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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5 年后的今天，世界再

次陷入一场全球战争。在这场大战中，全人类同仇敌

忾，抗击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在较短时间内，

这场流行病就已造成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感染，

重创世界经济，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普遍恐惧。 

 联合国迅速进行全面动员，领导全球卫生应急行

动，继续提供并扩大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发

了快速应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工具，并为各个领域的行

动制定了广泛的政策议程。联合国还向世界各国政府

和其他伙伴提供了业务支持。 

 现在，我们结合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发布截至目前整个联合国应对行动的全面总结。全面

总结详述了迄今为止我们发布的主要指导意见、取得

的经验教训和提供的支持，指出了拯救生命、保护社

会和实现更好恢复所必须遵循的关键步骤。全面总结

是全面应对冠状病毒病并从疫情中恢复的一剂良药，

它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并消除疫情之初使我们轻易

受到影响的脆弱性和差距。全面总结还为建设抵御未

来冲击(尤其是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克服这场疫情以

如此惨烈方式暴露出来的严重系统性不平等指出了

今后工作的方向。 

 疫情不仅是卫生危机，也是经济危机、人道主义

危机、安全危机和人权危机。疫情影响到我们个人、

家庭和社会，凸显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脆弱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应对措施将涉及重新塑造

和重新构想社会结构以及各国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

的方式。战胜这场危机，需要在同情和团结驱动下采

取全社会、全政府和全世界的整体方法。 

联合国的三点应对举措 

 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一直奉行基于三大支柱的

应对战略： 

1. 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战略准备和应对

计划》指导的大规模、协调和全面的卫生危机应

对。作为应对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支持加快疫

苗研发并加快冠状病毒病的诊断和治疗工作，对

于世界各国的全体民众，疫苗、诊断和治疗应做

到可负担、可获得。联合国还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层面建立国际协调和行动支持，并支持扩大国

家准备和应对行动。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strategic-preparedness-and-response-plan-for-the-new-coronaviru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strategic-preparedness-and-response-plan-for-the-new-coronaviru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access-to-covid-19-tools-(act)-accelerator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access-to-covid-19-tools-(act)-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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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克服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人权

破坏性影响，以拯救生命为重点，保持基本服务

可得，维持家庭、企业和供应链运转，保持机构

能力，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把人权放在各项工

作首位作出的广泛努力。这一努力包括通过《全

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迅速采取人道主义应对

措施，向最脆弱国家的最弱势群体提供救生援

助。还包括呼吁出台一项至少达到全球国内生

产总值 10%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并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大规模支持，包括暂停债务偿还、债务重

组和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加大支持。防止和应对

暴力侵害妇女女童行为增加也至关重要。 

3. 一个重建得更好的恢复过程。战胜这场危机将使

我们能够解决气候危机、不平等、排斥、克服社

会保护制度的差距以及已经暴露的许多其他脆

弱性和不公正。我们要摒弃不可持续的体系和方

法，转而向可再生能源、可持续食品体系、性别

平等、更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全民健康覆盖过

渡，向一个以《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引领、能够

持续、普遍提供服务的国际体系过渡。 

制定应对举措 

 扎实可靠的科学数据和分析对政策和决策，尤其

对疫情期间需要作出的艰难选择至关重要。联合国通

过汇集专业知识建立知识基础来审视疫情造成的不

同影响，并提出相关信息和建议。 

 发布了关于以下方面的政策简报： 

• 面临特殊挑战的群体，包括儿童、老年人、妇女

(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残疾人、难民和移民 

• 面临特殊挑战的地区，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

(即将发布)、拉丁美洲(即将发布)和东南亚(即

将发布) 

• 主要专题领域：妇女与性别平等；精神健康、人

权、粮食安全、就业、城市(即将发布)、旅游(即

将发布)、教育(即将发布)、全民保健/疫情准备

(待定) 

 还可能酌情发布其他的政策简报。 

为落实应对举措提供支持 

 联合国系统还召开决策者会议，并在世界各地调

动供应链、资产、专门知识和能力，支持冠状病毒病

的应对行动。 

• 整个联合国系统响应世卫组织领导的卫生应对

呼吁，分发医疗用品；培训卫生工作者；建立检

测和跟踪能力；防止病毒扩散，尤其是在特别脆

弱人群，包括难民营、监狱和拘留中心的扩散；

广泛传播疫情防控措施的信息；支持国家应急规

划和决策；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SG-Report-Socio-Economic-Impact-of-Covid19.pdf
http://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s://www.un.org/zh/coronavirus/un-secretary-general
https://www.un.org/zh/coronavirus/information-un-system
https://www.un.org/zh/coronavirus/information-un-system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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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召集会议并发出呼吁，与世界领导人就疫

苗合作、融资和债务减免等关键问题举行会议，

包括 5 月 28 日举行的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

世界领导人会议； 

• 维持和平特派团正在实施一系列缓解措施，继续

帮助保护弱势社区，同时促进所有联合国人员的

安全保护和健康，并保持维和行动的连续性； 

• 人道主义机构已经为全世界超过 1亿人提供支持，

并致力于继续优先为这些群体提供救生援助，同

时支持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应对疫情； 

• 联合国发展系统框架：联合国系统在五个主要领

域向各国提供援助，它们是：卫生服务；社会保

护；就业；财政和金融刺激；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复

原力。环境可持续性是贯穿这些领域的工作主线。 

•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进行动员与各国政府、国际金

融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启动“发展紧急情

况”模式，开展快速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实施快

速解决方案，支持对疫情采取果断、一致的应对

措施； 

• 联合国机构在公共卫生措施、航空、航运、旅游、

技术、食品供应和安全、农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的

许多其他政策领域向政府和合作伙伴提供建议

和指导。 

 

联合国机构冠状病毒病应对行动链接 

儿基会；开发署；教科文组织；粮食署；粮

农组织；世卫组织；环境署；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人口基金；人居署；妇女署；劳

工组织；难民署；移民组织；海事组织；国

际电联；农发基金；工发组织；世旅组织；

万国邮联；知识产权组织；艾滋病署；训研

所；近东救济工程处；原子能机构；国际民

航组织；世界银行；基金组织 

启动应对举措 

 联合国还以其他多种方式进行动员，应对紧急情

况的关键层面，并创造条件使所有人，尤其是处境危

险的群体，都能得到救助。 

 全球停火与外交：3 月 23 日，联合国秘书长发出

全球停火呼吁，敦促世界各地的交战方停止敌对行动。

这一呼吁引起了广泛共鸣，并得到超过 180个会员国、

20 多个武装运动和其他实体以及不同的区域组织、宗

教领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响应。联合国特别

代表和特使继续进行努力，克服破坏因素，把公开表

明的意图转为持久停火。4 月 5 日，秘书长认识到暴

力并不局限于战场，因此再次发出全球呼吁，强调必

须终止任何地方，包括家庭的一切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呼吁得到 146 个会员国及各方的积极响应，它们承诺

将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纳入国家反暴力和

反歧视委员会的应对计划以及民间社会的应对措施。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
https://peacekeeping.un.org/zh
https://peacekeeping.un.org/zh/impact-of-covid-19-un-peacekeeping
https://www.unocha.org/covid19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UN-framework-for-the-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to-COVID-19.pdf
https://www.unicef.org/zh/2019%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7%97%85%EF%BC%88covid-19%EF%BC%89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coronavirus.html
https://en.unesco.org/covid19
https://www.wfp.org/emergencies/covid-19-pandemic
http://www.fao.org/2019-ncov/zh/
http://www.fao.org/2019-ncov/zh/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http://www.unenvironment.org/covid-19-updates
https://www.unodc.org/unodc/en/covid-19.html
https://www.unodc.org/unodc/en/covid-19.html
https://www.unfpa.org/covid19
https://unhabitat.org/un-habitat-covid-19-response-plan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www.unhcr.org/en-us/coronavirus-covid-19.html
https://www.iom.int/covid19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ages/Coronavirus.aspx
https://www.itu.int/zh/Pages/covid-19.aspx
https://www.itu.int/zh/Pages/covid-19.aspx
http://www.ifad.org/en/covid19
http://www.unido.org/unidos-comprehensive-response-covid-19
http://www.unwto.org/tourism-covid-19
http://www.upu.int/en/activities/upu-action-on-network-disruptions-caused-by-covid-19/about-upu-action-on-network-disruptions-caused-by-covid-19.html
https://www.wipo.int/covid-19/en/
https://www.unaids.org/en/covid19
https://unitar.org/unitars-response-covid-19-pandemic
https://unitar.org/unitars-respons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unrwa.org/covid_19
https://www.iaea.org/covid-19
https://www.icao.int/Security/COVID-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cao.int/Security/COVID-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shihang.org/zh/who-we-are/news/coronavirus-covid19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
https://news.un.org/zh/
https://www.un.org/zh/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make-prevention-and-redress-violence-against-women-key-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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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信息“验证”运动：疫情期间，世界经历了

