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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讨论。。。我们将讨论。。。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有什么价值?

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应该
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上管天上管天

下管地下管地

中间管空气中间管空气

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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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间公共卫生间









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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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预防针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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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

公共卫生间

打预防针打预防针

人人讲卫生

普及健康教育普及健康教育

控制传染病

控制食品和空气污染控制食品和空气污染

政府的事

一个广泛的社会事业或系统一个广泛的社会事业或系统

一类以解决健康问题为主的职业

应用人类健康的知识和技术的集合体

公众健康(Public Health)

……











美国公共卫生署前署长说：美国公共卫生署前署长说：

医疗卫生服务对我们所有
人来说只是在某些时候是非
常重要的，而公共卫生对我常重要的，而公共卫生对我
们所有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是们所有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是
非常重要的。

C。E。库普博士C。E。库普博士



对公共卫生有重要影响的四个定义对公共卫生有重要影响的四个定义

温思络定义(1920年)

维冦定义(1958年)维冦定义(1958年)

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1988年)

吴仪定义 (2003年)



温思络定义(1920年)温思络定义(1920年)

“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 延
长寿命和促进健康和效益的科学和艺术。 这长寿命和促进健康和效益的科学和艺术。 这
些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包括改善环境卫生，控制
传染病，教育每个人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医护传染病，教育每个人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医护
人员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性治疗提供服务，
建立社会机构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到建立社会机构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到
适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组织这些效益的目
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有的健康和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有的健康和
长寿权利。”



维冦定义(1958年)维冦定义(1958年)

不断地重新定义不能接不断地重新定义不能接
受的。受的。



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定义(1988年)

通过保证人人健康的环境通过保证人人健康的环境
来满足社会的共同兴趣(利益)。来满足社会的共同兴趣(利益)。



吴仪定义 (2003年)吴仪定义 (2003年)

公共卫生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
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 预防控制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 预防控制
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
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 提供
医疗服务, 达到预防疾病, 促进
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公共卫生是公共卫生是

组织社会，共同努力，组织社会，共同努力，
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公共卫生有什么价值?公共卫生有什么价值?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2003年4月底5月初2003年4月底5月初



2003年5月3日,北京长安街

















2003年4月底5月初2003年4月底5月初…
SARS肆虐北京，威胁全国。SARS肆虐北京，威胁全国。

北京闹市区几乎看不到人。北京闹市区几乎看不到人。

高速公路也没见几辆车。

宽敞的首都机场空荡荡。宽敞的首都机场空荡荡。

豪华的高级宾馆没人住。豪华的高级宾馆没人住。

一直是车水马龙, 热气腾腾的
中国首都这时是一片寂静。中国首都这时是一片寂静。



SARS让我们领悟到SARS让我们领悟到…

生命是最宝贵的。

光有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是没有意光有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是没有意
义的。义的。

没有公共卫生保驾护航, 我们一直没有公共卫生保驾护航, 我们一直
引以为荣的高速经济发展

十分脆弱, 不堪一击!



SARS危机从反面证明了公共卫生的价值SARS危机从反面证明了公共卫生的价值

2003年SARS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包括:2003年SARS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包括:

治疗的直接成本,

政府, 社会和个人防疫情的直接成本，

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量下降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疫情不稳定性造成交易成本上升，

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的成本，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的成本，

纠正偏离正常政治, 经济, 社会, 学习, 生活轨道的成本，

国家形象受损的成本。国家形象受损的成本。



SARS对经济的影响SARS对经济的影响

全球:  590亿美金

中国内地:179亿美金, 约等于

1.3% GDP1.3% GDP

香港:120亿美金, 约等于7.6%香港:120亿美金, 约等于7.6% 

GDPGDP

亚洲发展银行, 2003年11月亚洲发展银行, 2003年11月



美联社报道



没有公共卫生就没有城镇化没有公共卫生就没有城镇化

1853年,英国三个城市光死于急性传染病霍1853年,英国三个城市光死于急性传染病霍
乱的就高达10，675人。1854年, 伦敦一条
街附近曾经出现两周内死500多人的悲剧。街附近曾经出现两周内死500多人的悲剧。

公共卫生产业出现之前， 人们对此只能消公共卫生产业出现之前， 人们对此只能消
极地躲避和无奈地接受。

只有等到公共卫生及其传染病控制， 检疫，只有等到公共卫生及其传染病控制， 检疫，
免疫接种，安全用水和污物处理等技术的出
现，城市才首次在历史上成为比农村更健康现，城市才首次在历史上成为比农村更健康
的居住地，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后的人口城市
化才变成现实。化才变成现实。



今天中国奔小康更需要公共卫生今天中国奔小康更需要公共卫生

为什么？为什么？



城镇化伴随工业化是一条不以人们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全球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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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大，综合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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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世界上将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镇三年后世界上将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镇

据联合国资料，2000年，全球人据联合国资料，2000年，全球人
口为60.6亿，城镇化水平47.2%，
城镇人口28.6亿。城镇人口28.6亿。

到2007年，城镇人口比1967年的到2007年，城镇人口比1967年的
全球总人口还要多。全球总人口还要多。



城镇化是21世纪初中期
我国最大的一项社会工程

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
响 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
因素，因素，

