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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理性化的科学、制度开始成为组成人类生存

和生活环境的重要内容,有关风险社会背景下人类如何进行决策和行动的相关

议题不断被研究、讨论。在风险社会中,一方面人类时刻面临着由理性化的科

学、制度产生的各类风险;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通过各种现代化治理机制和治

理手段来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化学风险作为具有制度化和技术化特征的风

险类型,不仅是人类根据理性化的科学、制度进行决策行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也因其技术复杂性、危害广泛性而对人类的风险应对能力提出了较高要

求。化学法律法规系列丛书第四册《化学品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出版,则从更

崭新和全面的角度对化学风险进行了解读,不仅向我们阐释了在风险社会中人

类应当以何种姿态去应对化学风险,也为法律在人类社会应对化学风险的过程

中找到了准确的角色担当。
在讨论化学风险应对时,我们通常会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各类化学品因事

故、管理不善等人为或自然原因造成难以修复的生态环境损害方面,进而从生

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讨论分析化学风险应对的决策和行为。在化学法律法规系

列丛书第四册中,作者们为我们应对化学品风险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
即化学风险应对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保护,还包括了化学品工作中的作业安全

与化学设施运营安全、防止故意破坏的安保与公共安全以及化学品进入消费品

的消费者权益等内容。由于我们所面临的化学风险是理性化科学和制度的产

物,本书在讨论化学风险应对问题时,不仅提出我们应根据化学风险的本质特

征来指导应对风险的决策和行为,而且也应构建环境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
国际法等部门法相融合的应对化学风险的法律制度体系。

在讨论化学品管理的理论问题及风险应对时,本书立足于“全面”的角度,
除了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还关注了化学品作业安全和运

营安全、化学品设施安保与公共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三个领域,并且以此为框

架在公私权益分配、行政部门分工、监管模式设计、国际交流中国家行为等角度

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本书在进行化学风险应对路径的创新探索时,对化

学法律法规丛书前三册进行了提炼和行政法风险规制、法学理论层面的总结,
一方面在选取典型的化学品管理案例展开实证性研究,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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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内分泌干扰物、纳米材料、塑料污染等今后化学风险应对的重点领域,使我们

从一种新的角度认识法律制度在化学品管理过程中的积极贡献和发展前景;另
一方面,本书除了补充国际贸易合规、国外化学品政策进展、化学品可持续发展

多元化机制等前面三册未及收录的内容以外,还对有关化学品管理的国际公约

及相关国际政策进行梳理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化学风险应

对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正如前文所说,科学进步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让我们

开始逐渐地接触乃至深刻体会到各种风险所带来的危害。在风险社会背景下,
我们在以欣喜、热情的姿态去迎接科学进步带来的各种成果的同时,同样需要

以沉稳、冷静的态度去直面各类风险。正如我们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一

样,我们始终也不能回避作为代表着人类社会理性科学和制度产物的化学风

险。当工业化学品无可回避地进入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时,本书有意把化学风险

应对放到科学发展、技术风险突显和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分析讨论在风险社

会背景下如何看待风险、如何看待风险预防原则和成本收益比较原则以及法律

如何与科技、企业、经济共同构建化学风险应对机制等问题,在法律角度上对化

学风险的应对给以有力回应。
本书主编丁晓阳及多位作者为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培养,在求学期间就

善于选取独特的视角展开相关学术问题研究,富有独立研究、潜心钻研的求学

态度。从武汉大学毕业开始从事化学风险防范实务和研究工作,他们心系母校

和环境法研究所的发展,不仅把自身所学知识非常成功地与工作相结合,在学

术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众多令人称赞的成就。他们积极参与、协助武汉大学环

境法研究所举行的各项活动,为促成环境法研究所与相关实务部门等交流协作

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各界专家的认真努力下,化学法律法规系列丛书第四册付

梓出版,不仅是对我国化学风险应对理论体系的有力充实,也为化学品风险管

控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的提升提供了可靠支持。

是为序。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秦天宝

201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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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年前许,本书主编之一在石油化工行业从事安全环保技术工作,常困惑

