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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GDP and GDP Growth Rate 1978-2017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Population in poverty and poverty rate in China 1978-2017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接报处置突发性环境事件753起，

Ⅲ级及以上环境事件有64起，其中20起涉及健康损害问题。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2005年）





Is air pollution we are facing with all like this?

Are the kichens all like this?

我国环境与健康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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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ny places things are still like this.

我国环境与健康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Population at Traditional vs. Modern Risk

Modern risk
lcaused by pollution from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lRelated to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lMainly Ambient air pollution

Population risk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Traditional risk
lcaused by pollution from household solid fuel 
(coal/biomass) use 

lRestricted by poor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Mainlly Household air pollution

IARC Scientific Publication No. 161
Air Pollution and Cancer 2013

IARC volume 95 Household Use of Solid Fuels and High-temperature Frying  
2010
WHO IAQGA Household Fuel Combustion. 2014.

IARC 
A 1 carcinogen



 Environmental Exposure Related  Human Activity Patterns in China (Adults). 2014

 Total

Traditional riskModern risk

91,527  subjects  (adults >=18 years)

Population at Traditional Risk related to household solid fuel use are still majority among 
those who are at risk, even in the urban area

Modern risk: Population reside near major traffic road (<50m) or/and industries with air pollutants emission（<1km）
Traditional Risk: Population using solid fuels for cooking and heating in households



http://gamapserver.who.int/gho/interactive_charts/phe/iap_exposure/atlas.html

Total Population using solid fuel  for cooking(%)

China
 45% （total population）
    79%   (rural population)
    13%  (urban population)

2013

How much population is still using solid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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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S S, Vos T, Flaxman A D, et al.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burden of disease and injury attributable to 67 risk factors and risk factor clusters in 21 regions, 1990–2010: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J]. The lancet, 2013, 380(9859): 2224-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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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 环境健康相关机构变迁



Ø 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宪法，指出要推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政策

健   康   中   国



Ø 第三十九条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

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

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

环境与健康法律法规



环境与健康管理办法



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



环境保护法“第39条”

环境与健康工作管理办法

环境与健康标准

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

调查类 监测类 评估类 信息类

环境与健康管理体系



环境与健康系列技术规范和标准

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技术规范 横断面调查

环境与健康统计分析技术指南  横断面调查

暴露参数调查技术规范

儿童土壤摄入量调查技术规范

大气细颗粒物室内外渗透系数调查技术规范

环境污染物人群暴露评价技术指南

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测评技术指南（试行）

环境信息元数据规范

环境与健康数据字典（第一卷）



环境与健康领域的基础数据积累

开展了首次中国人群环

境暴露行为模式的调查，

为环境健康事业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首次总结了我国人群的

暴露参数。



环境与健康领域的基础数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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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领域的存在问题

• 虽有新《环境保护法》39条规定，但是工作未细化到每个部门，分工不
明确，且国家层面对于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指导主要以政府文件形式出现，
缺乏法律权威和约束力

管理体制缺乏法制保障

• 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未能经常性的召开讨论会议，使得很多规定形
同虚设。工作协作机制不完善

• 如何利用现有科学成果服务于管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且农村地
区的环境健康风险处于“失控”状态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在环境健
康风险管理中缺位问题突出

• 起步较晚，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较低，缺少优秀领军人才工作能力不足

• 公众的环境健康素养不足，容易受到媒体舆论引导，政府相关工作难以
推动公众易受网络舆情影响



建议

p加快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管理法制建设步伐。《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与健康管理仅为原

则性规定，为增强可操作性，应研究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并推动纳入国家立法计划，结合各部

门的工作优势和科研基础，逐步完善政府职能和分工协作机制，明确具体实施措施与方法，

真正做到环境与健康问题有人管、管得好。

p加强推进环境与健康标准化管理工作。加快研究基于人体健康的环境基准，公布有毒有害污

染物名录，继续发布环境与健康调查监测、暴露评价、风险评价和信息化等管理规范类标准，

科学指导并规范环境健康风险管理。

p继续加大对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科研投入和政策支持，推进建立多个环境健康的独立国家重点

实验室，加强科研硬件设施和仪器设备水平，提供相应技术保障，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

人才选拔机制，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和科研人员的岗位培训，逐步将环境健康学科的学习纳

入大学生必修课程，为环境健康事业奠定人才基础。



p开展创新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试点工作。统筹、规范、高效体制机制建

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坚持试点先行，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环境与健康长效

工作机制，国家和地方共同开展调查研究，以环境健康风险防范为目的，逐步建

立环境健康风险监测体系，努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p将提升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作为刚性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考评体系。

以《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为指导，普及现阶段公民应具备的环境与健康基

本理念、知识和技能，倡导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环境与健康工作。建立环境与

健康素养监测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地方政府主动开展环境与健康工作。

建议



   Located at 4th Ring Road North

谢谢！

Xiaoli  Duan 
Phone:   (86)1364 1201 284 china
Email: jasmine@ust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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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Improving Health                 Key words:  Exposure 

Improving Health through 
a) accurate measurement/assessment of multi-routes exposure;

b) identifying exposure sources including routes and pathways;

c) enhancing the use of exposure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ublic health.

USTB-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

北京科技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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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ublications
Ø Environmental Exposure Related Activity Patterns Survey (population>160,000)
Ø Exposure Factors Handbook (Adults)(Children 0-5 y, 6-17y)
Ø Exposure Measurements of Heavy Metals (Pb) and Organic Pollutants (PAH)

Participated in WHO 
IAQG-HFC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