一场错误信息大流行——对科学宣战，污名化突如其

来，仇恨言论甚嚣尘上，并竭力鼓动青年在网上进行

论战。联合国出台新的“验证”倡议，旨在分享清晰、

确凿的内容，并以基于事实的建议和解决办法对抗谎

言。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信息网络 EPI-WIN，为公众

和医疗保健、出行和旅游、商业、食品和农业部门提

供定期信息和信息更新。 

为应对举措提供资金 

 除了针对具体联合国机构的呼吁之外，还有三个

主要的全系统范围计算成本的应对计划，以及指导我

们作为组织尽全力支持实地人员的呼吁： 

 《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以应对当前的卫生需

求。该计划由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制定，由政府预

算、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和世卫组织团结应对基金提

供资金，对企业和个人开放。计划涵盖世卫组织 2020

年的应对措施，但不包括政府对其国家计划的要求。 

> 所需资源：到 2020 年 12 月 17.4 亿美元 

> 已经筹资：到 6 月 24 日 10.22 亿美元，包括认捐

在内 

 《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旨在减轻超过 63 个

高度脆弱国家的影响，目前正在定期更新。该计划由

人道主义事务厅与包括粮食规划署、粮农组织、世卫

组织、移民组织、开发署、人口基金、人居署、难民

署和儿基会在内的 60 多个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伙伴协

调，并补充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

呼吁。 

> 所需资源：73.2 亿美元 

> 已经筹资：到 6 月 24 日 14.4 亿美元 

 联合国冠状病毒病应对和恢复基金，用于中低收

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应对和恢复。联合国现有 178 亿美

元的可持续发展方案组合，较大部分正在转用于冠状

病毒病的应对，但是还需要更多资金。该基金支持在

国家一级迅速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以迅

速从社会经济角度应对冠状病毒病。在秘书长发出全

球团结呼吁之后，框架于 2020 年 4 月制定。 

> 所需资源：头九个月 10 亿美元 

> 已经筹资：4 900 万美元到位 

保持应对举措 

 世界仍然处于疫情大流行严重阶段，一些地方已

经出现第二波疫情。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将需

要广泛的卫生措施和其他举措。这一挑战要求我们展

示出非凡的政治意愿、前所未有的资金水平以及国家

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空前团结。联合国将继续与会员国

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协商，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长期开

展这一努力，包括这项庞大而复杂的多边努力可能需

要的政治和体制安排。 

 

 

 

 

  

https://shareverified.com/en
https://www.who.int/teams/risk-communication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strategic-preparedness-and-response-plan-for-the-new-coronavirus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ate
http://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s://fts.unocha.org/appeals/952/summary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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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卫组织、机构间供应链小组、儿童基金会(截至 5 月 28 日)、粮食规划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厅、联合国区

域协调办公室和其他机构的情况报告(5 月/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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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次世界大战结束 75 年之际，全世界再次陷

入一场全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人类携手并肩，

共同抗击疫情。冠状病毒病(COVID-19)起源于一种新

发现的冠状病毒，其特征尚不完全清楚。截至 6 月 24

日，疫情已经蔓延到所有国家，造成 47 万人丧生，

900 万人感染。每天，约有 126 000 个新增病例得到

确认，超过 4 300 人丧生。 

 这场流行病不仅仅是一场卫生危机。从根本上说，

这是一场人类危机。所有人都受到影响。所有个人、

部门和社会都未能幸免于难。所有经济都受到影响。

一些最脆弱社区受到的疫情影响尤为严重。在这场危

机中，全人类都面临同样紧迫的威胁，而我们如何应

对这场危机，将对我们和子孙后代产生影响。必须在

同情和团结驱动下采取全社会、全政府和全世界的整

体方法，才能战胜这场危机。全球团结应对不仅是一

种道义责任，也是相互关联世界的实际需要；在这个

世界中，只有做到集体安全，才能实现个人安全。 

联合国的三点应对举措 

 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采取了三点应对举措。 

1. 首先，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战略准备

和应对计划》的指导下，采取大规模、协调和综

合的卫生应对措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

特别关注风险最大的群体。全民保健是一项重要

的全球公益产品，而控制疫情是全球复苏的主要

先决条件。归根结底，冠状病毒病疫苗、诊断和

治疗要做到可以负担，做到安全、有效、易于管

理和普遍可及，并适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群体。

一个冠状病毒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世界，需要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努力。为此，必须

收集数据，调动资源，搁置政治。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ate
https://covid19.who.int/
http://www.un.org/en/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all-hands-deck-fight-once-lifetime-pandemic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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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广泛的努力必须保护生命和生计，解决危

机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人权和社会经济问题，

重点是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扩大对最弱势群

体的服务，维持家庭生计，企业有偿付能力，供

应链运作正常，机构强大，提供公共服务，并把

人权放在首位。政策必须考虑到受影响最大、复

原力最弱的群体。在国家一级，需要采取专门措

施，解决妇女、老年人、儿童、低收入者、残疾

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和权利。在全球一级，需要

一项至少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10%的综合刺激

计划，需要以全面暂停债务、债务重组和通过国

际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大规模支持。 

3. 第三，实现更好恢复，进而实现更平等、更包容、

更有弹性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建立一个

能够保护和交付关键全球公益产品的国际体系。

只有实现恢复，才能解决气候危机、各种不平等

和我们社会保护体系中的差距。我们要摒弃不

可持续的体系和方法，向可再生能源、绿色基础

设施、可持续食品体系、社会包容、性别平等和

更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全民健康覆盖、加强卫

生应急和多种危害风险准备过渡。在全球一级，

我们要建立一个应对 21 世纪问题和挑战的国际

合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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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卫生对策 

 

控制大流行病，遏制病毒 

 第一个目标是抑制病毒传播，控制大流行病。大

多数冠状病毒感染者会得轻度至中度呼吸系统疾病，

不需要专门治疗即可自行康复。一些人，特别是老年

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感染后更易发展严重疾病。根

据世卫组织的指南，在专门针对病毒的疫苗或治疗手

段得以提供之前，唯一有效的对策是采取综合办法，

积极发现、检测、隔离和护理每个病例，并追踪和隔

离每个接触者。这将需要物理距离措施、基于事实和

科学的公共信息、扩大检测、增加医疗设施的能力、

支持医护工作者，并确保物资供应充足。 

 为减缓传播，各国已经实施了一些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限制行动、公共集会和经济活动。为了将病毒再

次爆发的风险降至最低，各国在考虑取消或调整这些

措施时，需要考虑到六项标准：(1) 疾病传播得到控

制；(2) 卫生系统能够发现、检测、隔离和治疗每个病

例并追踪每个接触者；(3) 将护理医院和保健设施等

易受影响场所的暴发风险降至最低；(4) 学校、工作

场所和其他重要场所已制定预防措施；(5) 新病例输

入风险可控；(6) 社区得到充分教育，充分参与，并有

能力在新常态下生活。在保护生命和阻止病毒方面，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 

 有些国家可以利用本国资源达到上述标准，但发

展中国家需要支持。联合国系统已充分动员起来协助

各国政府、合作伙伴和社区，包括为此： 

• 提供医疗用品：联合国调动自身庞大的采购和后

勤能力以及供应链网络，特别是世卫组织的采购

能力和粮食署的交付能力，供发展中国家使用。

这意味着通过COVID-19供应链专责小组开展工

作并与合作伙伴合作，不仅采购物资，还通过八

个空中枢纽和联合国“团结航班”支持运送工作。

医疗用品——个人防护设备、检测和诊断用品以

及呼吸机等生物医疗设备——已运抵 130多个国

家。仅个人防护装备，供应链团队就已运送或正

在运送超过 2.5 亿件。已安排用 6 周时间运送近

7 万立方米的物资，相当于 100 多架次飞机的货

运量。在 7 月底之前，还将把 100 架次飞机的物

资运至最需要的国家。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covid-19-operation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1662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eekly-situational-update-5---12-june-20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eekly-situational-update-5---12-jun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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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一线公共卫生对策：联合国正在国家一级提

