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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最近几十年来城市的显著发展加重了人类面临

的若干最紧迫的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最好的机

会来保护人民，保护繁荣，保护地球。2019 冠状病毒

病(COVID-19)将这些挑战和机遇都暴露的一览无余，

也增加了挑战和机遇。 

 据估计，在所有报告的 COVID-19 病例中，城市

地区占 90%，1 城市地区已成为疫情的中心。因其人

口规模以及其很高的全球和本地互联互通程度，城市

地区特别容易受到病毒传播的影响。另一方面，没有

证据表明密度本身与较高的病毒传播率具有相关性。

城市能够应对这场危机，并成为能量、韧性和创新的

中心，从而成为对许多人而言如此充满活力和吸引力

的生活之地。但正如本政策简报将显示的那样，这将

需要做出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在解决不平等问

题、建立地方能力和实现绿色、包容性的恢复方面。 

 近期对很多城市来说，COVID-19 健康危机已经

扩大成为涉及城市准入、城市公平、城市金融和安全、

失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交通的危机，而所有这

些方面都不成比例地影响着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COVID-19 凸显了地方政府在危机应对、恢复和

重建中作为第一线响应者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地方

政府在提供服务、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

挥着主导作用。然而，企业倒闭、失业和其他经济影

响导致了危机期间税收收入的下降，给许多地方政

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实

体的估计，2021 年，地方政府可能平均损失 15%至

25%的收入。2  而经济基础欠多元化的城市受到的打

击尤为严重。例如，收入主要依赖旅游业的城市可能

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萎缩，因为预计 2020 年来自国际

旅游的收入将下降 80%之多，并伴随 1.2 亿个工作岗

位的损失。3 如果不得到解决，城市可能会遇到的金

融危机可危及关键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公共服

务削减，并破坏总体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意见：COVID-19 表明城市迫切需要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2020 年 6 月 15 日，可查

阅 https://unhabitat.org/opinion-covid-19-demonstrates-urgent-need-for-cities-to-prepare-for-pandemics。 

 2 Semeh Wahba and others, “Cities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COVID-19”, 12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cities-are-front-lines-covid-19。 

 3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旅组织)，“2020 年国际游客数量可能下降 60-80%”，2020 年 5 月 7 日，可查阅

https://www.unwto.org/news/covid-19-international-tourist-numbers-could-fall-60-80-in-2020。 

https://unhabitat.org/opinion-covid-19-demonstrates-urgent-need-for-cities-to-prepare-for-pandemics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cities-are-front-lines-covid-19
https://www.unwto.org/news/covid-19-international-tourist-numbers-could-fall-60-80-i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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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地区的与COVID-19有关的关闭措施产生

的经济影响远远超出了城市本身的边界。城市经济约

占全球 GDP 的 80%。4 2020 年第二季度所有国家和

地区的工作时间与 2019 年最后一个季度相比，估计

都下降了 14%，相当于失去 4 亿个全职工作。5 在全

球范围内，非正规部门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分别

占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总就业率的 90%和

67％。6 在危机暴发后的第一个月，全球非正规工人

平均损失了高达 60%的收入。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这一数字接近 80%。7 这对妇女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在非正规经济以及旅游业、招待

行业和服务业等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中的比例过高。 

 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包括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和

工作于何处以及一个人的性别和年龄等因素，都可能

会导致大流行病对本已处于更脆弱情境的群体产生

不成比例的影响。8 同时，有证据表明，在犯罪率和

__________________ 

 4 World Bank, “Urban Development”, 20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urbandevelopment/overview。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fifth edition, 30 June 2020。 

 6 ILO, “COVID-19 crisis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Immediate responses and policy challenges”, 可查阅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623.pdf。 

 7 联合国，“政策简报：劳动世界与 COVID-19”，可查阅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pdf。 

 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19)”, 13 May 2020, 可查阅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和 Jillian Du, Robert King and Radha 

Chanchani, “Tackling Inequality in Cities is Essential for Fighting COVID-19”, 14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www.wri.org/blog/2020/04/coronavirus-inequality-cities。 

 9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禁毒办)，“研究简报：COVID-19 对有组织犯罪的影响”，可查阅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RB_COVID_organized_crime_july13_web.pdf。 

 10 Gaurav Bhardwaj and others, Cities, Crowding, and the Coronavirus: Predicting Contagion Risk Hotspo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可查阅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648。 

 11 人居署，“人居署关于 COVID-19 和公共空间的指导意见”，2020 年 6 月，可查阅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un-habitat_guidance_on_covid-19_and_public_space.pdf。 

 12 联合国，“政策简报：劳动世界与 COVID-19”，可查阅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 work_and_covid-19.pdf。 

 13 Gaurav Bhardwaj and others, Cities, 2020. 

 1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COVID-19 指导说明：保护非正规住区居民”，2020 年 4 月 23 日，可查

阅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informal_settlements.pdf。 

 15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可查阅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暴力程度高、9  基础设施和住房条件差、10  和(或)地

方治理薄弱，11 第一线工人装备不良或资源不足的城

市地区，应对 COVID-19 可能更具挑战性。对卫生保

健、12 基本服务13 以及适足住房和(或)公共空间的获

取有限，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COVID-19 的应对。 

 为了安全地遵守为防冠状病毒而保持物理距离

和个人卫生准则，每个人都需要获得适当的住房。
14
 

然而，全球城市住房危机迫使大约 10 亿人，即世界

城市人口的 24%居住在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15 加剧

了这一大流行病的冲击。由于在封锁期间收入有限或

没有收入，所有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都面临着被驱离

离的风险，而低质量住房的过度拥挤也增加了病毒快

速传播的风险。住房方面的考虑也可能增加妇女在暴

力和虐待方面的脆弱性。自从这场大流行病开始以来，

性别暴力在所有地区都出现惊人的增长。在行动受限、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urbandevelopment/overview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623.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pdf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https://www.wri.org/blog/2020/04/coronavirus-inequality-cities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RB_COVID_organized_crime_july13_web.pdf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648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un-habitat_guidance_on_covid-19_and_public_space.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20work_and_covid-19.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informal_settlements.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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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和贫困增加的情况下，妇女逃离受虐待处境的能

力变得更加有限。 

 世界各地的公共交通系统乘客量和收入已出现

直线下降，并被迫削减服务。考虑到在大流行病并发

生之前，世界城市人口只有大约一半可方便地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这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16  由于

COVID-19 而出现的乘客人数减少趋势——如果不能

停止和逆转——可能会危及向所有人享有安全和可

持续运输的过渡，并阻碍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

而进行的努力。 

 在 COVID-19 疫情暴发期间，若干城市鼓励骑

自行车和步行作为公共交通的安全替代办法，使新

的用户群体能够利用这种负担得起的交通手段，也

享受到这些交通方式的健康益处。这些举措的成功

可能会鼓励市政府将更多的道路改建用于类似用途，

进一步改善机动性和安全性。17  这在当前也是一个

机会，可借以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公共交通，同时要

考虑到与保护有关的因素、主要干线和路线通向何

处，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学校、护理设施、市场与

通常位于外围而非主要交通路线上的其他基本设施

之间的交通时间。 

 若干项新的科学研究表明，低劣的空气质量与较

高的 COVID-19 死亡率有相关性。例如，在美国和荷

兰，细颗粒物的小幅增加分别导致死亡率增加 8%和

高达 21.4%。18 新证据还显示，对孕妇和新生儿以及

产妇死亡率产生影响，在本已因被边缘化而面临社会

经济压力的人群中尤其如此。19 虽然在这场大流行病

期间，当各国停止经济以遏制病毒传播时，污染和温

室气体排放量大幅下降，但如果经济重新开放，又没

有制定政策防止空气污染，促进脱碳，那么这些环境

收益预计将是暂时的。 

 与此同时，目前的大流行病正在加速数字化、向

远程工作转型以及虚拟提供基本服务等趋势。这种向

数字生活的转型为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创造了一个

不确定的未来，因为对办公空间和住房的需求可能会

随后下降。城市隔离化和移民也可能加速，因为收入

水平较高的人会寻找新的城市外生活和工作方式，以

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如果与城市无序扩张和收入、种

族和性别等方面不平等的增加有关，那么离开城市的

移徙可能会有碍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解决气候危机方面的重要努力。20 

 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改造城市，以应对目前

COVID-19 的现实情况和未来潜在的大流行病，并通

过建设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实现更

好的恢复。我们知道这是可能做到的。COVID-19 引

发的社会快速转变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

社会有能力在近乎一夜之间发生必需的转变，以应对

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如威胁城市生存力的气候

和污染危机。的确，以前的疾病暴发，例如流感大流

行(1918 年)以及结核病和霍乱的局部流行——曾推动

若干积极的城市变革——例如引入下水道系统、公园

和住房规章，以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减少过度拥挤。

今天，地方和区域政府已经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

刻的创新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解决大流行病促

使暴露的结构弱点。 

 

  

__________________ 

 16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可查阅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17 妇女署，“COVID-19 与确保妇女和女孩的安全城市和安全公共空间”，2020 年，第 6 页。 

 18 Wu and others,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and COVID-19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wide cross-sectional study”, 

medRxiv 2020.04.05.20054502; 和 Cole and others, “Air Pollution Exposure and COVID-19”, IZA DP No. 13367, 可查阅

http://ftp.iza.org/dp13367.pdf。 

 19 Christopher Flavelle, “Climate Change Tied to Pregnancy Risks, Affecting Black Mothers Most”, New York Times, 18 June 2020, 

可查阅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8/climate/climate-change-pregnancy-study.html。 

 20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6/goal-11.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www.cbd.int/
https://www.cbd.int/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ftp.iza.org/dp13367.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8/climate/climate-change-pregnancy-study.html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6/goa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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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里解决COVID-19问题，

需要关注城市化如何影响疫情的冲击、应对措施和长

期恢复工作。孤立或目光短浅的应对措施，专注于快

速解决办法，可能会加剧并固化 COVID-19 大流行所

暴露出来的冲击。与此同时，考虑到二次感染浪潮的

风险，许多短期应对措施将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即使

在最初暴发的疫情似已得到遏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需要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做出长期的政策选择，以

增强我们对未来大流行病，包括气候和经济危害和冲

击的韧性，同时捍卫人权，保持和平，加强我们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要实现这些潜在收益，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加强