于法律中化学品概念的歧义,如“有毒化学品”在立法中之所指,学界、政府部

门、企业各自习以为常使用,似不求甚解。诸多概念所指并非同一,更不论其发

展与解释中的复杂性,或许不同领域各有其特定内涵,专业领域难免交叉甚至

互相渗入,在经济生活、学术研究和政策实施过程中争议时有发生,颇为投入、
热烈,立于本位指点他方,或许各自职责定位和日常的忙碌导致缺乏推动力去

探究深层逻辑和思考更高维度,少有机缘和静气去溯流疏源、考据明理。这是

拙作《有毒化学品法律概念比较》于2000年发表的背景之一,作者随后考入武

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寻求专业的法学训练。
令人惊喜的是,武汉大学不仅在环境法学科开宗传道,师资兴隆,在法学其

他领域、西方哲学、经济学等领域也有着富有思辨性、启发性的大师,还流传着

“治学先治史”和“欲攻政经法,基础文史哲”的学谚。通过选修课程或者讲座等

丰富的学术活动,珞珈学子有机会广泛受教,滋养思维,反观自己方寸空间内的

事理、学案。其时,广兵老师乃当时青教新锐,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也紧跟各

个国家及地区法律发展,组织翻译欧盟未来化学品政策白皮书等海外动态,数
年后该白皮书发展为对化工业及下游产业、国际贸易和风险规制领域影响深远

的欧盟REACH法规。另一位主编从桂子山华师园毕业不久,经历多项化学

相关工作后于同年拾阶而入珞珈山,适逢其会,跟随导师成为最早一批从环境

法角度研究化学品风险管理的探索者。从枫园到湖滨小楼的学习之路和武汉

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的培养,在本册多位作者心中永远历历在目。
法律概念不仅是法律规范的基本构造单位,支撑着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

从动态结构角度,法律概念的流变、误差、互动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以或未彰显

的方式对法律的实施和功能产生深刻影响,也引导着社会法律心理。误读并不

鲜见,尤其在化学品风险管理这样新兴、交叉的领域。数年前GHS(全球化学

品统一分类与标签制度)初引入时,“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的混淆给基层

执法者和守法者带来的困惑和不利社会影响已渐远去,教训尚待汲取。“危险

化学品”与“危害化学品”,“安全(Safety)”与“安保(Security)”等细节处的区别

不太引人注目,偶有专业讨论或被“中文不必区分,其含糊恰恰体现中庸精神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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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调侃一语带过,忽视了概念分化和逻辑完善促进学科的理性成熟,Safety
和Security分别对应目标价值正当行为导致的过度风险及价值不正当行为带

来的危害,具体如Bio-safety与Bio-security指向事关重大场景下的不同方向。
席卷全球化工行业管控化学品风险的“责任关怀(Responsible

 

Care)”运动中,

Safety与Security早已在行为规则中清晰区分、独立成篇;“危害“与”危险“也
是化学品风险管理中各自有用、并不相同的两个基本概念。同样,中文混同

使用的“责任”一词如果简单细分成“职责(Responsibility)”“责任(Liability)”
“问责(Accountability)”,是不是也可以减少文字的混淆、提高法律思维的准

确性?
化学法律法规系列丛书从筹划至本册历经六年,发起人和初期作者不是专

业的学术工作者,是在实践中把现代化学品风险管理引入我国的主要推动力量

之一。本书作者包括外资化工公司的化学法规事务工作者,并逐步发展包括监

管机构专业人员和高校及研究机构学者,共同致力于把丛书打造为从结构化的

法规阐释、比较分析等角度,受到一定欢迎的参考书、教科书。读者在纷繁复杂

的化学品法律法规知识海洋中遇到困惑,或者试图认识其他子域时,乐于以本

丛书作为指南。诸多章节立意不在造新,而是在语词和规范的密林中梳理概念

和基本制度,秉烛青灯为正本清源、见微知著,并进一步理解、表述化学品风险

管控在不同领域的联系、动因、异同范式;并倡导以法益为依归的类型化研究,
超越环境生态视角、直面技术风险社会化的多维挑战,助力厘清或应对新构全

面的化学品法规体系。

2019年3月21日的响水爆炸事件让人扼腕叹息,在工业化转型、行业区

域迁移、化工安全监管不时引起讨论的背景下又草蛇灰线,有迹可循。3月23
日本书主编之一在“环境资源立法研究”微信公众号[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环境资源立法研究基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发文,提出化学品风险管理

