防措施； 

(c) 增进了解这些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风险，鼓励所有利益

攸关方采取合作行动； 

(d) 考虑落实能力建设方案和技术合作活动，支持《战略方针》的利益

攸关方应对这一问题； 

(e) 促进为支持决策进程开展监测工作，对各项行动进行优先排序，并

为相关部门制定指导方针和培训工具； 

(f) 鼓励通过秘书处的信息交换机制以及区域会议、研讨会、培训班、

网络研讨会和其他机制，开展信息交流。 

8. 提议方针对第 II/4 号决议附件第 2 (b) 段所列标准编制了资料，资料摘要

载于本说明的附件中。 

 二、 时间纪要和《战略方针》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摘要 

9. 2014 年 4 月 7 日，秘书处在《战略方针》网站上公布了由提议方呈交的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相关档案，并请各利益攸关方在 2014 年 7 月 11 日之前

提交评论意见。以下各方提交了评论意见：德国、墨西哥、挪威、瑞典、美利

坚合众国、欧洲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化学健康和环境监测信托基金、无害医

疗保健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水资源中心和德国农药行动网。这些意见随后

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公布在《战略方针》网站上(www.saicm.org)。 

10. 所收到的评论意见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将这一问题作为一项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供化管大会第四届会

议进一步审议； 

(b)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迫切需要采取提名档案中提出的协调合作行动； 

(c) 有必要区分对生态环境表现出的负面影响和在饮用水中检测出药物的

情况； 

http://www.sai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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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必要强调，预防药物进入环境十分重要，应是首选的做法，而不是

侧重于事后清理。 

11. 一个国家政府指出，需要清楚地阐明问题、所涉范围、解决问题的拟议

行动，以及这一提名议题的总体预期目标。 

12. 一个国家政府表示担忧，根据《总体政策战略》第 3 段第(b)分段的脚注

内容，这一问题并不在《战略方针》的框架内。 

13. 提议方审阅了上述评论意见，酌情修订了呈文，并于 2014 年 9 月 4 日重

新提交了最终版本的呈文（见文件 SAICM/OEWG.2/INF/14）。 

14. 提议方将在一次技术简报会上提供关于经提名的新出现的政策性新议题

的资料，技术简报会定于 201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

次会议开幕日前一天举行。 

 三、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可能采取的行动 

15. 考虑到目前针对已确定的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所开展的工作，以及环境

持久性制药污染物这一议题与实现《战略方针》2020 年目标的总体工作方向和

指导思想的相关性，提议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这一议题。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不妨： 

(a) 审查这一议题，并酌情考虑可能开展的合作行动； 

(b) 根据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的议事规则，考虑提议将这一议题纳入化

管大会第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c) 在引入其他机制来开展能力建设工作方面，酌情审议该议题与《战

略方针》的《总体政策战略》和《全球行动计划》的相关性； 

(d) 请提议方在考虑到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提出的任何建议的情况下，

编写一份关于该议题当前状况的摘要，供化管大会第四届会议审议。 

16. 如果该提名议题未被视为一项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不妨建议通过其他途径来处理该议题，比如： 

(a) 通过《战略方针》网站传播关于该议题的资料； 

(b) 将该议题作为研讨会或基于因特网的磋商会的一个主题； 

(c) 鼓励各区域小组在区域会议上讨论该议题； 

(d) 将该议题转交给具有相关职责的其他论坛或各利益攸关方，以供其

审议； 

(e) 强调该议题是《战略方针》参与方的一项可能的优先事项； 

(f) 使《战略方针》的参与方了解与该议题提案相关的、可用于支助闭

会期间工作、双边项目或其他机会的任何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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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议方针对第 II/4号决议附件第 2(b)段所列标准所提供的资料 