承诺和行动： 

 1) 解决不平等和发展赤字问题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即时应对阶段做出的保护最

脆弱群体的努力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减少城市里

的不平等、加强人权和增强弱势群体对未来冲击的韧

性的恢复措施。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

的优先行动(经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包括： 

• 理解不平等现象，致力于分组收集和利用数据：

可以对城市和居民区层面的不平等现象进行空

间映射图示和分析，并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

以评估健康、财富和福祉，从而重塑国家和地方

发展政策，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和贫民窟以及在最

地方一级。 

•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住所，并考虑暂停所有搬离

要求：可以提供临时住所，使那些生活在过度拥

挤或不安全条件下的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保持

物理距离或安全地自我隔离。所有居民，无论其

移民身份或居住手续情况如何，都需要在

COVID-19 危机期间受到保护，不被要求搬离，

也不被中断基本服务。家庭暴力庇护所应被宣布

为基本服务，如由于保持距离措施而导致庇护所

已满或空间不足，则应提供替代住所。 

• 在提供负担得起的适足住房和贫民窟改造方面

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以确保边缘化群体在大流

行病期间及以后能够获得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住

所。还需要面向未来的投资，以确保扩大足够的

水和卫生设施覆盖面。 

• 确保公共服务不受扰乱，城市贫困人口和其他弱

势群体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并在过期未付款时获

得豁免或支付期宽限：而若涉及对有效应对危机

至关重要的服务——如水、卫生设施、废物收集

和电力——这一点就尤为重要。对于目前无法获

得此类服务的个人和社区，提供即时获取条件则

非常重要——例如设立洗手站。同样，在贫困的

城市居民区改善互联网接入，也会有助于在学校

停课时进行远程办公和在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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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公平获得卫生保健用品、设施和资源，支持

城市贫困和弱势群体免费或廉价获得口罩、检测

和治疗。要促进医院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

COVID-19 的治疗负担得到有效分配，避免贫困

地区的医院在接受 COVID-19 治疗时不堪重负，

而受灾较轻的地区却有闲置能力。 

• 保障疫苗的公平分配：城市是疫苗的重要分配

中心，因此可以在确保公平分配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帮助确保开发出的 COVID-

19 疫苗向贫困和弱势群体免费或以非常低的费

用提供。21 

• 确保最边缘化的社区和个人在即时应对、设计和

规划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贫民窟居民、无

家可归者、境内流离失所者、残疾人、妇女和女

孩、移民和难民在内的最脆弱和边缘化群体应成

为应对举措的主导者和合作伙伴，以确保在制定

应对措施时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2) 加强地方行为体，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能力 

 各国政府可以促进跨不同管辖区和政府各级的

更具包容性、协作性和反应力的治理。国家一揽子刺

激方案，若能最大限度地支持量身定做的国家以下级

应对措施，并提高地方政府的预算能力，则能够有助

于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些限制。优先行动可包括： 

• 确保各级政府和国家以下级各管辖区之间的协

作：包容性、参与性、多层次治理是地方应对措

施的核心，而各级政府之间的协作也需要制度化，

始终让所有居民，特别是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参与。

在妇女在治理机构中的正式代表人数较低的地

方，应该考虑设立临时机构，如具有性别均衡代

表的市级 COVID 特别工作组。 

• 通过政策措施和一揽子刺激方案中的专项资金

来增强地方政府的预算能力：可以采取一揽子刺

激措施和政策措施，以提高地方和地区政府维持

关键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筹集和控制自己的财

政资源的能力(例如，通过地方税收以及各种收

费和)，同时也考虑到需要防止给贫困和弱势群

体带来额外的资金压力。 

• 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关于 COVID-19 政策实施

情况的循证问责机制可以在各级政府中颁布，并

允许各社区各人群直接反馈。

  

__________________ 

 21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COVID-19 战略准备和反应计划：支持国家做好准备和应对的业务规划指南”，2020 年 5 月

22 日，可查阅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covid-19-sprp-operational-planning-guidelines-to-support-

country-preparedness-and-response-(22may20).pdf。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covid-19-sprp-operational-planning-guidelines-to-support-country-preparedness-and-response-(22may20).pdf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covid-19-sprp-operational-planning-guidelines-to-support-country-preparedness-and-response-(22may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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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传播活动覆盖到所有城市社区：考虑到识

字、语言和获取技术方面障碍，可以优先考虑采

取有效和一致的沟通接触战略，以期建立公众

对各级政府在 COVID-19 应对和恢复方面工作

的信任。 

• 支持地方政府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中断：需要确保

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创收能力，以维持关键公共服

务(如水、公共卫生、交通、教育、电力)。基本服

务还应包括家庭暴力庇护所和其他保护服务。可

以采取有关政策和战略，提高公平在提供公共服

务和建立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交通系统方面的

能力，其中要考虑到可持续性、安全性、可负担

性、可及性和吸引力；并可以提供鼓励安全步行

和骑车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也在支持有效追踪

接触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前提是有足够的财力

和人力。 

 3) 追求韧性、包容性、性别平等和绿色的

经济恢复 

 展望未来，加强城市的韧性和可持续性须成为全

球优先事项之一。韧性城市会解决潜在的社会经济脆

弱性，利用数据进行城市规划，并采取气候投资措施。

例如，对城市地区的财政援助计划和直接刺激资金可

以帮助减轻 COVID-19 对地方企业的影响，并建立新

的、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社会保障可扩展到非正规部

门，移民工人以及有酬和无酬护理工作者。22  针对

COVID-19 的城市经济恢复措施可以利用绿色和可持

续的解决方案，从而提供长期利益，例如引入新的城

市发展模式，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以实现再

生、减少废物和重复利用材料，进而实现成本的节约，

同时获得环境效益。优先行动可包括： 

• 支撑微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并支持

安全地重新启动企业：可以对中小微企业和非正

规经济中的工人采取刺激措施和社会保障方案

(例如，现金转移、递延纳税、工资补贴、有补贴

病假、有补贴社会保障缴费和失业保险)。可以采

取或加快经济数字化措施，包括政府向企业转款

措施，通过数字手段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安全、

更快的政府支持付款。数字支付生态系统可以扩

大，以便中小微企业可以更快地支付所需的商业

投入。可以鼓励数字金融产品的开发和使用，包

括为恢复阶段的工商业重建和增长提供融资，以

及针对未来冲击的保险。23  应制定针对女性中

小微企业所有者的具体措施，认识到妇女在融

资方面的更大障碍和这场危机给妇女带来的特

别负担。 

 

 

  

__________________ 

 22 妇女署，“COVID-19 与护理经济：为实现促进性别平等的恢复而立即采取的行动和进行的结构转变”，2020 年；和 ILO, 

“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by building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2020, 可查阅 https://www.ilo.org/secsoc/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

tools/Brochures/WCMS_744612/lang--en/index.htm。 

 23 United Nations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 “Putting Digital Payments to Work in the Time of Covid-

19”, 31 March 2020, 可查阅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news/blogs-stories/putting-digital-payments-to-work-in-the-time-of-

covid-19。 

https://www.ilo.org/secsoc/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tools/Brochures/WCMS_74461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secsoc/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tools/Brochures/WCMS_744612/lang--en/index.htm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news/blogs-stories/putting-digital-payments-to-work-in-the-time-of-covid-19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news/blogs-stories/putting-digital-payments-to-work-in-the-time-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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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及其协会可以实

施参与性的、量身定做的战略，以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社会凝聚力，并选择就业乘数高的公共投

资。这样的战略可承认城市非正规经济，并嵌入

到国家经济恢复战略中。地方经济发展战略还有

助于促进具有生产性和多样化(因此更具韧性)的

城市经济。 

• 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计划也要服务于最边缘化的

人群，无论其就业形式或移民身份如何，也不仅

仅局限于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人。 

• 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一揽子刺激方案可以通过

注重具有高度生态转型和创造就业潜力的部门

(例如，改装、可持续建筑和建筑、垃圾收集和管

理、分散式的可再生城市能源、地方粮食体系和

气候适应性城市基础设施)，使城市对未来有备

无患。 

• 城市紧凑化可以是一个目标，而去密度化可以抵

制：可以采取政策措施和激励措施阻止城市无序

扩张(例如，实施碳定价，取消奖励郊区化的化石

燃料补贴并促进设计良好的城市密度，以产生集

聚经济效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紧凑的城市对

地球和人类都更健康，而若城市的设计能确保所

有人都有足够的住房和公共绿地，24 则尤为如此。 

• 确保韧性计划基于分组数据：可以增加城市分组

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也可以加强地方一级的韧性

概况确定和规划，以更详细地了解城市一级的危

机应对、防备水平和恢复情况。这有助于确保在

应对和建立韧性的工作中以最高效率和效力使

用稀缺资源。 

• 制定和实施多灾种防御计划：可以针对 COVID-

19 的影响可能加剧的可预测风险和灾害(包括飓

风、热浪和其他气候变化影响)制定防备计划，并

可以投资于多灾种韧性建设。 

• 对护理经济进行大量投资：这场大流行病清楚地

表明，正规经济依赖于无酬和低酬的护理工作。

如果金融投资锁定对护理经济进行更大投资，让

那些本来可能无法加入正规劳动力的人参加进

来，那么恢复将更加有效、更迅速且更可持续。 

  

__________________ 

 24 例如，促进空气净化、对自然灾害的韧性、娱乐和安全的露天商业。见：Jon Kher Kaw, Hyunji Lee and Sameh Wahba, 

editors. The Hidden Wealth of Cities: Creating, Financing, and Managing Public Spac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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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决不平等和 

发展赤字问题 

 

A. 冲击影响 

 COVID-19 正在扩大城市现有的空间、社会和经济

不平等，使病毒在自我延续的负面螺旋上升过程中更

具危害性。全球北方的城市和全球南方的城市中均存

在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 COVID-19 冲击的

程度和性质。25 显而易见，在 COVID-19 面前的脆弱

性取决于几个条件：一个人生活和工作于城市中何处、

其性别、年龄、既有健康状况、收入水平、住房类型和

获得公共服务(如医疗设施、交通和清洁水)的机会。 

 例如，在伦敦(联合王国)，到目前为止，较贫困

区的人均感染率是较富裕区的三倍。26 在新加坡，低

收入移民工人住宅区出现了新的集中暴发的病例。27 

数据显示，纽约市(美利坚合众国)贫困的居民区和平

均家庭规模最大的居民区更有可能经历人均病例数

高的情况，而黑人和拉丁裔居民高度集中的居民区也

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28 

__________________ 

 25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可查阅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

fd1053ff; 和 Du, King and Chanchani, “Tackling Inequality”, 可查阅 https://www.wri.org/blog/2020/04/coronavirus-inequality-

cities。 

 26 The Conversati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already increasing inequality”, 10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coronavirus-pandemic-is-already-increasing-inequality-135992。 

 27 人居署，“冠状病毒大流行后我们城市的生活将如何”，2020 年 5 月 4 日，可查阅 https://unhabitat.org/how-life-in-our-cities-

will-look-after-the-coronavirus-pandemic。 

 28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imm/covid-19-deaths-race-ethnicity-

04082020-1.pdf; 和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City Coronavirus Map and Case Count”, 可查阅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nyregion/new-york-city-coronavirus-cases.html。 

 29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9/goal-11. 