应从生态环境保护、作业安全和运营安全、安保与公共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四

个类型展开的分析框架,在本册有关章节中有所阐释,这算是本系列丛书的一

个创新探索和理论依据,事关公私权益分配、行政部门分工、监管模式设计、国
际交流中国家行为等不同。

一直关注本系列丛书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已经出版的三册偏向于技术规

范以及具体的行政管理制度。前三册书以化学品危害分类为起点,便于读者循

序渐进,具有基础化学知识便可阅读,如果能熟悉化学品的应用、了解化学物质

性质的异同,再参考书中毒理学和风险评估基础,假以时日,可以娴熟其中。本

册即第四册一方面补充国际贸易合规、国外化学品政策进展、化学品可持续发

展多元化机制等前面三册未及收录的内容,同时尝试全面简述化学品领域国际

条约并联系国内执行情况,所谓“全面”意指不仅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还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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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其他三个类型;另一方面,本册转向新题,从一定意义上概括抽象的行政法、法
律争端解决、刑事责任等狭义的“法律”和法学理论角度总结化学品法律法规体

系,进行分析和案例研究。丛书偏向于从静态化学品、作为物质的化学品风险

管理的角度,对化学工业运营安全法规进行介绍和讨论,但从化学品风险四种

类型的完整性和读者期望的角度,还有可加强之处,是为遗憾,更为进一步推敲

化学品风险规制和研习化学品法律法规知识体系的动力。
本书作者有黄政(第一、二十四章),侯芳(第一章),杨倩(第二、四、六、七

章),张慧勇(第三、五、六章),丁晓阳(第八、十六、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一、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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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以四册出版为新学习的起点,再接再厉。借新近建立的“化学法律法规丛

书”微信公众号所言,丛书委员会将继续作为专业共同体的一员,研读思考、提
升自我、协力成长,共同促进基于科学、可持续的化学品健全管理和风险善治。

本书主编

化学法律法规系列丛书编委会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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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学品国际公约和政策概述

  全世界目前生产的化学品约有143000种,并且,产量和销量在不断增长。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计,到2050年全球化学品销量将以每年大约3%的速

度持续增长。化工生产正快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到2020年非洲

和中东地区的化学品产量预计将增加40%,拉丁美洲将增加33%。随着化学

技术的发展以及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

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的发展、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
化学品种类繁多、性质复杂、用途多样,在生产、储存、转移、使用及处置过程中,
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事件不断发生,化学品环境风险日益突显,引发社

会的广泛关注。
在20世纪初某些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危害需要被加以控制已经达成共识,

国际社会开始对特定化学物质实行禁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学品

生产、使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逐步呈现出来,引起

一些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国家先后制定了有关化学品安全和环境管理

的法律法规。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社会对化学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通
过了若干公约、宣言、指南等文件,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化学品的无害化、安全以

及风险管理。
通过制度有效管理化学品,防治化学品的危害及风险,促进化学工业的可

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从国际层面上来说,在
化学品风险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国际社会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制

度,既能及时有效禁止或控制正在进行的某类(种)活动,又能便于各个国家和

地区接受并及时调整其政策、法律和行动,既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意愿,也保障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

第一节 化学品国际公约进程

化学品国际立法进程随着化学品使用的种类和数量的扩大、国际社会关于

化学品对人体和环境危害的认识不断深入而发展。按照管控的目的以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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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仅仅关注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危害阶段

该阶段主要是基于人体健康保护的目的,以化学品的化学性质分类,对某

类活动和物质进行禁止、禁用,主要管控对人体具有危害的化学品。范围主要

限于毒品、有毒物质和精神调理物品方面。在精神调理物品管制中,主要针对

精神药物,如鸦片等麻醉品的种植、制造、走私和刑事管制措施。目前尚未形成

遵约和履约、国际报告、监管、审查和能力建设、事先知情同意、出口管制等国际

机制。
该阶段主要的国际公约有:

 

《海牙禁止鸦片公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

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等。

二、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关注化学品安全管理阶段

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作《寂静的春天》,描写因过

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无法承受

的灾难,书中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
类应该走“另外的路”。这本书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促进了环境保护组

织的建立,也推动了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

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由此开始了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这

本书同时激发了公众对化学品使用的关注,一些国家随即制定了有关化学品安

全和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
这一阶段,一些国际组织在职能范围内对化学品的国际立法起到了促进作

用,通过公约和政策,关注化学品对人体健康以及环境的危害,增加了事先知情

同意、出口管制等措施,并且制定了有关公约遵约和履约、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资金机制。国际社会不仅着重于公约的制定,更加关注这些公约的执行和

落实情况。
与化学品相关的国际公约立足于化学品的分类,管控范围进一步扩大,可

以划分为几大块:
 

关于农药、关于臭氧层、关于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

物品、关于危险废物跨境转移、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关于作业场所安全使用

化学品以及关于化学武器等。
(1)

 

关于农药的公约

联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通 过 的 《国 际 农 药 销 售 和 使 用 行 为 守 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Pesticides)。
守则将重点置于减少风险,通过有效地使用农药和应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方

法,保护人类和环境并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守则中的标准是自愿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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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臭氧层保护的国际公约

主要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和《关于耗损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公约的目的是采取适

当的国际合作与行动措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足以改变或可能改变

臭氧层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议定书具体规定了各缔

约国必须分阶段削减含氯氟烃产量和消费量。
(3)

 

有关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物品的国际公约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其主要内容包括:
 

明确规定了毒品洗钱犯罪的概念;明确规定了打击毒品洗钱犯罪的刑法手段和

缔约国承担的强制性义务;初步规范了侦查、识别毒品洗钱犯罪案件的国际合

作机制等。
(4)

 

有关控制危险物品跨界转移的国际公约

主要包 括《控 制 危 险 废 物 越 境 转 移 及 其 处 置 的 巴 塞 尔 公 约》(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预

先知 情 同 意 程 序 鹿 特 丹 公 约》(Rotterdam
 

Convention
 

on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s
 

for
 

Certai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5)

 

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国际公约

主要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旨在减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的排放,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其危害。
(6)

 

关于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

主要是《关于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afe
 

Use
 

of
 

Chemicals
 

at
 

Workplaces)。要求对工作场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建立并实

行分类、标签和化学品安全数据说明书制度,保证对所有化学品做出评价,以确

定其危害性。
(7)

 

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

主要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其主要内容是签约国将禁

止生产、使用、购买、储存和转移各类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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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1 世纪以来:
 

关注化学品风险防控阶段

化学品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两部分,化学品在环境、安全等领域

影响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其进行控制要着重于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国际社

会逐步认识到:
 

化学品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从客观上要求化学品的管理要

注重于生产安全和使用安全、生态安全性风险等方面,应从社会、文化、经济、法
律以及技术等角度进行综合管理。

这一阶段,有关公约进一步强调化学品管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加强协调

机制,扩大管控范围,突出管控重点,突显对化学品风险防控的关注。
(1)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协同

2016年4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的化学品

和废物的健康管理: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之间的联

系》的报告。三个公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

协同增效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三公约共用一个缔约方大会,增强了三个

公约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协调。在保证三公约各自独立的法律地

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供连贯的政策指导、提高对公约缔约国支持的有效性、
减少缔约国的行政负担并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各级资源。

(2)
 

《有关汞的水俣公约》的制定和生效

2013年在日本熊本市通过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简称《水俣公约》)是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

下订立的一项全球公约。公约共有128个签约方。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批准

该公约的国家,中国已经于2016年4月2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并于当年8月31日向联合国交存了文书,公约于2017年8
月16日生效。