供医疗用品，安装清洁站，培训医务人员并在某

些情况下支付他们的工资，建造隔离点和医疗检

查站，并为当地的接触者追踪工作提供支持(例

如提供摩托车和燃料以及监测特别脆弱人口的

流动)。已经采购了超过 1 000 万件诊断用品，还

有数百万件正在筹备采购中。已部署 100 多支紧

急医疗队支持各国工作，并已采购 1 000 万件诊

断用品。联合国还在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

配置重症监护室设施的医院，支持国家和地方当

局为社区提供公共卫生信息和资料。在这项工作

中，医疗卫生和一线工作人员必须得到装备和保

护。联合国正在支持相关工作，确保他们拥有足

够的个人防护装备以及开展工作所需的资源。 

• 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支持各国公共卫生对策。

这包括《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这项计划涵盖减

缓或阻止病毒传播所需的公共卫生措施，为所有

受疫情影响或面临风险的国家的患者提供护理，

并确保基本卫生和服务的连续性。这项计划概述

了国际社会随时准备提供的公共卫生措施，以支

持所有国家为疫情做好准备并进行应对，将我们

迄今了解到的关于病毒的知识转化为战略行动，

为所有国内和国际合作伙伴制定针对具体情况

的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提供指导。已经部署了 60

多名高级专家，就抗击疫情向国家对口部门提供

建议。 

• 促进有效沟通，传播可靠信息：错误信息和虚假

信息使公共卫生对策变得复杂化。“验证”是联合

国的一项举措，旨在通过扩大可信、准确信息的

数量和覆盖范围来对抗有关病毒的错误信息。这

项举措围绕三大主题每天提供令人信服、可共享

的内容：科学——拯救生命；团结——促进当地

和全球合作；解决方法——倡导为受影响人群提

供支持。这项举措呼吁世界各地民众成为“信息

志愿者”，分享经联合国核实、以科学为基础的内

容，确保家庭和社区安全、保持联络。EPI-WIN

是世卫组织的流行病信息网络，定期提供针对公

众的资源和最新资料，并为医疗保健、旅行和旅

游业、商业、食品和农业部门提供量身定做的信

息，还致力于揭穿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流言。在国

家一级，联合国正在支持各国政府在传统媒体和

社交媒体网点上的传播工作，包括将卫生信息和

指南翻译成土著社区、少数群体、移民和难民可

以使用的语言，甚至和有大量追随者的音乐家携

手合作(例如在西非)。已向 24.4 亿人发送关于疫

情的专门信息。59 个联合国新闻中心(新闻中心)

正与国家机构、民间社会和当地媒体合作，加强

联合国的疫情信息传递。以近 30 种语言提供了

90 多门关于病毒检测、管理和治疗的课程。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weekly-update-on-covid-19---12-june-2020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trategies-and-plan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trategies-and-plans
ttps://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Global_COVID19_Situation_Report_No_6__15_28_May_2020.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strategic-preparedness-and-response-plan-for-the-new-coronaviru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trategies-and-plans
https://www.shareverified.com/en
https://www.who.int/teams/risk-communication
https://www.who.int/teams/risk-communication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covid-19-awareness-strikes-perfect-note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covid-19-awareness-strikes-perfect-note
http://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Global_COVID19_Situation_Report_No_6__15_28_May_2020.pdf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Novel%20Coronavirus_sitreps.html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Novel%20Coronavirus_sitreps.html
https://unic.un.org/
https://unic.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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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卫组织(2020 年 6 月 22 日)。 

 *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及所用称号并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和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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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加大对最脆弱群体的支持。移民、难民、境

内流离失所者、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土著社

区和低收入者更有可能遭受这次大流行病的破

坏性后果，特别是在卫生系统较弱的 63 个国家

和(或)面临冲突、自然灾害或其他人道主义挑战

的国家。妇女也面临具体挑战，因为一线医护人

员绝大多数是女性。除了为最脆弱群体立即提供

援助外，联合国还发出了一项特别呼吁，并发布

了一系列专门的政策简报(详情见下文)，以便将

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这些群体上。 

人人可得的疫苗、诊断和治疗 

 公共卫生对策的第二个目标是拥有新的 COVID-

19 工具，如可负担、安全、有效、易于管理、普遍可

用的疫苗、诊断和治疗——适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要消除病毒对人类的威胁，需要开展史无前例的公共

卫生努力。必须共享数据，准备好生产能力，调动资

源，让社区参与，搁置政治考量。 

• 倡导普及：人类健康是典型的全球公益物。因此，

秘书长呼吁普及冠状病毒病的治疗、诊断和疫苗。

这要求在研制、生产和公平交付阶段进行合作，

并涵盖疫苗、治疗和诊断。会员国已核可这项原

则，请秘书长提出备选方案，并为此采取步骤(关

于开展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获得应对 COVID-19

的药品、疫苗及医疗设备的大会第 74/274 号决

议)。在这方面，世卫组织发起了“团结行动呼吁”，

列出了为推动汇集知识、知识产权和数据所需的

行动，以造福全人类。 

• 疫苗研制：秘书长与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一道，

启动了“获取 COVID-19 工具加速计划”，以加

快研制、生产和公平获取冠状病毒病新的诊断、

治疗和疫苗。联合国致力于确保人人都能获得所

有这些工具。9 种候选疫苗已经进入人体试验阶

段，同时还有 100 多种候选疫苗正在研制。除了

快速研制、部署和交付新的诊断、治疗和疫苗以

外，“加速计划”包含由世卫组织牵头的专门方案，

确保公平获取和分配这些新产品。“加速计划”每

个支柱的工作分别由 2 至 3 个机构合作伙伴牵

头，由两位特使及世卫组织主持的支助中心提供

支持。冠状病毒病技术获取池将在同一个平台上

汇集响应“团结行动呼吁”而作出的自愿分享承

诺，分享有关冠状病毒病的医疗卫生技术相关知

识、知识产权和数据。 

 

 

  

http://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un-secretary-general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0-04-24/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launch-of-the-statement-of-commitment-and-call-for-support-for-the-global-collaboration-accelerate-the-development-production-and
https://undocs.org/ch/A/RES/74/274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global-research-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covid-19-technology-access-pool/solidarity-call-to-action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access-to-covid-19-tools-(act)-accelerator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global-research-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covid-19-technology-access-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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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第三个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大流行病的

准备、管理和应对。疫情损失已经超过以往所有流行

病所致损失的总和，而且其他快速传播、难以遏制的

流行病的发生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此次疫情暴露了

在准备工作、医疗保健覆盖以及获取方面存在的危

险差距。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具备《国际卫生条例

(2005)》所要求的能力。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并加以

应对，需要与国家和地方卫生当局具体行动挂钩的疫

情警报标准化系统。 

• 倡导：秘书长正在倡导普遍获得卫生保健，并在

此范围内，将对大流行病的防备视为应有相称的

全球和国家层面投资的全球公益产品。公共卫生

体系应该朝着更全面关注全民健康覆盖和初级

保健、社会保障以及可负担、可持续获取基本服

务这一方向发展。应该弥补数据、科学信息共享、

病原体共享和流行病学方面的差距。低收入和脆

弱国家的预防和准备工作需要得到二十国集团/

经合组织国家的坚定声援和大力支持。 

• 在国家一级，联合国正在提供技术与业务指南和

工具，以支持各国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这包括应急规划工具和方法、协调和筹资、风险

沟通和社区参与、医疗卫生监测包括病例发现和

接触者追踪、临床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以及实

验室检测等。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global-research-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covid-19-technology-access-pool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global-research-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covid-19-technology-access-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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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障生命和生计：人道主义、人权和 

社会经济对策 

 