 30 人权高专办，“COVID-19 指导说明：保护非正规住区居民”，2020 年 4 月 23 日，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informal_settlements.pdf。 

 31 人权高专办，“在 COVID-19 疫情背景下保护住房权”，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Housing/Pages/COVID19RightToHousing.aspx。 

 世界上 10亿贫民窟居民也面临着更严重的风险，

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和东亚及东南亚区域，

这两个区域分别占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全球城市人口

的 23%和 36%。29 贫困和边缘化在贫民窟和贫困居民

区中同时存在，使得其他形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文

化不平等永久化，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地方居民面临的

风险。 

 全球城市住房危机加剧了这场大流行病，反过来

又因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而恶化。普遍获得适足住房

是抵御冠状病毒的第一线防御措施，30 而在这样的背

景下，近 18 亿人仍生活在过度拥挤或不足的住房、

贫民窟和类似贫民窟的条件下，或无家可归的状态下，

暴露于病毒的风险很大。当人们生活在过度拥挤的条

件下时，主流的预防措施，如封锁和保持物理距离，

就更难实施。3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https://www.wri.org/blog/2020/04/coronavirus-inequality-cities
https://www.wri.org/blog/2020/04/coronavirus-inequality-cities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coronavirus-pandemic-is-already-increasing-inequality-135992
https://unhabitat.org/how-life-in-our-cities-will-look-after-the-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unhabitat.org/how-life-in-our-cities-will-look-after-the-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imm/covid-19-deaths-race-ethnicity-04082020-1.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imm/covid-19-deaths-race-ethnicity-04082020-1.pdf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nyregion/new-york-city-coronavirus-cases.html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9/goal-11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informal_settlements.pdf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Housing/Pages/COVID19RightToHous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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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城市医疗保健和基本服务获取条件正在

削弱 COVID-19 应对举措。这在贫困的城市居民区和

在无家可归者中尤为明显。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中的

许多家庭无法获得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因而很难做到

安全和定期洗手。那些无法获得足够供水的人通常是

家里没有直接通水，必须转而依赖公用水管、水井、

井孔、售水亭或水贩——这可能要昂贵得多。32 例如，

内罗毕(肯尼亚)的贫民窟居民支付的水费比城市水务

收费高出 25 倍。33 无家可归的人经常要么露宿户外

(那里获得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的

条件有限)，要么住进可能过于拥挤的庇护所(那里则

难以保持物理距离)，每天难有固定的选择。34 

 城市公共空间的准入对于抗击COVID-19很重要，

但分配不均。这在贫困和低收入居民区最为突出。全

球不到一半的人口可以进入离家 400米步行范围内的

开放公共场所。35 

 公共空间在减轻压力、改善精神健康和福祉、促

进儿童发展和建立临时设施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这场

大流行病揭示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灵活性、设计、

管理、维护和连通性方面存在的巨大欠缺。36 

 这场大流行病正在暴露那些导致数字鸿沟的种

种不平等。已经处于贫困城市地区的许多家庭、学校

和居民区由于互联网连通条件薄弱、缺乏或负担不起

或缺乏计算机而无法获得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和进行

远程工作。37、38 因此，许多人被迫走出家门去获得工

作和服务。截至 2019 年底，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

估计约有 36 亿人仍处于离线状态。在平均每十个人

中只有两个人上网的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获取条件的

情况更为严重。39

 

  

__________________ 

 32 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水机制，“2019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2019 年，可查阅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7306/PDF/367306eng.pdf.multi。 

 33 同上。 

 34 人权高专办，“COVID-19 指导说明：保护无家可归者”，2020 年 4 月 28 日，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homeless.pdf。 

 35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可查阅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36 妇女署，“COVID-19 与确保妇女和女孩的安全城市和安全公共空间”，可查阅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

library/publications/2020/05/brief-covid-19-and-ensuring-safe-cities-and-safe-public-spaces-for-women-and-girls；和 Kaw, Lee 

and Sameh, editors, Hidden Wealth of Cities, 2020. 

 37 Wamuyu,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low income urban communities. Leveraging use of 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vol. 34, No. 8, December 2017, pp. 1709–1720; 可查阅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343670。 

 38 GSMA, The Mobile Gender Gap Report 2020, 可查阅 https://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wp-

content/uploads/2020/05/GSMA-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20.pdf。 

 39 “New ITU data reveal growing Internet uptake but a widening digital gender divide”, 5 November 2019, 可查阅

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9-PR19.aspx。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7306/PDF/367306eng.pdf.multi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ousing/SR_housing_COVID-19_guidance_homeless.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20/05/brief-covid-19-and-ensuring-safe-cities-and-safe-public-spaces-for-women-and-girls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20/05/brief-covid-19-and-ensuring-safe-cities-and-safe-public-spaces-for-women-and-girls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343670
https://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wp-content/uploads/2020/05/GSMA-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20.pdf
https://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wp-content/uploads/2020/05/GSMA-The-Mobile-Gender-Gap-Report-2020.pdf
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9-PR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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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COVID-19 预防、应对、恢复过程中的服务获取条件不平等问题 

 

 
  

24% 
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和非正式住区中 

 全球约 10 亿人生活在贫民

窟和非正规住区中，经常缺少

可靠和负担得起的获取若干公

共服务及适当住房的条件。 

资料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

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

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非正规住区中暴发的 
COVID-19 疫情 

 在孟买，截至 2020 年 4 月中， 

30%的制定防疫遏制区 

(都是暴发了大的疫情的地区)是贫

民窟，而且 60%位于非正规住区 100

米以内。 

资料来源：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

front/2020/04/16/ are-slums-more-

vulnerable- to-the-covid-19-pandemic-

evidence-from-mumbai/。 

 

水和环境卫生 

 2017 年，29%的全球人口(22 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饮用水，55%(42 亿人)缺乏安全管

理的环境卫生服务。* 在低收入国家的城市规模中，只有 27%的城市人口使用安全管理的

饮用水服务，** 非洲(不包括北非)只有 20%的城市人口使用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服务。*** 

资料来源： 

*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可查阅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H2O.SMDW.UR.ZS。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STA.SMSS.UR.ZS。 

鉴于 COVID-19 造成的强大的区域冲击，必须进行差异化治理和政策应对 

 在法国，截至 2020 年 4 月，37%
的确诊病例集中在法兰西岛地区。为分

配医疗保健方面的负担，法国政府将患

者从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转到了受影

响最小的地区。 

资料来源：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

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

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

d3e314e1。 

 在尼日利亚，截至 2020 年 7 月，38%
的病例集中在拉各斯。联邦和各州政府已经

颁布了配套的税收减免措施。 

资料来源： 

https://covid19.ncdc.gov.ng/repor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4/16/are-slums-more-vulnerable-to-the-covid-19-pandemic-evidence-from-mumbai/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4/16/are-slums-more-vulnerable-to-the-covid-19-pandemic-evidence-from-mumbai/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4/16/are-slums-more-vulnerable-to-the-covid-19-pandemic-evidence-from-mumbai/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4/16/are-slums-more-vulnerable-to-the-covid-19-pandemic-evidence-from-mumbai/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H2O.SMDW.UR.Z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STA.SMSS.UR.ZS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s://covid19.ncdc.gov.n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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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考虑到 COVID-19 冲击和城市韧性的空间差异，

政府可以为高风险居民区量身定做应对措施。让最脆

弱和最边缘化的社区和人群参与进来，包括作为应对

措施伙伴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和难民，可以帮助

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援助措施，而不用担心负面后果。

至关重要的是，在国家以下级和城市内部对 COVID-

19 的脆弱性和热点进行分组式映射图示。例如，豪滕

省(南非)聘请学术专家绘制了生活在脆弱地区和非正

规部门的社区以及那些经历粮食不安全和易受病毒

感染的社区的情况图。40 

 针对住房不足和负担不起、过度拥挤和无家可归

问题的创新短期应对措施可能是早就应该进行的政

策转变和结构性解决方案的起点。短期而言，正在经

历无家可归的人需要获得临时住所，以保持物理距离，

进行自我检疫隔离、自我医疗隔离和受到护理。各级

政府要明确指导，规定禁止或推迟从所有居民的主要

居住场所或土地上的搬离要求，无论移民身份或居住

手续如何。为了防止人们失去居住场所，政府可以考

虑创建紧急基金，包括现金转移，并与银行和金融部

门合作暂停抵押贷款偿还，以及采取租金支持措施。 

 例如，波哥大(哥伦比亚)、蒙特利尔(加拿大)、维

也纳(奥地利)、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西班牙)等地方政

府已向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住房，巴伦西亚和巴塞罗

那则与私营部门合作调集空置住房。41  中长期而言，

对负担得起的无障碍住房和贫民窟改造进行大规模

公共投资是解决住房短缺的关键。这种投资还可以支

持劳动密集型经济恢复，保障安居权，并扩大适足的

水和环境卫生设施覆盖范围。 

 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是 COVID-19 有效应对、恢复

和增强城市对未来危机的韧性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努

力对于确保公共服务获取条件至关重要，特别是为城

市贫困人口、贫民窟居民、无家可归者和其他弱势群

体提供的获取条件。这对于那些在有效应对危机方面

至关重要的服务(如水和电)尤其重要。例如，避免中

断给过期未付费的用户的服务、降低水费或提供免费

水，都可有助于推行有效的洗手和个人卫生做法，并

减缓病毒的传播。 

 一些城市在公共场所和机构中为目前无法获得

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的人提供洗手站。在纳库鲁(肯尼

亚)，非正规住区的洗手站是永久性的，并与市政水管

干线相连，保证了连续洗手的水流。42 还取消了 1 000

升储水箱的运水和加水费用。来自该城市的青年从事

洗手站的维护工作，因此这也创造了就业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 

 40 https://www.gcro.ac.za. 

 41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eng_briefing_housing_lle1.pdf. 