该公约是关于汞污染防治的全球性公约,涵盖了人为汞污染的整个“生命

周期”,包括禁止建立新汞矿、淘汰现有汞矿、规范手工业和小规模金矿开采,减
少汞的排放和使用。汞是一种不可销毁的物质,《水俣公约》规定了临时储存和

处置汞废物的相关机制。公约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汞进行控制,一是汞的产品贸

易,二是汞产品的使用,三是汞的排放。公约规定,到2020年,禁止一系列含汞

产品的生产和进出口,所有缔约国都有强制减排义务。
(3)

 

《国际农药管理法典》

2013年6月18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大会正式通过新版《国际

农药管理法典》(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并
替换2002年修订版的《农药销售和使用国际行为守则》。新版本的主要变化包

括进一步提高关注农药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强调了避免高危害农药风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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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敏感人群的保护,并对一些概念和定义进行了更新。新法典为政府职能部门

和农业行业实施有效的农药全周期管理提供了依据。
(4)

 

联合国环境署环境化学品和健康处关注的项目

联合国环境署环境化学品和健康处(UN
 

Environment
 

Chemicals
 

and
 

Health
 

Branch)负责联合领导在化学品和废物方面的活动,其支持的一系列项

目包括含铅涂料、产品中的化学品、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高
危险农药、可持续化学、铅和镉等。但是,其关注的这些前沿问题大多尚未进入

国际和国内立法过程,还处于非强制性要求、自愿性政策推动等环节。

①
 

涂料中的铅

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为防止接触铅建立了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

盟这一资源伙伴关系,促进逐步淘汰含铅涂料。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由美国

通过环境保护署担任主席的咨询小组指导,成员为哥伦比亚、摩尔多瓦、肯尼

亚、泰国等国家。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的总体目标是防止儿童接触含铅涂

料,并尽量减少职业接触含铅涂料的情况。目标是逐步淘汰含铅涂料的制造和

销售,消除铅中毒风险。

②
 

产品中的化学品

联合国环境署关注产品中的化学品,涉及获取日常产品中所含化学品信息

的政策和实践,重点是提供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需的信息,以适当管理这

些产品以及其中的化学品,重点是电子产品、玩具、建筑产品和纺织品等优先产

品类别。国际化学品管理会议第四届会议采纳《产品中化学品方案》作为所有

战略方针利益攸关方的自愿框架,同时关注《关于产品中化学品的指导意见》,
作为实施《产品中化学品方案》的一种实际手段,并承认该指导意见将演变为一

份有效文件,以满足SAICM(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同时鼓励参与者在实施过程中考虑该指导意

见。鼓励所有感兴趣的SAICM 利益攸关方———包括工人组织———积极参与

并报告产品中化学品方案的实施情况,并邀请他们为进一步工作提供充足的人

力、财力和实物资源。

③
 

内分泌干扰物

2012年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三届会议商定开展国际合作,以提高对内

分泌干扰物的认识和了解,并促进对这些化学品采取行动。此次大会认为,关
于干扰内分泌的化学品的信息传播和认识提高特别重要,改善此类化学品信息

的提供和获取是一个优先事项。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了《2012年内分泌干扰化学品科学状况》报告,其中确定了人们对接触内

分泌干扰物可能导致的证据的关切,包括人类、实验室动物和野生动物的证据,
并强调了重点应该是减少接触。2015年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四届会议邀请

700



化学品风险管理法律制度

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制定和满足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确

定的需求,传播有关内分泌干扰物的信息。

④
 

高危险农药

联合国环境署环境化学品和健康处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多边环境协定秘

书处密切合作,促进农药的健全管理,包括虫害综合管理(Pest
 

Integrated
 

Management,
 

PIM)和综合病媒管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
 

IVM)。
这两种管理方法都以若干控制备选办法为基础,并将农药作为最后手段使用,
建议减少或消除《斯德哥尔摩公约》所涵盖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农药。

联合国环境署环境化学品和健康处积极促进在《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

针》框架内对化学品进行健全管理。农药可能是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进展最大

的一类物质。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设立了化学品与环境科学专家组,就与化

学品健全管理有关的环境问题提供科学咨询和指导。

⑤
 

可持续化学

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 2)通过了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决议