 这场疫情扰乱了数十亿人的生活，危及全球经济，

导致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衰退。公共卫生对策促使每

个国家和社会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封锁和社会经

济活动停摆正在对并将对最脆弱国家和群体的民众

造成尤为严重的影响。各国政府必须确保这些决定透

明、可信、易于理解，并确保采取更多措施来缓解对

民众生活、生计和经济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无意

伤害，并将人权考虑放在首位。 

 这是一场人类危机，人必须成为对策的核心。贫

困人口可能增加 5 亿，这是 30 年来首次增加，其中

7 000 万至 1 亿面临重新陷入极端贫困的风险。据估

计，2020/21 年度全球经济将损失 9 万亿美元，仅 2020

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将损失 2 200 亿美元。 

 我们要大力声援发展中国家。我们要重点关注低

工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中小企业和最脆弱群

体。家庭和小企业必须得到支撑。各国应该考虑采取

行动，如直接提供资源帮扶劳动者和家庭，提供医疗

和失业保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支持企业防

止破产和就业岗位损失。资源应直接流向民众，以确

保完全依赖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民众和应对能力较弱

的国家得到支持。现金转移、信贷等各项具体措施必

须面向妇女。我们还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作出承诺，

禁止采取关税、配额或非关税措施，取消跨境贸易限

制，免除对各国实施的制裁，以确保民众获得粮食和

基本卫生用品，并获得医疗卫生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

服务。 

 秘书长发布了一系列联合国政策简报，有助于指

导会员国和其他行为体作出诸多关键决定，特别是在

需求最大群体的支持方面。在国家一级，联合国正在

提供大量切实的支持，包括粮食、药品、水和环境卫

生、盥洗用具包、住所、现金支助，并为面临人身风

险包括家庭暴力的人提供额外保护(如免费热线)。

1.55 亿儿童在远程/居家学习方面得到支持。1 400 万

户居民得到现金补助，1 200 万户居民正在从得到联

合国支持的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社会援助。4 500 万

民众得到心理社会支助。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女童行为

的“聚光灯倡议”重新规划了 2 000 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在网上提供服务并增加对一线组织的支持。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press-encounter/2020-03-19/secretary-general-virtual-press-encounter-covid-19-crisi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748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20-03-24/note-correspondents-letter-the-secretary-general-g-20-members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un-secretary-general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Global_COVID19_Situation_Report_No_6__15_28_May_2020.pdf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Global_COVID19_Situation_Report_No_6__15_28_May_2020.pdf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Global_COVID19_Situation_Report_No_6__15_28_May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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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政策议程和行动对策的一些主要组成部

分包括： 

63 个最脆弱国家的卫生和人道主义紧急需求 

 COVID-19 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是国际社会的

主要规划和筹资工具，用于在世界上最脆弱环境，即

63 个本已面临人道主义或难民危机或高度脆弱的国

家，紧急行动并协调应对疫情。这项计划涵盖联合国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战略

优先事项进行阐述，即遏制疫情蔓延，降低发病率和

死亡率；减少人力资产和权利、社会凝聚力和生计的

恶化；保护、协助并声援特别易受疫情影响的难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和收容社区。主要行动包括：

提供个人防护装备、诊断和治疗物资；改善水和环卫

设施，特别是营地和类似营地的环境；风险沟通；保

护服务，包括性别暴力和儿童保护以及心理支持；确

保为最脆弱者提供定向和定制的支持。最新计划请求

拨款 73.2 亿美元，用于紧急救生措施，并用于支持落

实计划的后勤支柱。截至目前，已收到资金 14.4 亿美

元。[见下文“资源调动”]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紧急救济方案 

 发展中国家战胜危机需要巨大而迅速的支持。秘

书长从一开始就大力提出一项超过全球经济 10%的

一揽子救济计划，助力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同时维

持社区、企业和经济的生存(见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

《共担责任，全球团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已经发放了紧急资金，二十国集团也暂停了最贫

穷国家的偿债。1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资金。为此，

5 月 28 日秘书长同近 50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协会和经合组

织负责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特使等，共同举办 2019

冠状病毒病时期及其后发展筹资高级别活动，这是疫

情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领导人会议。已创建六大工作

流，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落实这项议程的各个方面，包

括流动性、债务、私人债权人的行动、外部融资、结

束非法资金流动、以不同的方式重建得更好。 

• 流动性：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击疫情的资

源，联合国正在推动扩大全球经济流动性，并保

持金融稳定，以维护发展成果并加强恢复，造福

今世后代。 

 

 
  

 1 截至 6 月中旬，世界银行已向 105 个国家拨款 170 亿美元，目标是在 12 至 18 个月内达到 

1 600 亿美元。同样，基金组织已向 69 个国家拨款 250 亿美元，目标是在 12 至 18 个月内达

到 1 000 亿美元。 

https://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Global-Humanitarian-Response-Plan-COVID-19.pdf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20-03-24/note-correspondents-letter-the-secretary-general-g-20-members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report_socio-economic_impact_of_covid19.pdf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report_socio-economic_impact_of_covid19.pdf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
https://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1-global_liquidity_and_financial_stability_-_hle_ffd_covid-5-25-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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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由于债务危机可能破坏疫情的应对措施和

未来数年的可持续发展，为防止包括中等收入国

家在内的所有风险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联合国正

在采取行动，帮助所有提出请求的发展中国家克

服债务脆弱性，以释放财政资源，挽救全世界数

十亿人口的生命和生计。 

• 私人债权人的行动：联合国正与私人债权人接

触，讨论创造空间的必要性，使私人债权人能够

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及时有效地化解迫在眉

睫的债务危机，避免出现无序违约潮，使投资者

和社会的成本大幅上扬。 

• 外部融资：必须加强外部融资，以促进包容性增

长和创造就业，包括采取措施加强长期融资、外

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降低移民汇款交易成本。

各国已经承诺将汇款手续费降至低于3%(可持续

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0.c)，但这场危机要求我们将

手续费继续向零的方向推进。 

• 结束非法资金流动：采取措施扩大财政空间，推

动调集国内资源，为此防止非法资金流动、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并促进数字经济在紧急情况和

其他情况下作出贡献。 

• 以不同的方式重建得更好：确保可持续的包容

性恢复，为此恢复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关

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进行对接。此外还有

“立即采取社会经济措施应对 COVID-19 的联

合国框架”，目的是在 129 个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负责的 162 个国家，减轻疫情给民众造成的社

会经济影响。 

立即社会经济紧急应对框架 

 正通过一个由五大工作流组成的框架落实秘书

长的“共担责任，全球团结”报告：1. 保护现有卫生

服务，增强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2. 通过社会保障和

基本服务，帮助民众应对逆境；3. 通过经济恢复方案

保护就业、支持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工人；4. 引导

有必要激增的财政和金融刺激，使宏观经济政策为最

脆弱群体服务，并加强多边和区域对策；5. 促进增强

社会凝聚力，投资社区主导的复原和应对体系。如果

各国要实现恢复和“重建得更好”，并更好地准备应对

未来包括大流行病在内的冲击，就要采取行动，使五

大工作流相互连通，满足环境可持续性的需要。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2-debt_vulnerabity-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3-private_sector_creditors-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3-private_sector_creditors-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4-external_finance_for_inclusive_growth-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4-external_finance_for_inclusive_growth-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5-illicit_financial_flows-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6-recovering_better_for_sustainability-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discussion_note_6-recovering_better_for_sustainability-_hle_ffd_covid-5-25-20.pdf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framework-immediate-socio-economic-response-covid-19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report_socio-economic_impact_of_covid19.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report_socio-economic_impact_of_covi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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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舟共济：采取人权办法实现更好恢复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是一场人类危机，并正在迅速

发展为人权危机。因此，抗击疫情、实现恢复的工作

必须以人权为导向。人权视角有助于战胜疫情，重点

关注面临掉队风险的群体。病毒侵袭不分群体，但带

来的影响却各不相同——暴露出提供公共服务方面

的深刻缺陷和阻碍获得服务的结构性不平等。政策简

报强调，政府和其他方面应将人权放在应对措施的首

位，确保每个人得到更好的结果。无论是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还是对民众生活和生计的更广泛影响，都是

如此。简报中有六项关键信息。首先，公共卫生对策

应该对意外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极为敏感，必须小心

谨慎，尽可能减轻影响。第二，对策必须一视同仁，

要惠及最脆弱和边缘化的民众，因为病毒在一国、一

个社区持续存在，就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第三，

有效的对策要向民众说明情况，民众应参与对其产生

影响的决策。决策公开透明，民众就会积极遵守。第

四，应急措施应当做到必要、合理、有时限和相称，

而且民众应该有如此认识。适当应对紧急威胁，同时

保护人权和法治，才是最好的应对之策。不应以疫情

为由限制公民空间，或采取就病毒而言并不需要的其

他措施。第五，国际团结是有效应对的关键。最后，

第六，我们要在这个危机时刻尊重人权，响应“人权

行动呼吁”，为当下的应急和今后的恢复制定更有效、

更包容的解决方案。在国家一级，联合国在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领导下，将人权放在