 42 人居署，“青年带头防止 COVID-19 在肯尼亚非正规住区蔓延”，2020 年 5 月 12 日，可查阅 

http://unhabitat.org/youth-lead-the-way-in-preventing-covid-19-spread-in-kenya%E2%80%99s-informal-settlements。 

https://www.gcro.ac.za/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eng_briefing_housing_lle1.pdf
http://unhabitat.org/youth-lead-the-way-in-preventing-covid-19-spread-in-kenya%E2%80%99s-informal-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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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获取医疗卫生服务有助于保护生命。各级政

府可以采取措施，确保城市贫困和弱势群体免费或廉

价获得保护产品、检测和治疗。例如，阿比让(科特迪

瓦)、约翰内斯堡(南非)和拉各斯(尼日利亚)的地方政

府向各社区、社会工作者和保健中心运送卫生和预防

用品，有时还是门到门运送。43 低收入居民区和非正

规住区的社区团体通常拥有完善的网络和结构，这有

助于进行关键资源的分散式分配。 

 各级政府和卫生官员可以与医院协调，确保

COVID-19 治疗负担的有效分担，从而有助于防止贫

困居民区的医院不堪重负。临时紧急医院的建设和现

有结构的改建也可以增加床位数。在纽约市(美国)，

临时医院帮助增加了全州范围内的医院床位数，从大

约 53 000 张增加到 90 000 张。44 

 许多其他城市——如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圣保

罗(巴西)、武汉(中国)和伦敦(联合王国)——建造了急

救医院，并对现有设施进行了改造，以提高疫情暴发

期间的处理能力。45 

 对弱势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认识到对风险

和影响的暴露程度存在差异，一些政府为弱势群体设

计了量身定做的措施。例如，在浦那(印度)，一个拾

荒者团体一直在向非正规拾荒者分发手套和口罩。46 

在许多城市，非正规拾荒者对废物管理做出了重要贡

献，而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他们面临的风险很高，

没有适当的保护。在加济安泰普(土耳其)，与民间社

会组织的协调对于克服为难民实施 COVID 支助措施

方面的识字和语言障碍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在基多

(厄瓜多尔)，该市与地方移民协会合作，确保 COVID-

19 的应对工作考虑到移民的需求，同时该市还与地方

企业合作，扩大对移民居民的社会援助。47

 

  

__________________ 

 43 UN-Habitat, UNCDF, UCLG-Africa, UNECA, COVID-19 in African Cities: Impacts, Responses and Policies, 2020, 可查阅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covid-19_in_african_cities_impacts_responses_and_policies_2.pdf。 

 44 Paul Sonne and Missy Ryan, The Washington Post, “As beds go unfilled, states scale back Army Corps makeshift hospitals”, 25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as-beds-go-unfilled-states-scale-back-army-corps-

makeshift-hospitals/2020/04/24/4570fb5c-8404-11ea-9728-c74380d9d410_story.html。 

 45 The Jakarta Post, “Jakarta’s emergency hospital for COVID-19 open for business”, 可查阅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3/23/jakartas-emergency-hospital-for-covid-19-open-for-business.html; Ryan 

Pickerell, Business Insider, “Wuhan is scrambling to fill 11 sports centers, exhibition halls, and other local venues with over 10,000 

beds to create makeshift coronavirus hospitals”, 4 Februar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businessinsider.de/international/wuhan-sports-stadiums-makeshift-coronavirus-hospitals-2020-2/?r=US&IR=T; BBC 

News, “Coronavirus: Field hospitals treating patients around world”, 30 March 2020, 可查阅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2089337。 

 46 Silpa Kaza, “Waste workers are protecting our communities during COVID-19”, 9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waste-workers-are-protecting-our-communities-during-covid-19。 

 47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eng_briefing_lle_migration_0.pdf.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covid-19_in_african_cities_impacts_responses_and_policies_2.pd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as-beds-go-unfilled-states-scale-back-army-corps-makeshift-hospitals/2020/04/24/4570fb5c-8404-11ea-9728-c74380d9d410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as-beds-go-unfilled-states-scale-back-army-corps-makeshift-hospitals/2020/04/24/4570fb5c-8404-11ea-9728-c74380d9d410_story.html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3/23/jakartas-emergency-hospital-for-covid-19-open-for-business.html
https://www.businessinsider.de/international/wuhan-sports-stadiums-makeshift-coronavirus-hospitals-2020-2/?r=US&IR=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2089337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waste-workers-are-protecting-our-communities-during-covid-19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eng_briefing_lle_migration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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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环境中公平地进行 COVID-19 防范保护和 

恢复工作方面的创新政策和解决方案 

 

支持获取住房的措施 

缴交租金方面的支持 

▪ 横滨(日本)，Vila Nova de Famalicao(葡萄牙) 

调低公租房租金 

▪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里斯本(葡萄牙) 

危机期间暂时停止驱逐房客 

▪ 纽约和旧金山(美国) 

延迟缴交租金期限 

▪ 芝加哥和旧金山(美利坚合众国)、巴黎(法国)、里斯本和辛特拉(葡萄牙)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庇护所 

▪ 纳穆尔(比利时)，巴黎(法国) 

为无家可归者和脆弱群体提供临时庇护所 

▪ 纽约和洛杉矶(美利坚合众国)、多伦多(加拿大)、毕尔巴鄂(西班牙)、巴黎(法国)、伦敦(联合王国)、 

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 

面向社会风险人群的空置住房应急分配 

▪ 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西班牙) 

资料来源：大多数例子是基于人居署对经合组织关于 40 多个城市 COVID-19 应对情况的跟踪调查的一项分析，可查阅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eng_briefing_housing_lle1.pdf。 

为加强基本服务的获取条件和提供工作而采取的措施 

贫困居民区供水 

▪ 墨西哥城(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利马(秘鲁)、弗里敦(牙买加)、内罗毕和纳库鲁(肯尼亚)、 

达喀尔(塞内加尔)、哥斯达黎加 

恢复供水服务 

▪ 芝加哥(美利坚合众国) 

取消水费 

▪ 阿洛拉(西班牙)、利马(秘鲁) 

部分免征供水、卫生和城市垃圾关税 

▪ 奥克兰(美利坚合众国)、波尔图和布拉加(葡萄牙)、马查科斯(肯尼亚) 

固体废物收集 

▪ 金斯敦(牙买加)，利马(秘鲁) 

资料来源：ILO, “COVID-19 crisis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Immediate responses and policy challenges”, 2020, 可查阅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623.pdf。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eng_briefing_housing_lle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6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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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地方行为体，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能力 

 

A. 冲击影响 

 COVID-19 凸显了地方政府在危机应对、恢复和

重建中作为第一线响应者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是因

为它们在提供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和动员城市居民方

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地方政府采取的行动对于解决当

下健康风险和实施拯救生命措施至关重要。这些措施

包括监测和追踪接触者，建立更多的医疗卫生、检疫

和隔离设施，以及向脆弱社区和家庭运送物资和食物。

这些措施还通过减免手续费和税，在支持地方企业和

商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COVID-19 疫情大幅减少了地方和地方政府的收

入，并限制了预算，因为纳税的地方企业关闭，而来

自国家政府的资金转移变得不可预测，也不足。主要

依赖税收、使用费、其他收费和资产收入的地方和地

区政府的预算受到的影响可能比那些(同时也)获得国

家政府资金转移的地方和地方政府更大。48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到大流行初

期之后。例如，美国本财年的州预算总缺口估计为

10%，2021 年财年约为 25%。49 与此同时，在非洲，

地方政府面临高达 60%的收入损失。50 虽然世界各地

的地方政府都会感受到 COVID-19 对其预算的影响，

但它们的财政状况和能力也存在着重大差异。应对危

机的费用很高，另外还需要挪用以前分配的资金，这

些都加剧了财政紧张。城市企业生产率、消费和收入

的下降也将影响国家税收。 

 这场危机还表明了社区的力量，以及团结和社

会安全网在减轻此类冲击影响方面的重要性。例如，

斯法克斯市(突尼斯)与突尼斯避难地协会一道，呼吁

与地方移民和难民社区团结一体。51  遏制措施对移

民和难民的冲击尤其严重，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收入

来源。52 

 

  

__________________ 

 48 OECD, “The territorial impact of COVID-19: Managing the crisis across levels of government”, 16 June 2020, 可查阅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28_128287-5agkkojaaa&title=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

levels-of-government。 

 49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States Grappling With Hit to Tax Collections”, 可查阅 

https://www.cbpp.org/research/state-budget-and-tax/states-grappling-with-hit-to-tax-collections。 

 50 人居署，“非洲城市中的 COVID-19”，可查阅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covid-

19_in_african_cities_impact_response_and_policies2.pdf。 

 51 https://www.citiesforglobalhealth.org/initiatives/gov/187. 

 52 联合国，“政策简报：2019 冠状病毒病和流动人口”，可查阅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ople_on_the_move.pdf。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28_128287-5agkkojaaa&title=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28_128287-5agkkojaaa&title=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
https://www.cbpp.org/research/state-budget-and-tax/states-grappling-with-hit-to-tax-collections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covid-19_in_african_cities_impact_response_and_policies2.pdf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covid-19_in_african_cities_impact_response_and_policies2.pdf
https://www.citiesforglobalhealth.org/initiatives/gov/187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ople_on_the_mo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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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能力严重

短缺。地方政府收入的萎缩可能危及关键的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导致公共服务削减，并破坏城市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总体努力。为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未来冲

击做好准备所需的关键规划和投资以及公共卫生健

康将受到严重影响。对于服务不足的居民区和高度依

赖公共服务的人口群体来说，这尤其具有挑战性。还

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在未来几年内，这场大流行病

将危及地方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和投资于社会基础设

施和基本基础设施升级的能力。 

 COVID-19 已经对市政服务产生了多重连锁效应。

例如，许多城市在垃圾收集和管理方面都开始力不从

心，原因是收集次数减少和可用资产重新分配，医疗

废物以及因食物送货上门服务和外卖造成的一次性

塑料数量增加。在此背景下，一些市政府——如阿尔

伯克基和贝灵汉(都是美国的城市)53 已暂停使用塑料

袋禁令或其他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与此同时，

公共交通服务的中断对于不能在家工作而且由于空

间分隔化，在通勤上要花费更多时间和钱的工人来说，

尤其成问题。 

 这场大流行还导致地方政府采取创新的解决方

案，应对 COVID-19 和提供服务。数字工具已在许多

国家得到应用，用于跟踪和遏制病毒，开展信息和宣

传活动，并向公民提供基本服务。例如，迪拜(阿联酋)

引入了一项无纸化战略，为公民、居民和游客创建数

字国民身份，以便获得 5 000 项政府和私人服务。54 

 

 

  

__________________ 

 53 Gillian Flaccus, AP, “Pandemic deals blow to plastic bag bans, plastic reduction”, 8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apnews.com/b58cd897fb1275d8a4bdcb29528b4cce。 

 54 Mohammed Soliman, “COVID-19 and the digital landscape in the Gulf”, 13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ovid-19-and-digital-landscape-gulf。 

https://apnews.com/b58cd897fb1275d8a4bdcb29528b4cce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ovid-19-and-digital-landscape-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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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对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的冲击影响 

 

 
  