 (a) 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易受影响的亚群人

口，以及在毒物学和接触方面的任何数据缺口 

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近期，一个记载制药来源化

学品在全球环境中出现情况的数据库证明了这一点(www.pharmaceuticals-in-the-

environment.org/en/home/dok/2.php)。该数据库涵盖联合国所有五个区域集团的

至少 71 个国家。数据库显示，已在环境中检测到 631 种制药来源化学品（或

其转化产物），包括抗生素、镇痛药、降脂药、雌激素以及许多其他药物类化

学品。 

大多数制药来源化学品是在地表水和排放污水中检测到的，也在其他环境基质

中检测到此类化学品，包括地下水、自来水/饮用水、肥料和土壤。根据该数据

库显示，在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的地表水、地下水和/或饮用水/自来水中各发

现了 16 种制药来源化学品。在许多国家，某些制药来源化学品的浓度超过了

预设的无影响浓度，这一情况主要出现在地表水中，对这些地方的生物和微生

物会造成不良的生态毒理效应。城市废水排放是主要的排放途径，而对某些区

域来说，生产制造、畜牧养殖和水产养殖领域的排放也是重要途径。 

制药来源化学品会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已在一家污水厂下游的

虹鳟体内发现了达到治疗量的左炔诺孕酮激素。在一项针对整个湖的实验中，

雄性鱼在接触达到受污染环境中浓度水平的合成雌激素后表现出雌性化特征，

七年内几乎灭绝，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了下游效应。抗抑郁作用的去甲羟基安

定可在环境相关浓度下改变野生鱼类河鲈的行为和摄食率，由此可见，地表水

中的抗抑郁药物可能会改变动物行为，造成生态和物种进化方面的不良后果。

事实证明，含有抗寄生物大环内酯残留的牲畜粪便会对粪居动物造成影响，从

而减缓降解速率。抗生素会减缓植物的生长，并对以光合自养的水生生物产生

毒性。事实证明，印度秃鹰摄食给服过抗炎药双氯芬酸的牲畜后，会造成肾衰

竭和死亡，导致种群数量明显减少。 

尚无法明确证明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根据目前已知的

科学资料，接触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不太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因为饮用水中此类化学品的浓度一般都低于最低治疗剂量，但某些地方将井水

用作饮用水，此类化学品在井水中浓度较高。目前普遍无法确定，由于饮用水

中存在制药来源化学品导致人类低水平接触会造成怎样的风险，包括胚胎期、童

年期和育龄期以及易受影响人群（老年人和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群）的接触效应。 

在接触多种制药来源化学品（叠加、协同或对抗效应）以及接触地表水和饮用

水中同时存在的其他多种污染物方面，存在知识缺口，也缺少系统的监测方

案。抗药现象不断增多，这表明释放到环境中的抗生素可能会对人类和兽类健

康造成直接的不良后果。 

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引发的问题日益严重。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粮食生

产和兽医用途方面对药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医药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处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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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扩大。因此，如果不采取充分的全球性预防措施，制药来源化学品造成的

环境污染程度预计将进一步加重。 

 (b) 该议题在多大程度上正得到其他机构——特别是国际一级机构的处理，以及

该议题与此类工作有何种相关、补充关系或是否不会产生重复工作 

目前，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未在国际层面上得到充分处理。但鉴于该

问题具有全球性和跨学科性质，需要就此进行国际协调。 

国际一级的举措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活动、联合国有关可持续采购药品的

联合项目，以及《战略方针》。世界卫生组织已开展多项活动，在某种程度上

处理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包括药物生产资格预认证项目，关于劣

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问题的会员国机制，以及遏制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全球战略。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医疗保健废物管理的报

告和指导文件以及针对饮用水中药物的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

了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 

在欧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

目事务厅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开展了联合国联合项目，旨在提高联合国各机构

采购程序的可持续性以及健康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从而减少药物在今后可能产

生的不良环境影响。正在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一）制定和

实施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保健产品（包括药物）可持续采购的基于实证的技术指

南，激励制造商努力生产更“绿色”的产品；（二）将环境标准纳入世界卫生

组织在药物采购资格预审过程中采用的良好生产规范。 

《战略方针》针对内分泌干扰化学品的举措中有部分内容与环境中的制药来源

化学品问题存在重叠，因为某些药物（如激素和避孕药）具有内分泌干扰特性。 

近期，德国联邦环境部于 2014 年 4 月在日内瓦组织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会