各国、联合国伙伴、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应对工作

的核心位置，确保疫情对人权的影响在恢复阶段得到

有效解决，并采取定向行动支持被边缘化和最脆弱的

群体。例如，这包括监测在疫情下变得更为紧迫的人

权具体关切，如监狱拥挤等方面。人权高专办为各国

和其他伙伴编制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以指导应对

措施，减轻人权挑战。 

全球停火 

 抗击疫情反证了战争的愚蠢。3 月 23 日，秘书长

呼吁立即在世界各地实现全球停火，以便共同专注于

真正的战疫——抗击疫情之战。他呼吁世界各地的交

战方停止敌对行动，为提供救生援助开辟通道，打开

外交窗口，使最脆弱的民众看到希望。这项呼吁引起

了广泛共鸣，得到了近 180 个会员国、20 多个武装运

动和其他实体以及各种区域组织、宗教领袖、由国际

和地方非政府组织以及 800多个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

广泛联盟的响应。在国家一级，领导 26 个特别政治

任务和 13 个维和行动的联合国特使，加强与所有相

关方面的接触，促进停火。但是，这些停止暴力的试

探性步骤十分脆弱，许多停火已过时限或出现倒退。

同时，在一些冲突背景下，随着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

持续攀升，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时间紧迫，我们必须

立即行动。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human_rights_and_covid_23_april_2020.pdf
http://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human_rights_and_covid_23_april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human_rights_and_covid_23_april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human_rights_and_covid_23_april_2020.pdf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COVID19Guidance.aspx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COVID19Guidance.aspx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COVID19Guidance.aspx
https://www.un.org/en/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fury-virus-illustrates-folly-war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pdate_on_sg_appeal_for_ceasefire_april_2020.pdf
https://dppa.un.org/en/current-presences
https://dppa.un.org/en/current-presences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where-we-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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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各地发生的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行为 

 秘书长还敦促各国政府将预防和纠正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作为本国应对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4 月 5

日，他发出全球呼吁，强调有必要在各地制止所有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在家中发生的此类行为。家庭

暴力求助热线和紧急避难所需求增加。过去一年，全

世界近五分之一的妇女遭受过暴力侵害。许多妇女目

前与施虐者一同被困家中。针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

题提供服务的各方在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方面也受到

限制。140 多个国家的政府支持这一呼吁。在国家一

级，联合国正在妇女署牵头下，快速评估妇女和女童

遭受暴力侵害的情况，使受到暴力侵害的女性幸存者

有更多机会获得必要的优质服务。 

打击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 

 为战胜疫情，建立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世界，

我们需要各社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仇恨，并确保以

准确的信息指导决策。秘书长在其消除仇恨言论战略

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号召全力以赴地在全球制止仇

恨言论，并呼吁所有人传播善意。在疫情的背景下，

他特别呼吁政治领导人声援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并加

强社会凝聚力；呼吁教育机构考虑到数十亿青年正在

使用互联网，而极端主义分子又企图向被困家中、可

能感到绝望的群体伸出魔爪的现象，集中力量进行数

字扫盲；呼吁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公司采取更多措

施，就种族主义、厌恶女性和其他有害内容发出警示，

并依照国际人权法予以清除；呼吁民间社会加强面向

弱势群体的外联工作，呼吁宗教行为体在相互尊重方

面树立榜样。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对于帮助公众作出知

情决定至关重要。联合国正在呼吁各国政府和其他方

面保证记者在整个疫情大流行期间和之后都能正常

工作。每个人都必须与这场大流行病引发的污名化、

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现象作斗争。错误信息阻碍抗

击疫情的工作，而对科学和机构的信任则是抵抗错误

信息的必要疫苗。在国家一级，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

联合国新闻中心正在与当地社区接触，提供经过核实

的疫情信息，例如，为此开展社交媒体活动，请当地

人讲述故事，为记者、政府官员、青年领袖和身处抗

疫一线的其他人员举行在线讲习班。 

粮食安全和营养 

 疫情危机威胁到数亿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其中

许多人已经身陷困苦。超过 8.2 亿人本已长期面临粮

食不安全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 年可能还会有

1.3 亿人遭受严重饥饿。约有 7 000 万至 1 亿人可能陷

入极端贫困。如果发生上述情况，面临严重的粮食或

营养不安全问题的总人数将迅速增加，我们将遭遇大

规模的全球粮食紧急状况。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面

临粮食系统运作中断的问题，这将对健康和营养产生

严重后果。由于气候变化、不稳定、蝗灾和其他压力

等因素，这些系统之前就已处于危机当中。 

 

 

 

 

 

  

https://www.un.org/zh/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make-prevention-and-redress-violence-against-women-key-part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un-women-response-to-covid-19-crisis#violence
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hate-speech-strategy.shtml
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hate-speech-strategy.shtml
https://www.un.org/zh/coronavirus/we-must-act-now-strengthen-immunity-our-societies-against-virus-hate
https://www.un.org/zh/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time-science-and-solidarity
https://unsdg.un.org/latest/stories/un-egypt-aims-curb-online-rumours
https://unsdg.un.org/latest/stories/zimbabwean-journalists-get-story-straight-covid-19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Fte6Gw4vqAhVjZTUKHdHvCpAQFjAAegQIBRAB&url=https%3A%2F%2Fwww.wfp.org%2Fnews%2Fwfp-chief-warns-hunger-pandemic-covid-19-spreads-statement-un-security-council&usg=AOvVaw10PaYgJfZUIEYHtEl8Cqp6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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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不仅可以避免一些最

恶劣的直接后果，还可以在此过程中支持向更可持续

的粮食系统过渡，与自然保持更好的平衡，使人人都

能享有健康饮食，从而改善未来的健康状况。政策简

报建议集中力量开展以下工作：(1) 拯救生命，重点

关注风险最高的方面，加强监测，援助最弱势群体，

积极开展预先部署，保持贸易走廊畅通，将粮食和营

养服务定为基本服务，并满足小生产者的流动性需求；

(2)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民众特别是幼儿、孕妇

和哺乳妇女、老年人以及其他面临风险的群体能够获

得有营养的食物；(3) 投资改造粮食系统，转而采用

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做法。 

 在国家一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和每天已经在向 1亿人提供粮食安全援助的世界粮食

计划署(粮食署)等联合国机构在市场受到疫情影响的

地方加大援助力度。实物和现金相结合的援助规模有

所扩大，对各国政府的技术支持也已扩大，此类支持

涉及应对冲击的社会保障措施、协助开展国家和全球

两级政策分析的工具，以及评估疫情对粮食和农业、

价值链、粮食价格及粮食安全的影响。 

对就业的影响 

 截至 5 月中旬，世界上 94%的劳动者生活在为应

对疫情大流行而已经实施某类关闭工作场所措施的

国家。虽然某些部门和行业已成功转移到网上，为就

业领域内令人振奋的创新举措指明了方向，但至少有

3 亿劳动者失去生计，还有许多人仍然岌岌可危。仅

在正规经济部门，2020年第二季度就业人数就比 2019

年减少 3.05 亿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数出现史无前

例的增加，正在严重影响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计、福

祉和心理健康。中小企业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正在

遭受重创，许多企业可能无法恢复。数十年来在妇女

参与劳动队伍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可能出现倒退。不同

人群和国家所受的影响差异巨大，此类影响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措施。最弱势群体可能变得更