 预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在 2021 年将减少 

15-25%，  

原因是 COVID-19 破坏了公共

服务的交付、基础设施投资和

可持续城市发展。 

资料来源：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

cities/cities-are-front-lines-covid-19。 

 在中国，在 COVID-19 疫情暴发期间和之后，

公共交通的使用量下降，而私家车的使用量增加。 

废物的增加 

 在中国湖北省，COVID-19 

应对举措造成医疗废物增加 

600%(从每天 40 吨增加到 240 吨)。 

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城市的每天平均垃

圾产生量增幅也很明显，包括曼谷 4 月

份的每天平均量增加 1 317 吨，马尼拉

增加 280 吨，雅加达增加 212 吨，吉隆

坡增加 154 吨，河内增加 160 吨。 

资料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0, 可查阅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managing-

medical-waste-covid19。 

两轮 

车辆 

私家车 公共 

汽车/ 

地铁 

出租车 打车 

服务 

拼车 

COVID-19 暴发前 COVID-19 暴发后 

资料来源： 

13 IPSOS, ‘Impact of Coronavirus, Survey of 1,620 

consumers in China’ (March 2020)。 

 在泰国，COVID-19 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

封锁导致了该国塑料垃圾大幅上升。根据泰国

环境研究所(TEI)的数据，塑料垃圾的平均数

量从 2019 年的每天 2 120 吨增加到 2020 年 1

月至 4 月期间的每天约 3 440 吨。仅 4 月份的 

增幅就接近62%。 

资料来源：http://www.tei.or.th/en/index.php。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cities-are-front-lines-covid-19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cities-are-front-lines-covid-19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managing-medical-waste-covid19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managing-medical-waste-covid19
http://www.tei.or.th/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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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各国政府可以促进跨不同管辖区和政府各级的

更具包容性、协作性和反应力的治理，以有效应对

COVID-19。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将确保能够进行一

致的政策应对，支持地方一线医疗卫生系统，并确保

及时向脆弱、边缘化和贫困社区提供一揽子援助。地

方、地区、特别是国家政府领导人需要采取果断行动

迎击并战胜这场大流行病，然后让城市走上更好的

长期道路。 

 通过采取一揽子刺激方案，最大限度地支持量

身定做的国家以下级的应对措施，并提高地方政府

的预算能力，各国政府则可以帮助确保应对和恢复

措施符合地方情况。这将有助于维持关键的地方政

府服务，增强韧性和提高防备水平，并支持地方的恢

复战略，这些战略应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防止在气

候和人权承诺，包括关于性别平等的承诺上出现任

何倒退。 

 通过支持地方政府，可以减轻这场大流行病在

城市中对卫生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冲击影响。显然需

要把重点放在采取分散式的应对 COVID-19 办法上，

并确保有足够的地方财政能力来维持所有人都能获

得和负担得起的关键公共服务，并投资于更具韧性

的系统。在德国，国家政府 1 300 亿欧元的一揽子财

政刺激方案包括 250 亿欧元用于支持各城市，其中

80 亿欧元用于弥补地方营业税收入的下降。55 

 在与民间社会合作时，地方政府可以提高透明

度，使社区能够有效参与应对这场大流行病。事实证

明，与居民、居民区组织、社区领导人、卫生健康和

政策专家以及私营部门的合作对于建立实施卫生健

康措施和制定针对 COVID-19 的创新对策所需的信

任至关重要。同样，政府可以投资于透明度和有效的

沟通策略，以加强问责和公众对 COVID-19 应对工

作的信任。 

 沟通策略需要消除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和加密消

息服务传播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这些战略应确

保将正确的信息以无障碍格式提供给脆弱和面临风

险的人群，包括残疾人、土著人民、移民和难民。为

了确保政策对所有城市居民都有效且相关，必须将

妇女、老年人、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以及残疾

人纳入应对计划和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公共机

构采购和分配公共资源方面，紧急反应行动和措施

(如一揽子刺激方案)也需要更高水平的问责。由于在

分配公共资金方面的不当行为而失去信任，也可能

损害公众对减缓病毒传播的关键卫生措施的信任。 

  

__________________ 

 55 OECD, “The territorial impact of COVID-19: Managing the crisis across levels of government”, 16 June 2020, 可查阅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

government-d3e314e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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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继续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应是城市中的

优先事项之一。这在医疗保健和对 COVID-19 预防和

管理具有当下重要性的服务领域尤为至关重要。避免

废物管理服务的中断，也将有助于避免因废物管理不

当而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额外风险。 

 公共交通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需要继续通

勤上班和获得基本服务的城市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

而言。即使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前，世界上也只有大约

一半的城市人口可以方便地使用公共交通。56 在这场

大流行病期间，由于人们觉得有健康风险而导致的乘

客减少和对公共交通的继续污名化(如果不扭转的话)

可能危及全球向可持续和无障碍交通的转型，阻碍在

抗击气候危机和空气污染危机方面取得进展，并导致

极大程度的经济损害。 

 

 向卫生工作者进行数字化支付的措施(而不是使

用往往迟缓、不准确和易受贪污、欺诈和付款后暴力

盗窃影响的现金支付方式)在以前的卫生危机(特别是

埃博拉危机)中，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些措施可

以加强卫生工作者的力量，减少缺勤，并支持在这场

大流行期间从事极其危险工作的卫生工作者服务于

他们所在的社区。这些措施还可有助于高度紧张的卫

生服务预算提高效率和节约费用。57 以数字方式支付

工人工资，与现金支付相比，还可有助于赋予妇女经

济权能，包括在家庭支出决策方面。 

 从长远来看，迫切需要关注的是解决许多城市公

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因多

年的投资撤减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管理不善而更加严

重。服务的数字化提供可以提高获取机会和效率，但

也需要通过确保公平和安全地获取数字技术和上网，

避免进一步贫困和弱势群体。

  

__________________ 

 56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可查阅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57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 “Saving Money, Saving Lives: A Case Study on the Benefits of Digitizing Payments to Ebola Response 

Workers in Sierra Leone”, 18 May 2016, 可查阅,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tools-research/case-studies/saving-money-

saving-lives-a-case-study-on-the-benefits-of-digitizing-payments-to-ebola-response-workers-in-sierra-leone。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158Final_SG_SDG_Progress_Report_14052020.pdf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tools-research/case-studies/saving-money-saving-lives-a-case-study-on-the-benefits-of-digitizing-payments-to-ebola-response-workers-in-sierra-leone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tools-research/case-studies/saving-money-saving-lives-a-case-study-on-the-benefits-of-digitizing-payments-to-ebola-response-workers-in-sierra-l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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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3 月，在中国，83%
的确诊病例集中在湖北省。中央政府安

排向湖北省提供一般性补助资金 350 亿

元，由省政府按照国家总体政策指引酌

用。同样截至 2020 年 3 月，在韩国，

71%的确诊病例集中在大邱市。韩国在

2020 年 3 月通过了一项补充预算，其中

包括向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即该国受灾

最严重两个地区提供的支持。 

资料来源：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

coronavirus-china-funding/china-to-step-up-

funding-support-for-virus-hit-regions-

idUSKBN20S0JK;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

responses/theterritorial- impact-of-covid-19-

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

d3e314e1; Development Finance Bureau at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MOEF), Korea Center for 

Diseases Control (KCDC) and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OHW), “Tackling COVID-19: 

Health, Quarantine and Economic Measures of 

South Korea”, 可查阅 https://eena.org/wp-

content/uploads/Tackling-COVID-19.pdf。 

赠款和政府间资金转移 

文化获取和参与 

 为城市居民提供定期获取文化服务

的机会为了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加强

社会联系，促进社区之间的合作，墨西

哥城文化部推出了一个专门的创新网站

“家中文化资本”。该网站允许居民虚拟

地参与预定的文化活动，从而支持艺术

家和文化工作者。 

资料来源： 

https://en.unesco.org/news/digital-concerts-unite-

citizensmexico-city.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省政府创建了一个专门的 COVID-19 网

站，该网站有印尼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版本，向居民提供关于该地

区疫情的关键统计数据、及时更新的情况、COVID-19 热线服务

以及雅加达卫生部的在线“自我评估检查”。 

 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在线聊天机器人(名为“COVID-19 商务聊

天”)来解决与 COVID-19 有关的商务问题，并建立了一个

“COVID-19 商务门户”，帮助企业获得必需工作人员许可证。 

 在乌干达，领先的电子商务公司 Jumia Food Uganda 在试验

的基础上与几个非正规市场建立了伙伴关系，以维持微型、小型

和中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的供应链，并将非正规供应商与在线消

费者联系起来。 

资料来源： 

https://corona.jakarta.go.id/en;  

https://www.tech.gov.sg/products-and-services/responding-to-covid-19-with-tech; 

https://www.ug.undp.org/content/uganda/en/home/blog/2020/connecting-informal-

market-vendors-to-e-commerce-to-reach-consum.html。 

数字通信和服务 

社区发展 

地方政府网络提供的支持和做出的快速应对 

 即使在这一大流行病正在世界不同地区蔓延的情况下，地

方政府网络也加大了对地方和地区政府的支持力度。世界城市

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和世界大都市协会推出了现场直播学习系

列和全球健康城市平台。地方政府促进可持续发展协会、英联

邦政府论坛、全球城市韧性网络和市长移民理事会也促进了多

项学习活动、多个网络和追踪器，并策划了指导意见和工具。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已重新调整其气候网络的宗旨，为

COVID 应对提供支持，并成立了 COVID-19 市长特别工作组。

地方和区域政府全球工作队提供了一个关键平台，激励支持地

方和区域政府的努力。 

 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赫尔辛基市向年轻人提

供了快速的资金支持，以便通过创新的方式加强社

区参与。最多向每名申请者提供 5 000 欧元，以鼓励

使用新的创新和数字方式，让城市居民参与体育、

文化和其他社区活动。 

资料来源： 

https://www.hel.fi/uutiset/en/kaupunginkanslia/corona-crisis-

challenged-city-into-quickness-flexibility-and-new-solution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funding/china-to-step-up-funding-support-for-virus-hit-regions-idUSKBN20S0JK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funding/china-to-step-up-funding-support-for-virus-hit-regions-idUSKBN20S0JK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funding/china-to-step-up-funding-support-for-virus-hit-regions-idUSKBN20S0JK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funding/china-to-step-up-funding-support-for-virus-hit-regions-idUSKBN20S0JK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20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20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20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20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
https://eena.org/wp-content/uploads/Tackling-COVID-19.pdf
https://eena.org/wp-content/uploads/Tackling-COVID-19.pdf
http://www.capitalculturalennuestracasa.cdmx.gob.mx/
https://en.unesco.org/news/digital-concerts-unite-citizensmexico-city
https://en.unesco.org/news/digital-concerts-unite-citizensmexico-city
https://corona.jakarta.go.id/en
https://corona.jakarta.go.id/en
https://covid.gobusiness.gov.sg/
https://corona.jakarta.go.id/en
https://www.tech.gov.sg/products-and-services/responding-to-covid-19-with-tech
https://www.ug.undp.org/content/uganda/en/home/blog/2020/connecting-informal-market-vendors-to-e-commerce-to-reach-consum.html
https://www.ug.undp.org/content/uganda/en/home/blog/2020/connecting-informal-market-vendors-to-e-commerce-to-reach-consum.html
https://www.hel.fi/uutiset/en/kaupunginkanslia/corona-crisis-challenged-city-into-quickness-flexibility-and-new-solutions
https://www.hel.fi/uutiset/en/kaupunginkanslia/corona-crisis-challenged-city-into-quickness-flexibility-and-new-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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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追求有韧性、包容和 