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
战 。战 。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 . Stiglitse）
（1999年7月23日在中国“城市发展高级圆桌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城镇化率按每年1%增长预测，到2020年

我国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我国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

城市
亿

城 市
5 02亿

0.37亿（自然增长人口）

8.28亿5.02亿

农 村农 村
7.82亿

农村
6.22亿

1.29亿（自然增长人口）

2002 2020

亿



我们面临的现实（2）我们面临的现实（2）

科技迅猛发展，社会生态失衡, 滥用药物制造了耐
药病菌, 病原体变异, 发达的医学造就了相当规模药病菌, 病原体变异, 发达的医学造就了相当规模
抵抗力十分低下的人群：新病不断出现，已基本征
服的老病正在卷土重来。服的老病正在卷土重来。

经济全球化：交流频繁,交通发达，24小时内疾病
可以传遍全球。可以传遍全球。

国际环境变数增加，国内社会转型利益重新分配：
生物恐怖的出现不是有或无而是早或晚的问题。生物恐怖的出现不是有或无而是早或晚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现实（3）我们面临的现实（3）

人口质量
出生缺陷：发生率4%～6% ，80 ～ 100出生缺陷：发生率4%～6% ，80 ～ 100
万例/年；

残疾：7000万，70%因出生缺陷，3000
万贫困人口，80%家中有残疾；万贫困人口，80%家中有残疾；

文化素质：文盲率为6.72%，大学3.6%，
相当于1960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发展相当于1960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发展
中国家平均水平。



我们面临的现实（4）我们面临的现实（4）
传染病

艾滋病：感染者 84万, 80％在农村 ，2010艾滋病：感染者 84万, 80％在农村 ，2010
年可能达1000万；

乙肝：带毒者 1.2 亿, 世界1/ 3; 患者乙肝：带毒者 1.2 亿, 世界1/ 3; 患者
2000万；

肺结核：活动性450万,世界第二,年死亡13万；肺结核：活动性450万,世界第二,年死亡13万；

血吸虫：患者84万，威胁 6500万。



我们面临的现实（5）我们面临的现实（5）
慢病：占疾病死亡70%以上, 劳动力丧失主要原慢病：占疾病死亡70%以上, 劳动力丧失主要原
因。

癌症：年发200万，年死亡155万，预测2020癌症：年发200万，年死亡155万，预测2020
年, 年发300万，死亡250万；

心脑血管病：年死亡近300万，死因首位心脑血管病：年死亡近300万，死因首位
（35-40%）；

高血压：1.3亿，上升快、年轻化；高血压：1.3亿，上升快、年轻化；

糖尿病：3000万，年发150万；

精神疾病：1600万；

老年病：痴呆500万，年发30万，帕金森>200
万。



我们面临的现实（6）我们面临的现实（6）

南非、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由于对艾滋病控
制不利，使其预期寿命分别从68岁、66岁制不利，使其预期寿命分别从68岁、66岁
下降为36岁、34岁。

目前非洲已经有7个国家的成人感染率超目前非洲已经有7个国家的成人感染率超
过了20％，对于这些国家，每年GDP的增
长估计平均下降2.6个百分点。长估计平均下降2.6个百分点。

据预测，到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将有5500万人死于艾滋病，使这些国家经
济因艾滋病而面临崩溃 。济因艾滋病而面临崩溃 。



我们面临的现实（7）我们面临的现实（7）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
仅“传统型环境健康风险”（由于发展和仅“传统型环境健康风险”（由于发展和
基础设施不足带来的不卫生饮水、疾病感
染等）没有完全解决，染等）没有完全解决，

而且“现代型环境健康风险”（主要是环
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

环境健康风险不断增加已成为提高人们生
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面临的现实（8）我们面临的现实（8）

每年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
GDP的3-8%。GDP的3-8%。

2002年，在我国有统计的343个城市中，
只有约1／3的城市（116个）的空气质量只有约1／3的城市（116个）的空气质量
达到二级空气质量标准，符合适于居住的
条件。条件。

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将为燃煤污染
导致的疾病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约
占当时GDP的13％。占当时GDP的13％。



我们面临的现实（9）我们面临的现实（9）

研究显示约50%的呼吸道疾病与空气污染
有关。据联合国环境署，我国11个最大的有关。据联合国环境署，我国11个最大的
城市燃煤产生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5
万多人夭折，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万多人夭折，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空气严重污染地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空气严重污染地区
死于肺癌人数比空气良好地区高4.7～8.8
倍。倍。



现实告诉我们现实告诉我们

没有公共卫生，就没有健康的
保证；

没有健康的保证，就不可能实没有健康的保证，就不可能实
现小康。现小康。

公共卫生是社会稳步前进的强公共卫生是社会稳步前进的强
大保障



公共卫生还为我们的健康和长寿作出了惊人的贡献公共卫生还为我们的健康和长寿作出了惊人的贡献

请您想象一下。。。请您想象一下。。。



如果50年以后。。。如果50年以后。。。

平均期望寿命比今天增加37年, 我们将
活到109岁;活到109岁;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今天婴儿死亡率的七
分之一, 现在每年死去的50多万个婴分之一,  现在每年死去的50多万个婴
儿中就有40多万个婴儿会活下来。儿中就有40多万个婴儿会活下来。