加脆弱，而贫困国家可能会被落得更远。受影响最严

重的部门是服务业、酒店业、旅游业和非正规经济部

门，这些部门雇用妇女的比例极高，而照护负担和无

酬工作增加所产生的重担也落在妇女肩上。政策简报

重点指出，有必要采取以下行动：(1) 立即支持面临

风险的劳动者、企业、岗位和收入，避免企业倒闭、

失业和收入下降，并减轻工作和劳动力向家庭领域转

移的现象；(2) 关注重返工作岗位后的健康和经济活

动情况，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为妇女和风险人群的

权利和需求作出安排；(3) 通过以人为本、绿色、可持

续和包容的办法，利用新技术的潜力，为所有人创造

体面就业，从而寻求在实现复苏的同时，提供更好的

就业机会。在国家一级，国际劳工组织正在牵头作出

此类努力，联合国在向各国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提供

政策咨询、分析和培训，往往侧重于采取措施，支持

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例如，难民、妇女和非正规

就业人员)，或使这些群体更加了解自身感染病毒的特

定风险，并制定措施保护他们(例如，努力提高农场工

人的认识)。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covid_impact_on_food_security.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covid_impact_on_food_security.pdf
https://www.wfp.org/emergencies/covid-19-pandemic
https://www.wfp.org/emergencies/covid-19-pandemic
https://www.wfp.org/emergencies/covid-19-pandemic
http://www.fao.org/2019-ncov/zh/
http://www.fao.org/2019-ncov/zh/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lang--en/index.htm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covid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_june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covid_world_of_work_and_covid-19_june_2020.pdf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Informationresources/covid-19/other/WCMS_74832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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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作用和所受影响 

 城市和地方政府正在一线发挥独特作用，在医

疗卫生单位开展抗疫行动方面肩负重担，在日常生

活发生剧变的过程中承担责任、实现创新，承受经济

影响和市场冲击，并倡导旨在实现最终复苏的解决

方案。城市地区规模广大，又是人员和货物全球流动

的连接枢纽，因此处于疫情的震中，迄今所有病例中

有 95%出现在城市。但疫情不仅是城市卫生危机，还

是城市交通、城市公平、城市财政、环境可持续性、

失业问题、公共服务和地方政府领导力的危机。即将

发布的政策简报将向各国政府和决策者提出关于社

会经济对策和复苏措施的建议，确保城市地区和地

方政府以更强的复原力、更大的能力和更加包容的

做法走出这场危机，成为实现公平经济增长和绿色

复苏的核心引擎。 

 

对旅游业的影响 

 旅游业无疑是受这场大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部

门之一，无数人的生计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点岌岌可

危。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社区原本已经是脆弱

的经济体，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即将发布的政策简报将

向决策者提出一套建议，以便在广泛而复杂的旅游生

态系统中采取社会经济复苏措施。该简报将考虑到旅

游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呼吁采取紧

急行动，向旅游从业人员(多为妇女)提供支持，并建

设更有复原力、更加包容、更加低碳的旅游业。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1/future-of-cities-urban-life-after-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1/future-of-cities-urban-life-after-coronavirus-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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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注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和群体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一直主张对最无力应

对疫情及其后果的国家和群体给予特别关注。这包括

63 个本已面临人道主义或难民危机或非常脆弱的国

家，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妇女、儿童、老年人、

残疾人、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流动人口和其他群体)。

为使这些国家和群体受到更多关注，已发布一系列政

策简报： 

对非洲的影响 

 了解疫情对非洲的全部影响尚需时日。各国在一

定程度上借鉴了最近应对埃博拉和艾滋病毒/艾滋病

的经验，在区域、国家和社区各级及早采取果断对策。

最初人们认为这一做法使得病例数保持在低于最坏

情况的水平，但目前这场疫情正在一些国家加速蔓延。

非洲大陆面临巨大风险，检测、卫生和医疗能力薄弱，

在实施卫生措施和保持物理距离措施方面也存在困

难。间接后果可能包括粮食不安全、收入和生计损失、

债务危机以及政治和安全风险。政策简报呼吁大力声

援和支持非洲的卫生系统，并在疫苗和治疗方法问世

后提供公平获取的机会；采取经济措施保护生计并维

持企业运营，包括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保证最弱势群

体能够获取粮食，保持农业部门正常运转；维护和平

与安全。在上述所有领域，都必须确保妇女和女童能

够融入和参与其中，并尊重所有人的人权。政策简报

着重指出，必须全面冻结非洲国家的债务，并推出至

少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10%的全球一揽子应对

方案。就非洲而言，这意味着为其提供超过 2 000 亿

美元，用于有效采取对策并为复苏奠定基础。 

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经成为疫情大流行的

热点区域，该区域受到疫情冲击，而当地的卫生系统

薄弱且支离破碎，在获得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的不

平等现象。预计这场卫生危机将导致百年来最严重的

衰退，造成失业、贫困、营养不足和不平等现象急剧

增加，加剧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在这场疫情之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模式已经面临严重的

结构性制约和脆弱状况。即将发布的政策简报可能会

说明各国如何重建得更好，在社会、经济、环境和政

治四个综合层面建立新的可持续模式。为此，必须以

平等的方式进行重建，包括实现性别平等，并特别关

注最弱势群体，同时立足于采取人权视角和保护该区

域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必须以透明、加强问责和包

容的方式执行新政策，以支持民主、加强法治并打击

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在国际一级，尽管大部分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被认为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仍然应当

扩大即时采取的多边对策，援助该区域所有国家。基

于《2030 年议程》的全球绿色新政应当为重启可持续

发展多边合作奠定基础。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covid-19_impact_on_africa_may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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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由于及早采取果断行动，阿拉伯区域的传染率和

死亡率迄今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场大流行病加剧

了许多长期存在的挑战和不平等现象。该区域存在严

重的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妇女角色方面，而且当地

生活着尤为脆弱的社区和群体；但由于人口结构极为

年轻等重要因素，该区域也具有复原力。鉴于阿拉伯

经济体的多样性，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应对

卫生领域受到的直接冲击，承受这场大流行病对社会

经济造成的影响。疫情危机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

弱点和重建得更好提供了机会。即将发布的政策简报

将敦促特别关注以下问题：弱势群体，包括难民和境

内流离失所者；解决冲突、暴力、腐败等破坏发展努

力的根本问题；制定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计划，消除

社会保障方面潜在的不平等和差距；改变生产和消费

模式，使其更具有可持续性；释放该区域妇女和青年

尚未发掘的潜力；推动中小企业成为经济复苏的引擎；

强化社会契约，建立反应更加及时的机构；持续提供

国际支持，包括人道主义、筹资、贸易和技术支持；

力求实现《2030 年议程》、《巴黎协定》、《亚的斯亚贝

巴行动议程》和《仙台框架》，将其作为实现更好复苏

的路线图。 

对东南亚的影响 

 疫情对东南亚的影响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那么

显著，因为该次区域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遏制疫

情蔓延，避免最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疫情仍然凸

显出现有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加剧了原本已有的

风险，揭示了包括和平与安全在内的新的挑战。即将

发布的政策简报可能会说明各国如何展现出适应力、

包容性和复原力，为人们带来许多希望。随着复苏势

头增强，联合国随时愿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东盟和国

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共同努力。联合国

与东盟的合作将是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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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 