(Resolution
 

2/7),各国政府、工业界和民间社会组织已经率先探索可持续化学

的潜力,通过国际可持续化学合作中心或欧洲可持续化学合作中心等进行国际

可持续化学技术合作。绿色化学和可持续化学的教育和经济政策在2019年

《全球化学品展望》报告中也被强调。

第二节 国际化学品政策进展

主要的国际化学品政策文件有以下几种。

一、
 

《21 世纪议程》(Agenda
 

21)

该议程 于 1992 年 通 过,第 19 章 为 有 毒 化 学 品 的 健 全 管 理(Sound
 

Management,也可译作无害管理),包括防止在国际上非法贩运有毒和危险废

料。议程中明确,为了确保有毒化学品的环境健全管理,在持续发展和改善人

类生活品质领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主要的问

题:
 

没有充分的科学资料来对使用许多化学品所引起的危险进行评估;对那些

已掌握了数据的化学品也缺乏进行评估的人力和物力。对人类健康、遗传结

构、生殖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化学污染,在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仍

在发生,被破坏的环境的恢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新技术的研发,因此需要大力

加强国家和国际间努力以实现化学品的环境健全管理。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

是为了满足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遵循最佳实践,这些使用将是安

全的。议程提出,扩大并加速对化学品危险的国际评估、统一化学品的分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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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交流关于有毒化学品和化学品危险的资料、制订减少危险的方案、加强国

家管理化学品的能力、防止有毒和危险产品的非法国际贩运、加强几个方案有

关领域的国际合作。

二、
 

《巴伊亚化学品安全宣言》 (Bahia
 

Declaration
 

on
 

Chemical
 

Safety)

  2000年10月在巴西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市举行的政府间化学安全论坛第

三届会议上,通过了《巴伊亚化学品安全宣言》和《2000年以后行动重点》文件。
《巴伊亚化学品安全宣言》重申了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第19章

的承诺,呼吁各国政府、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工会、科研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公

众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实现化学品安全论坛确定的重点;促进化学品管理、污染

预防、可持续农业以及清洁工艺、原材料和产品的开展,推进全球合作;加强关

于化学品安全使用、化学品生产、向环境中排放和处置中可能涉及风险以及避

免或降低这些风险方法信息的交流;确保各国通过协调国家政策、立法和基础

设施,保证各国拥有化学品科学健全管理的能力;批准和执行化学品公约和协

定,并确保所有与化学品安全有关的组织和活动的有效协调;调配资源以解决

需要国际上采取一致反应和行动的化学品安全问题;加强获取化学品安全信

息、知识和技能开发的能力,承认公众对环境中化学品的知情权并能有效参与

影响他们的化学品安全决策;将化学品管理、污染预防、可持续农业列入工作的

重点;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包括针对急性有毒杀虫剂、严重有害杀虫剂

和过期杀虫剂等的目标。

三、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Johanesburg
 

Executive
 

Plan)

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

内斯堡执行计划》,重申对《21世纪议程》所述内容做出的承诺,要求对化学品

及危险废物进行科学健全的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该执行计划要求确保在2020年利用具有透明度的科学风险评估和科学风险管

理程序,尽可能减少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的严重有害影响。铭记《里
约宣言》第15项原则中规定的预防方法,通过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支持发展

中国家加强科学健全管理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能力。

四、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简称GHS,又称“紫皮书”,是由联合

国于2003年出版的指导各国建立统一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制度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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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常被称为“联合国GHS”,不具有国际公约地位。联合国GHS第一部发

布于2003年,每两年修订一次。GHS发布的目的是:
 

①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的需要;②
 

完善现有化学品分类和标签体系;③
 

减少对化学品试验和评价。

GHS制度主要包括危害性分类和危害信息公示两方面。将化学品的危害大致

分为3大类29项,采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两种方式公示化学品的危害信息。

GHS制度涵盖了所有的化学品,针对的目标对象包括消费者、工人以及应急人

员。2019年3月联合国GHS专家分委会提出了针对目前第7版GHS的修改

意见。本系列丛书分册之一《化学品危害分类与信息传递和危险货物安全法

规》对GHS法规进行了详细介绍。

五、
 

《国 际 化 学 品 管 理 战 略 方 针 》 (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简称SAICM。2006年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