绿色的经济恢复 

 

A. 冲击影响 

 COVID-19 打断了全球价值链，摧毁了招待行业、

旅行和旅游行业，并扰乱了全球经济，可能造成了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商业供应链因

停工和运输中断而被扰乱，严重影响了制造商和零

售商。世界银行发现，未来几年所有国家和几乎所有

部门都将遭受出口衰退的影响，而对更依赖国际贸

易的区域，特别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和旅游业而依赖

国际贸易的区域，后果将更严重。58 经济多元化程度

较低的城市可能会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59 

 地方经济受到 COVID-19 危机的沉重打击。城

市带动国民经济，贡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80%，对

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的传导效应。60 在封锁期间，

城市经济的大多数部门都收缩了，许多企业减少了

经营业务或永久关闭。特别是地方的小型商家和企

业往往缺乏财务缓冲来抵御冲击影响。与电子商家

相比，这些企业通常更依赖实体店，这使得它们在封

锁期间特别容易受到收入损失的影响。61  这导致企

业生产率大幅下降，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并减少

__________________ 

 58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59 UNWTO, “Tourist Numbers”, 可查阅 https://www.unwto.org/news/covid-19-international-tourist-numbers-could-fall-60-80-in-

2020。 

 60 World Bank, “Urban Development”, 可查阅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urbandevelopment/overview。 

 6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arton, “How COVID-19 Will Change the Way We Shop”, 8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ovid-19-will-change-way-shop。 

 62 United Nations, “Work and COVID-19”, 可查阅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pdf。 

 6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fifth edition, 30 June 2020. 

 64 ILO, “COVID-19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可查阅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623.pdf。 

 65 联合国，“工作与 COVID-19”。 

了地方和国家政府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

低收入国家和在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能力有限的城

市，这可能会限制政府以减缓病毒传播所需的速度

和规模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的能力。 

 在城市中出现大批的工作岗位损失，特别是非

正规和低薪工作。城市地区雇用了全球 38%的劳动

力，涵盖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在 COVID 背景

下归类为“高风险”的部门的大多数。这包括食宿、

零售和批发、商业服务和行政、制造业、旅游和招待

行业。62 据估计，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工作小时数都大

幅下降，与 2019 年最后一个季度相比，2020 年第二

季度下降了 14%。63 工作小时数的这一下降幅度相

当于失去 4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在全球范围内，非正

规部门中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些部门分别吸纳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就业总数的 90%和 67%，囊括了

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企业。64 在危机的第一个月中，全

球非正规工人的收入损失高达 60%。在非洲和拉丁

美洲，这一数字则接近 80%。65 

  

https://www.unwto.org/news/covid-19-international-tourist-numbers-could-fall-60-80-in-2020
https://www.unwto.org/news/covid-19-international-tourist-numbers-could-fall-60-80-in-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urbandevelopment/overview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ovid-19-will-change-way-shop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623.pdf


22   政策简报：城市世界中的 2019 冠状病毒病 

 

 与正规雇用的工人相比，非正规工人和从事低薪

工作的人往往面临更大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危害，而且

往往缺乏工作保障、福利、社会保障或集体谈判的手

段。例如，巴西 1 360 万贫民窟居民中有 72%没有储

蓄。66 地方和国家政府的收入救济措施往往没有惠及

非正规工人，因为他们没有纳入国家登记。这增加了

痛苦、饥饿和经济不安全感，并使关闭期间居家检疫

隔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在这些群体中，

封锁很少能够强制执行，他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获得

工资，以求满足基本的糊口之需，尽管要暴露于潜在

的致命风险。脆弱的工人，包括移民和土著人民，也

面临 COVID-19 造成的经济中断的灾难性影响，在家

庭收入或消费减少 20%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多达 4.2

亿至 5.8 亿人因这场大流行病而陷入贫困。67 

__________________ 

 66 L. Richmond, Brazil urban inequalities will exacerbate the impacts of COVID-19, LS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Centre, 

2020. 

 67 A. Sumner, C. Hoy and E. Ortiz-Juarez,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lobal Poverty”, Helsinki: UNU-WIDER, 可

查阅 https://doi.org/10.35188/UNU-WIDER/2020/800-9。 

 68 IEA, “Changes in transport behaviour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27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iea.org/articles/changes-in-transport-behaviour-during-the-covid-19-crisis; Transformative Urban Mobility Initiative, 

COVID-19 and Sustainable Mobility, 26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transformative-

mobility.org/assets/publications/2020_05_TUMI_COVID-19-and-Sustainable-Mobility.pdf;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Air 

quality and COVID-19”, 可查阅 https://www.eea.europa.eu/themes/air/air-quality-and-covid19; Shardul Agrawala and others, 

“Call for comments: climate and clean air responses to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link.springer.com/epdf/10.1007/s00038-020-01394-3?sharing_token=i-o3r_u8OOFbROSkh2pG5_e4RwlQNchNByi7w-

bcMAY7tzlVGLFMIfMxAKFYkKDdd01cUYYvQvcA4cVPojuqmmsHjuSg4-Nj7tmszxT6-

TY8LyKeOF84wzWKFMEu630CZ3PjDwInQ5hVMX-7Pysx6X-S9UeYHRyhw25BMKLeekX1c%3D;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Monitors Environmental Signals From Global Response to COVID-19”, 29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www.nasa.gov/feature/nasa-monitors-environmental-signals-from-global-response-to-covid-19; Guojun He, Yuhang Pan and 

Takanao Tanaka, “The short-term impacts of COVID-19 lockdown on urban air pollution in China”, Nature Sustainability, 7 Jul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20-0581-y。 

 69 Parviez R. Hosseini and others, “Does the impact of biodiversity differ between emerging and endemic pathogens? The need to separate 

the concepts of hazard and risk”, The Royal Society Publishing, 24 April 2017, 可查阅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b.2016.0129; David A. Wilkinson and others, “Habitat fragmentation, biodiversity loss 

and the risk of novel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December 2018, 可查阅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438436_Habitat_fragmentation_biodiversity_loss_and_the_risk_of_novel_infectious_

disease_emergence。 

 70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城市地区比周边农村地区明显变暖的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公交车和小汽车等车辆集中

产生热量，以及建筑施工使暖空气更难散发出去。 

 封锁和经济活动的大幅下降已产生了一些积极

的短期环境影响，比如原先因有毒空气质量而知名的

城市现在有了清洁空气。COVID-19 已经证明，绿色

城市的未来是可能的。在许多城市，机动车交通的减

少导致污染的减少和非机动车交通方式，例如步行和

骑自行车的广泛使用。68 同时，研究表明，凡是地貌

破碎化程度低、本地生物多样性保持良好的地方，人

畜共患病的感染率则可降低。69 除了这种直接的健康

益处外，促进城市及其周围生物多样性的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还可提供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减少城

市热岛效应，70 防洪和净化空气。 

  

https://doi.org/10.35188/UNU-WIDER/2020/800-9
https://www.iea.org/articles/changes-in-transport-behaviour-during-the-covid-19-crisis
https://www.transformative-mobility.org/assets/publications/2020_05_TUMI_COVID-19-and-Sustainable-Mobility.pdf
https://www.transformative-mobility.org/assets/publications/2020_05_TUMI_COVID-19-and-Sustainable-Mobility.pdf
https://www.eea.europa.eu/themes/air/air-quality-and-covid19
https://link.springer.com/epdf/10.1007/s00038-020-01394-3?sharing_token=i-o3r_u8OOFbROSkh2pG5_e4RwlQNchNByi7w-bcMAY7tzlVGLFMIfMxAKFYkKDdd01cUYYvQvcA4cVPojuqmmsHjuSg4-Nj7tmszxT6-TY8LyKeOF84wzWKFMEu630CZ3PjDwInQ5hVMX-7Pysx6X-S9UeYHRyhw25BMKLeekX1c%3D
https://link.springer.com/epdf/10.1007/s00038-020-01394-3?sharing_token=i-o3r_u8OOFbROSkh2pG5_e4RwlQNchNByi7w-bcMAY7tzlVGLFMIfMxAKFYkKDdd01cUYYvQvcA4cVPojuqmmsHjuSg4-Nj7tmszxT6-TY8LyKeOF84wzWKFMEu630CZ3PjDwInQ5hVMX-7Pysx6X-S9UeYHRyhw25BMKLeekX1c%3D
https://link.springer.com/epdf/10.1007/s00038-020-01394-3?sharing_token=i-o3r_u8OOFbROSkh2pG5_e4RwlQNchNByi7w-bcMAY7tzlVGLFMIfMxAKFYkKDdd01cUYYvQvcA4cVPojuqmmsHjuSg4-Nj7tmszxT6-TY8LyKeOF84wzWKFMEu630CZ3PjDwInQ5hVMX-7Pysx6X-S9UeYHRyhw25BMKLeekX1c%3D
https://www.nasa.gov/feature/nasa-monitors-environmental-signals-from-global-response-to-covid-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20-0581-y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b.2016.012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438436_Habitat_fragmentation_biodiversity_loss_and_the_risk_of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em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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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已表示打算推行无限期

地在家工作，大幅降低他们在城市的房地产成本、能

源消耗和碳足迹。一些主要的全球科技公司已通知，

员工应计划在 2021 年之前一直远程工作，而另一些

公司则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回办公室办公仍然

是一选项。这些大公司的政策预计将为小的技术公

司，以及许多其他部门和国家的企业设定一个新的

标准。71 

 COVID-19 已经展示了在创建具有气候韧性的未

来城市方面的巨大可能性。本已易受其他气候和自然

灾害影响的社区和城市受到 COVID-19 的严重冲击。

例如，东非国家同时面临 COVID-19、蝗虫和洪水的

冲击。72 因此，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建设有韧性

的城市和社区仍然至关重要，这样的城市和社区既能

承受大流行病的风险，又能承受预计会增加的与气候

有关的自然灾害和异常情况。 

 COVID-19 与紧凑型城市发展之间经常被暗示存

在着相关性，但这是有误导性的，可能会鼓励去密度

化和无序扩张。虽然有人担心密度可能会加速

COVID-19 的传播，但没有证据表明密度本身与更高

的传播率相关。所感觉的密度对 COVID-19 的影响实

际上是过度拥挤、收入和服务可获得性等伴随因素导

致的结果。 

 例如，一项对中国城市的分析73 和另一项对纽约

市居民区的分析74 表明，密度和 COVID-19 的发病率

之间没有相关性。然而，纽约的研究确实显示了收入

和发病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过度

拥挤、获得医疗保健的条件和暴露于污染的影响程度

等因素。75 而城市去密度化则有可能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目标方面造成倒退。 

 系统、可靠、稳健的城市数据和统计资料对地方

和国家政府应对 COVID-19 的能力起着核心作用。在

全球范围内，与国家层面的数据相比，国家一下级和

城市范围的数据的可用性仍然有限。须改进此类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在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居住在城市，可