 疫情的影响对于无数流动人口而言尤为艰难，其

中包括非正常情况下的移民、人口贩运受害者，以及

逃离迫害、战争、暴力、侵犯人权行为或灾害的难民

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政策简报详细说明了此类影响如

何表现为三场相互关联的危机：这是一场卫生危机，

流动人口可能缺乏自我保护、防范疫情的手段；这也

是一场社会经济危机，加剧了流动人口本已岌岌可危

的生计；这还是一场保护危机，导致了人权问题和污

名化现象。这种严峻的影响与许多流动人口在应对危

机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流动人

口作为必要人员，在卫生部门和维持食物供应方面发

挥作用。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

难民、移民、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的权利和健康。

移民和难民可能被局限在营地和安置点内，或生活在

人满为患、卫生条件较差、保健服务捉襟见肘或无法

使用的城市贫民窟。逃离战争或迫害的人在获得安全

和保护(包括医疗保健)方面可能遭遇更多困难。边境

管制的收紧、旅行限制或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可能使他

们在获得保护措施方面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关于疫

情的政策简报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我们采取集

体对策。首先，从长远来看，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我们

应对疫情的措施之外会产生高昂代价，而将他们纳入

其中对所有人都有益。只有采取包容性的公共卫生和

社会经济对策，才有助于遏制病毒，重启经济，确保

按照计划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有效应对疫情

和保护流动人口的人权并不相互排斥。第三，在人人

享有安全之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必须确保人们始

终能够获得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社会服务和学

习方案，以及安全的诊疗方法和疫苗，不能因移民身

份而歧视他人。第四，流动人口是解决方案的组成部

分，我们应当利用这场危机，借此机会充分发挥流动

人口的潜力。在国家一级，联合国正在为流动人口提

供广泛的援助，包括现金支助、紧急粮食供应、健康

监测和治疗。例如，难民署已开始在 40 个国家采取

新的现金干预措施，在 25 项行动中扩大现有的现金

支助，以应对疫情对被迫流离失所者造成的社会经济

影响。移民组织加强了跨境协调和能力建设，在数十

个国家的出入境点强化健康监测。 

对妇女的影响 

 这场危机正在对妇女产生重大影响。妇女在抗击

病毒方面发挥着尤为巨大的作用，包括作为一线医护

人员和家庭护理人员。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劳动力市场

工作的妇女人数众多，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对她们的

打击更大。近 60%的女性受雇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她

们更有可能陷入贫困。由于学校关闭和老年人需求增

加，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量加大。为了减少对妇女的

影响，必须在反应小组中纳入性别问题专门知识，公

共卫生信息传播必须以妇女为目标，并向一线妇女提

供支持。为帮助恢复，妇女必须发挥带头作用，拥有

平等的代表权和决策权。经济保护和刺激措施必须面

向妇女。我们必须承认无酬照护工作对经济的重要贡

献。政策简报更具体地阐述了疫情对妇女造成的各有

差别、更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简报详细介绍了在

预防暴力侵害妇女方面的具体行动，包括将家庭暴力

庇护所定为必要服务，转而在网上提供支持服务，增

加对抗疫一线组织的投资，以及大范围开展加强预防、

提高认识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揽子刺激计划应该特

别针对女性，给她们发放更多现金，为她们的企业提

供税收减免，并扩大与健康、教育和护理工作相关的

社会保障。从长远来看，重建包容、平等和具有复原

力的经济至关重要。这应包括在正规经济中重视和认

可无酬照护工作。目前，联合国在国家一级支持妇女

拥有的企业，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的雇用妇女的经济

部门，包括旅游业、酒店业、农业部门以及农村社区

的此类企业，并通过在线教室提供虚拟学习课程。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ople_on_the_move.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policy_brief_on_covid_impact_on_women_9_apr_2020_updated.pdf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un-women-response-to-covid-19-crisis#social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un-women-response-to-covid-19-crisis#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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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儿童很可能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害

者之一，因为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抗疫措施的非预

期后果将严重损害儿童的教育、营养、安全和健康。

此外，疫情的有害影响不会平均分布，而是对最贫穷

国家和最贫穷社区的儿童以及已经处于不利或危险

境地的儿童造成最大的伤害，包括已经面临虐待风险、

遭受贫困、陷入冲突或流离失所的儿童。目前仍有超

过 11 亿儿童和青年失学(最高时为 16 亿)。近 3.1 亿

(以前为 3.6 亿)依赖学校供餐的儿童现在必须从其他

来源获取日常营养。70%的优先国家(64 个国家中的

45 个)至少推迟了一次常规疫苗接种活动，这给今后

出现/再次出现其他严重疾病带来了巨大风险。全世界

必须紧急采取集体行动，防止更广泛的儿童权利危机。

由于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衰退，今年的儿童死亡人数

可能增加数十万。这将逆转两三年来在降低婴儿死亡

率方面取得的进展。政府必须为年轻人保留机会。政

策简报提议采取措施将影响降到最低，这些措施包括：

重新平衡干预措施组合，以尽量减少标准的物理距离

和封闭战略对低收入国家和社区儿童的影响，并扩大

社保方案，覆盖最弱势儿童；优先保证以儿童为中心

的服务的连续性，特别注重服务的公平可及——尤其

是在学校教育、营养方案、免疫接种和其他孕产妇和

新生儿护理以及社区儿童保护方案方面；向父母和照

顾者提供实际支持，包括如何与儿童谈论疫情，如何

管理自己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并向他们提供帮助孩子

学习的工具。在国家一级，联合国正在提供大量支持，

例如儿基会对远程学习的支持，通过移动现金转账向

家庭提供现金援助，提供在线和离线学习材料(体育锻

炼学习材料)，以便在学校停课期间帮助改善儿童的体

力、健康和心理健康。 

对老年人的影响 

 老年人面临最高的健康风险，还面临社会孤立、

歧视、难以获得服务以及病毒和应对措施的各种其他

连锁反应。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环境中的老年人面临的

威胁尤其令人担忧。老年人和其他人一样享有生命权

和健康权。在封闭和限制环境中，他们可能面临巨大

的痛苦和孤立。我们不能无视老年人的存在或认为他

们一无所能。许多老年人靠收入生活，全面投入工作、

家庭生活、教学和照顾他人之中。他们的声音和领导

力很重要。他们扮演着各种角色，为家庭和社区做出

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常常牺牲自己的福祉，照料

别人或帮助子女和孙辈。老年妇女尤其如此。政策简

报呼吁避免对老年人进行年龄歧视，要解决他们生命

和健康面临的威胁；加强对他们的社会包容，避免在

隔离期间的孤立；将他们的需求和权利纳入整体社会

经济和人道主义应对措施；确保他们参与影响其生活

的决策，并为此优先考虑分类数据和最佳做法。政策

必须考虑到老年人多为女性，她们更有可能在人生的

这一阶段陷入贫困，得不到医疗保健。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trategies-plans-and-operations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policy_brief_on_covid_impact_on_children_16_april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policy_brief_on_covid_impact_on_children_16_april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covid-19_and_older_persons_1_may_2020.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covid-19_and_older_persons_1_may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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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残疾人的影响 

 疫情正在加剧全球 10 亿残疾人经历的不平等。

残疾人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收入的机会较少，也不

太有机会参与社区生活。而现在，他们是这场危机中

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我们必须保证残疾人在疫

情期间享有获得医疗保健和救生程序的平等权利。各

国政府必须与残疾人协商和接触，将他们置于应对和

恢复工作的中心。政策简报列出了在健康和社会经济

方面疫情以哪些方式对占世界 10 亿人口的残疾人造

成尤为严重的影响。简报指出，疫情应对和恢复方案

要做到不忽视这一群体，就应以如下四个优先事项作

为指导：(1) 在整个抗疫工作中将主流措施和具体针

对残疾人的措施结合起来；(2) 确保残疾人能够获得

信息、设施、服务和方案；(3) 与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

进行有效协商并促进其积极参与；(4) 建立问责制，

并推动投资以支持取得兼顾残疾人问题的成果。将残

疾人纳入抗疫和恢复工作，将使所有人的利益得到更

好保障，并且是实现《2030 年议程》核心承诺——不

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疫情

应对措施必须对残疾人具有包容性和可及性。 

心理健康影响 

 疫情危机虽然首先是身体健康危机，但也埋下了

心理健康危机的种子。面对疫情，人们广泛感受到心

理上的痛苦，一些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即使在风

调雨顺的时候，良好的心理健康对社会的运转也是至

关重要的。因此，精神卫生服务是政府所有抗击疫情

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扩大精神卫生服务的规模，

并为之提供充足的资金。政策必须支持和关爱心理疾

病患者，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尊严。封闭和检疫隔离措

施绝不能歧视精神状况欠佳的人。在这方面，政策简

报建议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1) 有意识地将这一问

题纳入应对计划，采取全社会办法；(2) 确保广泛提

供紧急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3) 面向未来建立

精神卫生服务，解决这一领域长期投资不足的问题。

在疫情后恢复期间，我们必须向社区提供更多的精神

卫生服务，并确保将精神卫生纳入全民健康覆盖。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final.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covid_and_mental_health_final.pdf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covid_and_mental_health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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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弱势群体 

 男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

受到歧视并面临暴力，包括来自他们家人的暴力。这

种暴力在行动受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剧。疫情正在加

重他们的困难，包括歧视和耻辱。我们必须确保他们

充分享有人权，特别是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并

受到保护，免遭暴力和迫害。确保性少数群体和性别

少数群体的安全和健康很重要。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人

必须不间断地获得艾滋病毒预防服务。必须给艾滋病

毒、结核病和其他慢性病患者提供 3 个月或更长时间

的救命药物。还必须特别关注土著人民在此次疫情背

景下面临的特殊挑战。秘书长主张采取措施，应对全

世界数十万海员在海上孤立无援的困境。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6/106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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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恢复得更好 

 