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和卫生部部长采纳和通过了SAICM,以最大限

度减少对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方式来生产和使用化学品(IISD,
 

2006)。

SAICM由三部分核心内容组成:
 

《迪拜宣言》《总体政策战略》(OPS)、《全球行

动计划》(GPA)。《迪拜宣言》共30条,阐述了SAICM 的主旨和中心思想,包
含了国际化学品管理现状、参与的组织机构、当前国际化学品管理的问题以及

承诺执行等方面。宣言最后指出,决心以一种公开的、具有包容性的、参与式的

和透明的方式充分合作执行SAICM。SAICM 在《全球行动计划》中设立了五

项子目标,包括风险降低、知识与信息、治理、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非法国际贩

运。2015年UNEP通过化学品健全管理组织间工作署(IOMC)发布关于发展

化学品无害管理法律和体制基础设施的指导意见以及恢复国家行政管理费用

的 措 施 (Guid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s
 

for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Measures
 

for
 

Recovering
 

Costs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LIRA-Guidance),从法制角度

阐释SAICM的发展方向。本书第10章将专题介绍SAICM。

六、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于2016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

届会议上通过,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该议程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

层面:
 

社会、经济和环境,以及与和平、正义和高效机构相关的重要方面。该议

程还确认调动执行手段,包括财政资源、技术开发和转让、能力建设,以及伙伴

关系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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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学品国际公约和政策概述

在《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成员方重申“减少城市活

动和那些危害人类健康及环境的化学品,包括化学品的环境健全管理和安全使

用、废物的减少和循环使用、水和能源的更有效使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第3.9目标中,成员方决定

“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

人数”。在目标6“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和可持续管理水及环境卫生”第6.3目标

中,成员方决定“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
 

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

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例减半,
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比例”。在目标12“确保采用可持续的消

费和生产模式”第12.4目标中,成员方重申“到2020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
对化学品,并在废物的整个寿命期对所有废物,进行无害环境的管理,大大减少

它们进入空气、水和土壤的数量,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不

良影响”。

第三节 化学品国际公约和政策的趋势

随着国际社会对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

入,化学品国际公约和政策也逐步地改进,以适应对化学品风险控制的需要。
国际化学品管理的条约和政策呈现以下的发展趋势。

1.
 

国际公约和政策管理的化学物质及制品范围逐步扩大

一方面,新的化学品以及新的用途不断产生和被发现,列入管理名录的化

学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基于健康、生态影响的广泛性和长期性,一些通常认

为危害性不大的化学品逐渐进入管理名录,如法国已经通过法令全面禁止一次

性塑料餐具。

2.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的全球统一逐步完善

如GHS危害性分类,还存在各国认定不统一的情形。化学品属性的危害

常通过化学品的使用表现出来,增加用途作为分类的依据,可弥补现在分类对

化学品使用控制的不足。

3.
 

突显对重点物质的风险防控,注重对有毒、危害性化学品的认定与

控制。

4.
 

对化学品风险防范逐步加强

通过严格进行化学品的评估以降低其风险,加强国际信息交换和提升风险

防范能力,促进国际社会化学品风险防范的发展。

5.
 

加强国际合作机制

通过信息交换、资金和技术的援助,促进国际社会化学品风险防范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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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风险管理法律制度

提高。

6.
 

逐步完善鼓励公众参与化学品管理的措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

与度

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环境署编写的《全球化学品展望》
报告于2019年初发布,报告承认2020年全球最小化化学品和废物不利影响的

目标将不能实现,督促全球采取更加富有雄心的行动。报告呼吁尽快建立系统

全面的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全球框架,让价值链上的各方被鼓舞和积极投

入,通过绿色化学和可持续化学的创新以及可持续的生产和可持续的消费,从

10个方面采取行动:
 

发展有效的管理体系、调动资源、评估和沟通危害、评估和

管理风险、采用“生命周期”的思路、强化企业治理、教育和创新、培育透明度、为
决策者提供依据、保证全球承诺。

本书第一篇将介绍化学品领域各项国际条约发展状况,以及世界贸易组织

(WTO)规则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协议对化学品法规国内立法和执行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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