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将越来越多地具有城市性的时代，

这一点更加关键。 

 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国家受益于强大的数字

化数据系统和平台，得以有效地预防和管理 COVID-19。

COVID-19 还导致在国家以下级和地方数据的范围、规

模和创新方面做出了一些改进。国家以下各级和城市

一级，特别是非正规住区最脆弱群体的数据存在薄弱

和欠缺之处，这在某些情况下使得应对措施有限，也不

利于对目标的有效锁定和监测，并加剧了暴力。 

 

  

__________________ 

 71 Rachel Lerman and Jay Greene, “Big Tech was first to send workers home. Now it’s in no rush to bring them back”, Washington 

Post, 18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05/18/facebook-google-work-from-home。 

 7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19, locusts, flooding: WHO and triple threat in Somalia”, 可查阅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covid-19-locusts-flooding-who-and-triple-threat-in-somalia。 

 73 Wanli Fang and Sameh Wahba, “Urban Density Is Not an Enemy in the Coronavirus Fight: Evidence from China”, 20 April 2020, 可

查阅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urban-density-not-enemy-coronavirus-fight-evidece-chinan。 

 74 Robert Kehew, “New York Cit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come Levels Versus Incidence of Coronavirus”, UN-Habitat, April 

2020。 

 75 同上。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05/18/facebook-google-work-from-hom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covid-19-locusts-flooding-who-and-triple-threat-in-somalia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urban-density-not-enemy-coronavirus-fight-evide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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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引发的城市消费和生产力下降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城市对国家 GDP 的贡献率在一

些国家高达 70%，如博茨瓦纳、乌

干达、突尼斯和肯尼亚。平均而言，

非洲国家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国内生产

总值(31%)来自其最大的城市。 

资料来源：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news/corona

virus/eca-economic-impact-covid-19-african-

cities-likely-be-acute-through-sharp-decline-

productivity。 

空气污染 

 纽约市的公众共享自行车系

统的使用 3 月初增加了67%， 

该市主要桥梁上的自行车流量上

升了 52%。 

资料来源： 

https://nyc.streetsblog.org/2020/03/12/boom

-new-citi-bike-stats-show-cycling-surge-is-

real-but-mayor-is-not-acting。 

 2020 年 4 月 COVID-19 封锁

期间，对内罗毕(肯尼亚)5 个非正

规住区的调查显示， 

81%的居民报告 

部分或全部失去收入， 

87%的居民不吃饭或吃得更少。 

资料来源： 

https://www.popcouncil.org/uploads/pdfs/2

020PGY_CovidKenyaKAPStudyPresentati

onRound2.pdf。 

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 

共享自行车系统 

 在新德里(印度)封锁期间，二氧

化氮水平下降了 70%以上，中国城

市地区下降了 40%，比利时和德国

下降了 20%，美国不同地区下降了

19%至 40%。同时，空气污染可能会

导致 COVID-19 的发病，因为一项研

究表明，PM2.5 值的增加与 COVID-

19 死亡率的增加有关。 

资料来源： 

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the

-dual-effects-of-covid-19-lockdowns-on-air-

quality#The-first-paper:-Nitrogen-dioxide;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ovid-pm。 

 由于居住条件不足和过度拥挤，以及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个人防护设备和社会保障，

非正规工人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增加。同时，COVID-19 的遏制措施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能力。由于许多人依赖日薪，储蓄有限，他们受到的经济影响严重。 

资料来源： 

WIEGO (2020). https://www.wiego.org/covid19crisis; 

WIEGO, “COVID-19, Informal Workers and WIEGO’s Work during this Crisis”, 15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wiego.org/covid19crisis。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news/coronavirus/eca-economic-impact-covid-19-african-cities-likely-be-acute-through-sharp-decline-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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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yc.streetsblog.org/2020/03/12/boom-new-citi-bike-stats-show-cycling-surge-is-real-but-mayor-is-not-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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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恢复和经济支持方面的创新政策和解决方案 

 

 
  

易货贸易系统 

 由于其经济支柱旅游业的下滑，斐济失去了 5%的工作

岗位，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超过 10%的斐济公民加入了

网上的一个群，名叫“为更好的斐济以物易物”，以求在苏

瓦、纳迪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城镇恢复传统的商品交换，例如

用新鲜农产品交换建筑、法律和医疗服务。 

资料来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08/two-piglets-for-a-kayak-

fiji-returns-to-barter-system-as-covid-19-hits-economy。 

可持续、安全的通行条件 

 各城市正在新建或拓宽现有的自行车道——柏林(德

国)、波哥大(哥伦比亚)、布鲁塞尔(比利时)、巴黎(法国)、

米兰(意大利)；实行短期街道封闭和临时自行车道——温

哥华(加拿大)、丹佛和纽约(美利坚合众国)、布达佩斯(匈

牙利)、墨西哥城(墨西哥)；将街道改为步行区——特拉维

夫(以色列)、纽约(美利坚合众国)、多伦多(加拿大)；向卫

生工作者提供临时免费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机会——伦敦(联

合王国)；在公共交通中实施个人卫生和安全措施，如清洁

和消毒——墨西哥城(墨西哥)、旧金山(美利坚合众国)、威

尼斯和那不勒斯(意大利)、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以及

安装洗手设备——波哥大(哥伦比亚)、开普敦(南非)、基加

利(卢旺达)。 

资料来源： 

DW (2020) Coronavirus inspires cities to push climate-friendly mobility, 

可查阅 https://www.dw.com/en/coronavirus-inspires-cities-to-push-

climate-friendly-mobility/a-53390186； C. Armario, “Bogotá fomenta uso 

de bicicletas para prevenir COVID-19”, AP News, 2020, 可查阅 

https://apnews.com/8c0e0770a0e5438d8b7b3c23ad18301a。 

支持中小型企业及工人 

  世界各地的市政府正在支持地方商

家和经济恢复，包括通过税收优惠——

巴黎(法国)；减税——马德里(西班牙)，

或免税——布拉加(葡萄牙)；对公司的财

务激励——墨西哥城(墨西哥)；紧急财政 

支助——蒙特利尔(加拿大)；直接转移，特别是对非正规

部门和弱势群体的直接转移——奇瓦瓦(墨西哥)；中型公

司工资税优惠、个人和中小企业小额信贷和新兴信贷——

纽约(美利坚合众国)、东京(日本)、布诺斯艾利斯(阿根

廷)、墨西哥城(墨西哥)、开普敦(南非)；额外带薪病假—

—圣何塞，旧金山(美利坚合众国)；以及生产性项目方案

和互助基金——米兰(意大利)。 

改革社会保障方案 

 若干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在危机前已投资于

改革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扩展的社会登记

处，从而将社会救助扩大，覆盖部分非正规部

门和贫困人口。在当前的大流行病期间，这一

政策基础设施被用来迅速扩大援助。各国政府

开设了可供非正规工人申请的额外支持计划(约

旦、突尼斯)，以及将健康保险扩大，覆盖失业

人员(摩洛哥)。 

资料来源： 

基于人居署对经合组织关于 40 多个城市 COVID-19 城

市应对情况的跟踪调查的分析，可查阅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

policy-responses-fd1053ff。 

重振粮食体系和支持地方

生产和分配的措施包括： 

农产品电子商务——南京 (中国) 

组织社区集体采购食品——武汉 (中国) 

贫民窟获取食物的条件——内罗毕 (肯尼亚) 

保障贫困居民区获取食物的条件——纽约 (美国) 

针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并将农民与消费者 

联系起来的粮食援助系统——米兰 (意大利)、 

卢布尔雅那 (斯洛文尼亚)、达喀尔 (塞内加尔) 

免费配餐——纽约 (美国)，萨拉戈萨 (西班牙) 

食品中心移动单元——基多 (厄瓜多尔) 

移动批发市场服务——利马 (秘鲁) 

送食品上门服务——蒙得维的亚 (乌拉圭) 

社区餐厅——巴西利亚 (巴西) 

社区食品配送模式——渥太华 (加拿大)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08/two-piglets-for-a-kayak-fiji-returns-to-barter-system-as-covid-19-hits-econom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08/two-piglets-for-a-kayak-fiji-returns-to-barter-system-as-covid-19-hits-economy
https://www.dw.com/en/coronavirus-inspires-cities-to-push-climate-friendly-mobility/a-53390186
https://www.dw.com/en/coronavirus-inspires-cities-to-push-climate-friendly-mobility/a-53390186
https://apnews.com/8c0e0770a0e5438d8b7b3c23ad18301a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ities-policy-responses-fd105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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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需要财政援助方案来支持和减轻 COVID 对地方

公司和商家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为中小企业和非正

规企业提供直接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障方案(例如，现金

转移、递延纳税、工资补贴、补贴病假、补贴社保缴

费和失业保险)，或者提供间接援助以便将其业务活动

转到其他有需求的部门，如医疗和防护设备。例如，

莫斯科(俄罗斯)当局采取了一整套支持企业和公司的

措施，包括推迟支付销售税和其他税，并扩大贷款支

持，从而使大约 35 000 家公司受益。76 

 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对恢复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战

略可以减少城市间和社区间差异，促进社会凝聚力，

创造地方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并使妇女和受排斥群

体获得生产性就业。社会与团结经济(SSE)和其他基

于社区的经济的概念特别适用于以人为本、关爱地球

的发展轨道。 

 地方经济发展战略还有助于促进具有生产性和

多样化(因此更具韧性)的城市经济。除了直接的经济

刺激和对公司、家庭和个人的支持之外，城市经济体

和机构的潜在结构性脆弱性需要得到处理。在面对

COVID-19 这样的冲击时，城市各经济部门的就业和

企业分布是地方经济脆弱性和恢复能力的决定性因

素。经济基础狭窄的城市面临相当大的风险，特别是

当其所依赖的主要部门受到直接影响时。 

 例如，在美国，诸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旅游业)、

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能源)和德克萨斯州博蒙

特(也是能源)等专门经济型城市，这些部门受到了重

大影响。77 另一方面，面对 COVID-19，由非正规部

门主导、没有强大生产性制造业和可贸易服务的城市

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突显了国家政策逐步正规化的紧

迫性。78 COVID-19 的证据可以让地方和国家政府得

出结论认为，城市经济的多样化和日益正规化为经济

韧性城市提供了条件。 

 迫切需要提供社会保障，把重点放在最脆弱和最

边缘化的城市群体上，包括土著人民、妇女和儿童、

老年人、无家可归者、囚犯、吸毒者和残疾人，无论

其就业方式或移民身份如何。将社会保障扩展到非正

规部门和无酬护理工作者(其中许多是女性)是当务之

急。确保社会经济恢复举措为这些群体带来早该发生

的转变至关重要。 

 社会保障应该是对人的必要投资，而不是造成负

担，因此理应将其纳入国内资源框架的主流。79 许多

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应对COVID-19出台了社会保障措

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例如，在中国，

地方政府被要求提高全国社会救助计划的救济金金

额，惠及所有受益人或受 COVID-19 影响的个人。在

越南，向那些失业和没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的人，包

括许多非正规部门的人提供了现金转移。80

  