 疫情危机凸显了世界的脆弱性，远远超出了全球

卫生的范畴。疫情对已经处于危险环境中的社区和国

家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影响，暴露了社会和经济的严重

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在许多

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和排斥导致了积怨和社会不稳定。

恢复是解决不平等、排斥、社会保障制度差距、气候

危机以及暴露出来的其他许多脆弱和不公正问题的

机会。我们要摒弃不可持续的制度和办法，而是需要

向可再生能源、可持续食品体系、性别平等、更强大

的社会保障网、全民健康覆盖以及一个能够提供服务

的国际体系过渡。战胜这场危机，需要在同情和团结

驱动下采取全社会、全政府和全世界的整体办法。疫

情应对措施要避免固化甚至加剧已经不可持续的不

平等，避免来之不易的发展和减贫成果出现倒退。世

界必须确保吸取教训，确保这场危机成为卫生应急准

备和 21 世纪重大公共服务投资的分水岭。我们必须

果断处理那些使所有人都不必要地受到当前和未来

危机影响的问题。必须合理使用公共资金，避免挪用

资源和削弱公众对机构信任的腐败现象。恢复必须尊

重后代的权利，加强旨在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气

候行动，并保护生物多样性。重振经济的支出应该加

速经济的去碳化，并优先创造绿色就业机会。联合国

敦促各国政府将妇女和女童放在恢复工作的中心位

置。疫情可能使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方面已经取得的

有限进展出现倒退。 

 联合国和我们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网络将

支持各国政府，确保全球经济和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变

得更加强大。在联合国冠状病毒病即时社会经济反应

全球框架指导下，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正在实施即时措

施，满足最急迫的社会经济需求,减轻最紧迫的社会经

济影响。就中长期而言，国家工作队正在与政府合作，

采取行动将其应对措施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联系起来，并与政策和体制措施相结合，帮助各国重

塑社会和经济，使之适应未来——抓住新的机遇，管

理新出现的风险。我们的行动框架是《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我们必须

信守对人类和地球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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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必须与气候行动齐头并进 

 恢复需要与气候行动齐头并进。我们不能推迟气

候行动，因为气候变化并未止步。2020 年对于在气候

紧急事件上取得进展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要在运

输、建筑和能源部门实现去碳化；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通过停止用煤净化我们呼吸的空气；确保弱势群体免

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创造具有复原力的可持续基

础设施所需的工作机会。我们必须阻止生物多样性损

失。我们在生态系统健康管理上做得越好，就能越好

地管理人类健康和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野生空间、

原始森林和生态系统的持续侵蚀使我们令人不安地

靠近“水库宿主”。我们要恢复土壤和森林，停止森林

砍伐，并再次学习如何可持续地管理我们的土地、海

洋和保护区。 

 恢复有助于引导世界走上一条更安全、更健康、

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道路。这需要投资最易受气候变

化影响者的人身保护；重振经济的支出应该加速经济

各方面的去碳化，并优先创造绿色就业机会。纳税人

的钱不应用来补贴化石燃料或者拯救污染严重的碳

密集型产业。现在是时候给碳定价，并让污染者为污

染买单。公共和私人资金应投向可持续的未来，而不

是过去。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必须充分考虑气候风险。

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排放大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以实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45%的目标，

并适应气温的不断上升，调整战略，到 2050 年实现

净零排放，增强人类和地球的复原力。 

应对 21 世纪问题和挑战的国际合作架构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和卫

生系统，而且威胁到全球经济、社会保障、人权、稳

定和数十亿人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疫情显示出我们深

度的相互联系，也暴露出我们在提供关键全球公共产

品方面存在的能力差距，如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

清洁环境和健康的地球、运转良好的全球经济以及所

有人的和平。另一方面，只要有决心和远见，我们就

有能力作为一个全球社区一起努力，为共同的问题找

到集体解决办法。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明

确表达了全球人民创造更好、更平等、更包容、更可

持续未来的决心。但要实现这些协议所设想的世界，

我们需要齐心协力，尤其是在我们逐步远离疫情之际。

在我们摆脱疫情危机、迈向更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我

们还必须加强和更新全球合作结构，为应对下一次此

类危机做好准备。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articles/2020-04-28/time-save-the-sick-and-rescue-the-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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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资源调动 

 

 联合国正在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寻求抗击疫情的

专项资金： 

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解决眼前的健康需求 

 该计划由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制定，规定了全球

卫生应对优先事项，并概述了所有国家为准备和应对

疫情需要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所需资金涵盖世卫组

织 2020 年的应对措施，但不包括各国政府实施应对

疫情的国家计划或配套国家当局应对计划的多机构

计划所需的资源，对此世卫组织鼓励提供直接双边支

持。该计划将通过几个渠道获得资金，首先是国家预

算、中央应急基金和世卫组织团结应对基金。公司和

个人可向团结应对基金直接捐款。截至 6 月 24 日，

该基金已经筹资 10.22 亿美元(包括认捐)。 

 该计划的优先事项包括： 

1. 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传染 

2. 早期识别、隔离和护理，包括向受感染者提供优

化护理 

3. 识别并减少来自动物源的传染 

4. 解决关于临床严重程度、传播和感染程度、治疗

选择的关键未知因素，并加快诊断、治疗和疫苗

的研发 

5. 向所有社区传达关键风险和事件信息，抵制错误

信息 

6. 通过多部门伙伴关系尽量减少社会和经济影响。 

 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 通过现有机制和合作伙伴关系，迅速开展国际合

作，提供战略、技术和业务支持 

2. 扩大国家准备和应对行动，包括加强快速识别、

诊断和治疗的准备度；在可行的情况下识别和跟

踪接触者；卫生保健场所的感染预防和控制；实

施旅行者健康措施；通过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提

高公众意识 

3. 加快优先研究和创新，支持清晰透明的全球流程，

研究和创新优先事项为快速跟踪和扩大研究、开

发和候选药物、疫苗和诊断的公平可用。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strategic-preparedness-and-response-plan-for-the-new-coronavirus
https://cerf.un.org/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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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最脆弱国家的抗疫之战 

 该计划由人道协调厅与机构间常委会合作伙伴

协调，确定了脆弱和贫穷国家的疫情应对措施的优先

事项。这一计划是为超过 63 个优先国家目前与疫情

相关的卫生和多部门需求筹集资源的主要工具。计划

汇集了粮食署、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国际移民组织、

开发署、人口基金、人居署、难民署和儿基会的呼吁

和资源需求，并参考和补充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

动及非政府组织的呼吁。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联合

国希望各国政府资助粮食署的全球后勤支助机制，满

足整个人道主义界的需求，让援助人员和卫生工作者

能够留下来提供服务。 

 该计划的优先事项包括： 

1. 抑制疫情传播，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2. 减少人力资产、人权、社会凝聚力和生计的恶化。 

3. 保护和协助特别易受疫情影响的难民、境内流离

失所者、移民和收容社区，为他们做宣传。 

 该计划初始费用为 20 亿美元，其中 1 亿美元用

于针对具体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应对行动。目前，捐助

方已慷慨认捐 14.4 亿美元。该计划第二轮于 5 月 7

日发布，包括另外 9 个国家，截至 6 月 24 日，呼吁

捐款总额为 73.2 亿美元。筹资的详细情况可在此处

查阅。 

COVID-19 应急和恢复基金 

 秘书长启动了 COVID-19 应对和恢复基金，为中

低收入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快速恢复提供支持。该基金

旨在配合联合国发展系统正在进行的努力，对 178 亿

美元的可持续发展方案组合中很大一部分的用途进

行调整，用于满足抗击疫情的需求，并追加社会经济

应对措施投资。该基金的目的是在联合国框架的五大

支柱内迅速采取行动，立即对疫情作出社会经济反应，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来自其他机构的更多

资金流动提供信息。该基金前九个月的所需财政资源

预计为 10 亿美元，并将随后进行审查。 

 该基金投资的框架下的五大支柱包括： 

1. 确保基本卫生服务仍然可用，并保护卫生系统 

2. 通过社会保障和基本服务帮助人们度过难关 

3. 通过经济应对和恢复方案保护就业、支持中小企

业和非正规部门工人 

4. 引导必要的财政和金融刺激，使宏观经济政策为

最弱势群体服务，并加强多边和区域应对措施； 

5. 增进社会凝聚力，投资于社区主导的恢复和应对

系统。对于重建更好的世界而言，环境可持续性

和性别平等必不可少，也是将五大支柱联系起来

的强有力的纽带。 

 

https://fts.unocha.org/
https://fts.unocha.org/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