上，国际专家聚集一堂，讨论了目前关于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的知识

现状，以及关于制药来源化学品在全球环境中的出现情况的一项研究项目成

果。在国家层面，部分国家和地区为开展关于环境中制药来源化学品的广泛研

究提供了资助（如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欧洲联盟和中国）。例如，美利坚

合众国和欧洲联盟要求对这些制药化学品进行环境风险评估。这一工作得到了

兽药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的部分协调支持。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已启动多

项举措管理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例如斯德哥尔摩郡议会的分类系统和瑞

士大型污水处理厂升级项目。 

 (c) 在了解该议题方面的现有知识和已查明的缺口 

目前在了解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方面仍存在着知识缺口，主要涉及以

下方面：由于饮用水中含有化学品或通过生物富集作用进入人类膳食，导致人

体早期（胚胎时期）接触或长期低水平接触的风险。此外，关于接触多种环境

化学品（共同作用）是否会产生综合（叠加、协同或对抗）效应方面，仍普遍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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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了解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的作用方式、归宿和效应，尤其应了解

那些广泛传播、具有高毒性、已在市场上出售多年甚至数十年和/或属于扩散型

污染物的化学品。 

此外还应解决以下问题：缺少系统性环境监测方案，缺乏根据已有分析规程建立

的具有可比性的标准统一采样系统，以及区域能力不足以支持多中心研究活动。 

目前没有测试方法可以评估，人类从胚胎时期以及在发育过程中的易受影响阶

段长期接触环境扩散物后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也无法评估环境扩散物对水生

微生物的影响或可能对其他动物的影响方式。必须考虑在鱼类和人类的其他水

生食物中的生物累积作用。因此，必须遵循预警原则的指导。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缺口在于，应在考虑化学品环境归宿的前提下研制制药

化学品，即为在环境中的降解做好准备，防止生成活性代谢物和降解物等。 

 (d) 该议题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跨领域议题 

含有制药来源化学品及其残留物的地表水（以及地下水、饮用水、自来水和某

种程度上的农田和土壤）污染造成的全球问题深为该领域的科学家所知。 

药品是合成化学品，属于不同的化学品族系，由于在研制时并未设想会进入环

境，因此在环境中会产生不同反应。由于环境中会同时存在上千种不同的合成

化学品，可能发生不同的反应，人体及环境因多重接触而产生的后果并未得到

充分研究和了解。 

书面证据显示，部分药品会进入环境并持续存在。 

关于环境持久性药品污染物通过扩散和长时间系统性接触可能对人体和环境造

成的负面效应和影响，尤其是在人类发育过程中易受影响阶段的影响，目前的

了解甚少。 

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问题是一个跨领域问题，因为其中涉及到抗生素抗药

性和内分泌干扰物的问题。 

环境中的制药来源化学品（比如用于杀死细菌和病毒的抗生素）会增加抗菌素

抗药性的风险。人体和动物内脏中的抗菌素会导致产生抗药性细菌和耐药基

因，通过粪便排出后会扩散到废水、污泥、肥料和土壤中。耐药基因还可通过

食物链传播，例如人类食用使用抗生素的动物等。如果环境中存在具有抗菌活

性的化学品，那么环境中也会产生耐药基因。随着储存耐药基因的环境库的不

断增多，耐药基因会转移到致病细菌中。目前有证据证明环境细菌和临床分离细

菌存在耐药基因交换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等正在解决抗生素抗药性问题。 

此外，环境中的某些制药来源化学品具有可能产生内分泌扰乱作用的激素活性

（合成激素）。在针对一整个湖泊的试验中，雄性鱼在接触达到污染环境中浓

度水平的合成雌激素后表现出了雌性化特征，七年内几乎灭绝，对整个生态系

统造成了影响。应通过《战略方针》解决内分泌扰乱物问题。这些扰乱物会以

无法预期的方式对微生物和野生生物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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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关于就该议题采取行动的预期成果信息 

预期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公众可见度和政策参与度更高；全球不同举措间

的协调性、一致性和协同性增强，可吸引不同部门的行动方参与；评估和管理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风险的能力增强，尤其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具体

成果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为风险识别和评估工作提供专家指导；为研究和风

险管理/控制行动设定工作重点；交流信息与建立联络，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尤其可从中获益，能够更好地了解环境中的持久

性制药污染物问题和开展重点行动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