__________________ 

 76 Moscow Mayor official website, “Anti-crisis measures: Giving companies a helping hand during the pandemic“, 20 May 2020, 可

查阅 https://www.mos.ru/en/news/item/74202073。 

 77 Alan Berube, “Which city economies did COVID-19 damage first?”, Brookings, 29 April 2020, 可查阅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he-avenue/2020/04/29/which-city-economies-did-covid-19-damage-first。 

 78 联合国，“劳动与 COVID-19”，可查阅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 work_and_covid-19.pdf。 

 79 同上。 

 8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by building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Ma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612.pdf。 

https://www.mos.ru/en/news/item/74202073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he-avenue/2020/04/29/which-city-economies-did-covid-19-damage-first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the_world_of_%20work_and_covid-1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6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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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中的COVID-19恢复和重建工作可以优先考

虑绿色、促进性别平等的和可持续的道路。计划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实施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要么有

助于引导经济发展走上一条低碳、更具韧性的道路—

—要么会必然导致毁灭性的气候风险和未来几代人

的脆弱性。从中期来看，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可以

确保一揽子刺激方案侧重于具有生态转型和创造就

业潜力的部门，从而应对气候变化。有证据表明，与

一切照旧式的发展相比，对低碳城市发展的投资有可

能在 2030 年直接支撑 8 700 万个额外的工作岗位。81 

 要实现绿色恢复，就需要采用基于地方经济发展、

邻近地区生产和消费趋势特征的模式，将城市与农村

社区连接起来，并缩短供应链。刺激措施也可以针对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融入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可再生

能源、绿色建筑及修建元素，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例如，关于绿色建筑和修建，联合王国正在计划

一项 30 亿英镑的改装方案，以提高家庭以及像学校

这样的公共建筑(其中几个位于市区)的能源效率。82 

 需要深思熟虑地努力维持、调整和扩大城市和大

都市地区的综合多式联运系统，重新思考和改造公共

交通，确保人们从使用私家车转向采用更可持续、更

包容、更健康和更安全的出行方式。例如，在美国，

奥斯汀(德克萨斯州)等若干城市正在探索减少拥堵的

措施，旨在帮助保持 COVID-19 封锁期间出现的一些

空气质量改善和排放减少，同时也产生急需的成本和

生产力节约效益。83 

 城市在推动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方面具

有独特的地位，可有效地整合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能源、食品、废物和运输系统。城市通过缩短距离和

整合基础设施的方式聚集资源、资金、数据和人才，

进而减少人均资源使用量。通过遵行循环经济原则，

可以帮助在恢复期间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减少浪费和

昂贵的消费模式。84

 

  

__________________ 

 81 Coalition for Urban Transitions, Climate Emergency, Urban Opportunity,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Ross Center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2019, 可查阅 

https://urbantransitions.global/urban-opportunity。 

 82 Will Ing, “Chancellor to unveil £3 billion retrofit funding”, Architects’ Journal, 7 Jul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architectsjournal.co.uk/news/chancellor-to-unveil-3-billion-retrofit-funding/10047507.article。 

 83 Cailin Crowe, “4 cities win smart intersection challenge to reduce congestion “, Smart Cities Dive, 29 June 2020, 可查阅

https://www.smartcitiesdive.com/news/4-cities-win-smart-intersection-challenge-to-reduce-congestion/580698。 

 8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的声明：我们现在作出的选择将塑造未来”，2020 年 4 月 14 日，可查阅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atement/statement-partnership-action-green-economy-choices-we-make-now-

will。 

https://urbantransitions.global/urban-opportunity
https://www.architectsjournal.co.uk/news/chancellor-to-unveil-3-billion-retrofit-funding/10047507.article
https://www.smartcitiesdive.com/news/4-cities-win-smart-intersection-challenge-to-reduce-congestion/580698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atement/statement-partnership-action-green-economy-choices-we-make-now-will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atement/statement-partnership-action-green-economy-choices-we-make-now-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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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对 COVID-19 过程中，防止城市去密度化很

重要。相反，应该促进维持战略密度，以确保基础设

施和城市服务高效运行，同时减少资源使用和温室气

体排放。设计良好、足够紧凑的城市会保持较高的经

济生产力和环境效率，这在防止对 COVID-19 的潜在

脆弱性方面至关重要。这样的城市也为预防疾病和促

进健康创造有利环境。85 

 城市和区域规划需要协调一致地促进紧凑、综合、

混合用途的城市，以缩短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之间的

距离，同时确保有充足的公共和开放绿色空间供使用，

特别是在过度拥挤的居民区，而且也要确保有充足的

公共和非机动化交通供使用。例如，巴黎(法国)已承

诺要成为一个“15 分钟的城市”，即在这样是城市里，

每个居民都可以在离家很短的步行或骑自行车可及

的路程内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86 

 一揽子刺激方案可以支持地方的气候韧性以及

那些气候韧性强、创造就业潜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同时减少资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引入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恢复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明

智的做法是制定并加强经调整的备灾计划，以应对可

预测的、可能会因 COVID-19 影响而加剧的风险和灾

害(例如飓风、热浪和气候紧急情况)。 

 需要数据驱动的方法来建设城市韧性。COVID-

19 凸显了国家以下级和城市一级分类数据中的严重

差距，并强调需要在国家统计系统中采取措施，确保

数据在最地方一级按性别和年龄分类列报。在城市世

界中，高度本地化的包含可持续发展各个维度的数据

和统计数字的可获得性是监测进展和设计有效和有

针对性的区位政策的核心。这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

体背景下，以及专门针对韧性概况确定和规划而言都

十分重要，有助于在城市一级形成更细粒度和更深度

的理解，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立即做出反应，确定热点，

并优先考虑为社区和个人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加强韧

性措施。87 

 

增强城市韧性的创新政策和解决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85 The Lancet, “Urban design, transport, and health” series, 可查阅 https://www.thelancet.com/series/urban-design。 

 86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妇女节以及每一天都可激励我们的气候领袖人物”，2020 年 3 月 6 日，可查阅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climate-leadership-inspiration-womens-day-and-every-day。 

 87 www.urbanresiliencehub.org. 

利用以往灾难的经验 

 开普敦(南非)正受益于“对危机的本能记忆”——许多参与

抗旱工作的规划者现在正在与 COVID-19 打交道，并使用类似

的工具，例如建立一个指数来显示谁最脆弱，以及开发一个衡

量标准看板用于跟踪情况。开普敦的增强韧性局主任指出，“我

们的城市团队成员经常在规划会议上说，我们在干旱期间学到

了一些东西，现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资料来源：引自开普敦增强韧性局主任加雷斯·摩根，可查阅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ities-pandemic-

coronavirus-covid19-health-response-response-rebuild。 

https://www.thelancet.com/series/urban-design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climate-leadership-inspiration-womens-day-and-every-day
http://www.urbanresiliencehub.org/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ities-pandemic-coronavirus-covid19-health-response-response-rebuild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ities-pandemic-coronavirus-covid19-health-response-response-r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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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城市的未来 

 

 当前大流行病表明，社会有能力迅速转型和适应。

要避免回到大流行前的现状，而是改变全球城市，以

实现未来的韧性、包容性、绿色和经济可持续性，这

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我们知道这是可

能做到的。 

 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未来是实现其韧性的必要条

件。这场大流行病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而最急剧的

断层线明显存在于我们的城市之中。没有包容性城市

和城市发展，未来冲击的影响和压力可能与当前暴发

期间一样巨大，甚至更大。如果城市继续赤裸裸地按

收入、服务准入、种族和移民地位分隔，那么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这一目标将逐渐变得更难以实现。投资

于包容性城市意味着投资于包容性国家。减少城市不

平等是确保我们都为未来冲击和危机做好更充分准

备并能够蓬勃发展的基石。 

 确保创新成为城市设计、规划和管理的有机组成

部分具有多重好处。这场大流行病加速了包括远程医

疗在内的服务交付数字化，向远程工作转型，以及将

技术应用于危机预防和管理的各个方面。促进行为转

变，运用技术型解决方案管理 COVID-19 的影响即使

在危机之后仍具有持续的重要性。在治理、商业、工

作和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关键经济部门实现数字化的

可能性是巨大的。COVID-19 加快了这些领域的进展，

并使应用数字解决方案和创新来规划、管理和治理城

市及城市基础设施势在必行。解决城市内部和城市之

间的数字不平等问题，同时确保基本权利和数字权利

都得到保障，则将是这项工作的关键所在。 

 经济恢复可驱动一场深刻的绿色转型。COVID-

19 期间看到的短期环境影响表明，如我们采取集体和

果断的行动，则可能做到什么。精心设计的支持绿色

经济恢复的刺激措施可产生长期经济效益，防止资产

搁浅，并避免绑定可能持续数十年的高排放和高污染

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使城市规划和发展与人类和

地球的健康相一致，对于避免生态失衡、接触新病原

体的风险增加和新疾病的出现至关重要。只有牢牢抓

住当前契机，扩大对公平绿色转型的投资，我们才会

创造持久的解决方案，降低未来危机的风险，并充分

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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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本简报所显示的那样，地方政府有许多政策

选择，而且更广而言之，也有许多可选择的政策，可

帮助城市走上可持续、无障碍、创新、平等和尊重人

权的道路。政策建议可根据地方情况进行调整——不

仅要承认不同城市甚至城市内不同居民区的独特优

势和挑战，而且也要确保其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得到尊

重。也已提出了有关措施，供各国政府用于支持城市

在这方面进行努力。联合国已准备好随时与各国就这

一进程开展合作。 

 如果持续下去并且能大规模实施，那么今天所做

的政策选择可能决定我们在未来大流行病、改变生活

的气候和经济风险和冲击面前的韧性，以及我们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采取若干关键

的步骤来重建我们的城市：(1) 第一，解决不平等和

发展缺陷；(2) 第二，加强地方行为体，特别是地方政

府的能力；以及(3) 第三，追求绿色、有韧性、有包容

性的经济恢复。 

 如果处理得当，对这种城市危机的反应可能会导

致世界城市的一场革命和集体优先事项的重新排列：

在我们共享的城市空间里实现多样性、包容性、可持

续工作、创新、环境可持续性、促进性别平等的系统

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