可能吗？

这就是过去50年真真实实地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过去50年真真实实地在中国发生
的奇迹！的奇迹！



公共卫生还有看得到的经济效益公共卫生还有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儿童计划免疫：1978年以来减少麻疹
等六种传染病的发病3亿多人次, 减少等六种传染病的发病3亿多人次, 减少
死亡400多万人, 节省住院费用400多
亿元。亿元。

我国肿瘤所造成的损失：1，432亿元，我国肿瘤所造成的损失：1，432亿元，
到2020年肿瘤造成的损失将达60，725
亿，占当年的GDP的24.4％亿，占当年的GDP的24.4％（世界银行1990年）。

肝炎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年。肝炎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年。



每美元公共卫生服务所节省的美元数

US$11.1

US$10.3

百日咳疫苗

脊髓灰质炎疫苗

US$6 7

US$7.7

US$14.4

流行性腮腺炎疫苗

风疹疫苗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

US$2.5

US$11.9

US$6.7

妇幼卫生服务

麻疹疫苗

流行性腮腺炎疫苗

US$4.4

US$3.0

避孕服务

性病防治

妇幼卫生服务

US$3.4

US$0.0 US$2.0 US$4.0 US$6.0 US$8.0 US$10.0US$12.0US$14.0US$16.0

产前护理



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未来10年，在HIV低流行状态下，GDP总量未来10年，在HIV低流行状态下，GDP总量
比没有艾滋病流行10年累计减少２２５亿；
在HIV高流行状态下，10年累计减少400亿。在HIV高流行状态下，10年累计减少400亿。

当前中国约80%的感染者聚集在农村，尤其当前中国约80%的感染者聚集在农村，尤其
是西部农村，240～320万人由于艾滋病变
成赤贫人口。成赤贫人口。

如果以现行增长速度感染人群继续扩大，
到2010年将使2400万到3000万人致贫。到2010年将使2400万到3000万人致贫。

改革开放农村贫困人口从1亿减少到目前3
千万的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千万的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调查



公共卫生控烟的价值公共卫生控烟的价值

我国烟草产销均占世界第一，每年税收约
1600亿；世界第一烟民大国：烟民9亿多人，1600亿；世界第一烟民大国：烟民9亿多人，
其中吸烟者近4亿，被动吸烟者近6亿人。

2000年吸烟造成死亡80万。控制吸烟可以减
少40万左右的癌症死亡。少40万左右的癌症死亡。

吸烟致癌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在5，600亿元
左右,相当于烟草税收的3.5倍。左右,相当于烟草税收的3.5倍。



公共卫生的价值小结公共卫生的价值小结

公共卫生是社会稳步前进的强大保障。

公共卫生为每个公民实现其与生俱有公共卫生的价值再怎么公共卫生为每个公民实现其与生俱有
的健康和长寿权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公共卫生的价值再怎么
的健康和长寿权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公共卫生在20世纪为我国人民的延年评估也不会过高！
益寿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公共卫生服务有看得见摸得着经济效公共卫生服务有看得见摸得着经济效
益。



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

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公共卫生是什么公共卫生是什么

组织社会，共同努力，组织社会，共同努力，
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是有限责任制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是有限责任制

公共卫生是大家的事。公共卫生是大家的事。

公共卫生人员只掌握不到10% 
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资源。



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五大责任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五大责任

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公共卫生事业
发展;发展;

对社会,民众和医疗卫生机构执行公共卫生法律法规
实施监督检查, 维护公共卫生秩序;实施监督检查, 维护公共卫生秩序;

组织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和传染病流行;件和传染病流行;

教育民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培养高素质的公共卫生管理和技术人才, 为促进人培养高素质的公共卫生管理和技术人才, 为促进人
民健康服务。

吴仪



公共卫生三大核心功能公共卫生三大核心功能

公共卫生评价(Assessment)

通过系统地监测评估调查来提供健康信息。通过系统地监测评估调查来提供健康信息。

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制定（Policy Development)

通过制定卫生政策动员全民参与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保障(Assurance)公共卫生保障(Assurance)

通过评价和协调来保障人人享有健康。



公共卫生十大基本服务（2）

执行卫生法规保障健康和安全，

公共卫生十大基本服务（2）

执行卫生法规保障健康和安全，

为社区居民联系需要的个人医疗保健服务, 在缺为社区居民联系需要的个人医疗保健服务, 在缺
乏需要的服务时,通过各种方式确保基本的医疗
保健服务，

确保公共卫生和医护队伍的质量和能力，

评价针对个人和群体的卫生服务的效果，享有率评价针对个人和群体的卫生服务的效果，享有率
和质量，

开展公共卫生研究,探索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开展公共卫生研究,探索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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