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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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序言
当前世界正面临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前所未
有的全球健康危机，这场危机让更多的人遭
受疾苦，重创全球经济，颠覆人们的生活。

我呼吁各国政府大力支持本计划，因为本计划
会帮助遏制2019冠状病毒病对已经很脆弱的人
道主义环境的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正威胁着全人类——而我们
人类必须奋力抵抗。此时，全球团结行动至
关重要。

我也号召所有的捐助者和合作伙伴继续大力支
持面向最脆弱群体的各个项目，包括通过联合
国协调的人道主义计划和难民应对计划。

最薄弱的卫生体系有多强健，全世界就有多
强健。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
划旨在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抗击这种病毒，
解决最弱势人口——尤其是老弱病残，妇女
和慢性病群体——的需求。

若此时将用于解决人道主义需求的资金挪作它
用，恐将催生一个霍乱、麻疹和脑膜炎肆虐的
环境，甚至会有更多儿童出现营养不良，暴力
极端分子的说辞会趁虚深入人心。这也会使得
冠状病毒的滋生之地不断扩张。
我们绝不能让人道主义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投入付诸流水。

“最薄弱的卫生体系有多强健，
与此同时，我们正竭力为世界上最需及早从疫
全世界就有多强健。2019冠状 情中恢复的国家制定计划并作出回应，这样我
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们可以实现新的可持续、更具包容性且不让任
旨在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抗 何一国掉队的经济。我已经要求联合国驻地协
调员和联合国国别工作组为世界各国提供支持，
击这种病毒，解决最弱势人口 以解决这次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而这需
的需求。”
要一个充分的筹资机制。
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的协调统
筹下，本计划汇集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
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呼吁。
本计划若获得适当的资金，将提供检测用的
实验室材料、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用品以及
治疗患者的医疗设备。本计划将为极度缺乏
水和卫生条件的地区提供服务，并帮助救援
人员抵达救援目的地。

此时此刻，全世界应团结起来，共同挽救生命，
与这一共同威胁作斗争。我们唯一必须发动的
战争是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战争。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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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一览
资金需求（美元）

20.1亿美元
目的与范围

在撰写本文时，诸多重点国家正在编制或发布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修订版响应计划。许
多国家的资金需求尚未估算出来。基于此，个别国家的需求数据将在下次更新的全球人道主
义应对计划中列出。

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是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所有成员（包括联
合国、其他国际机构和肩负人道主义使
命的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成果，本
计划致力于分析和响应本次疫情直接带
来的公共健康后果和间接产生的即时人
道主义影响，尤其给已经陷入其他危机
的人们带来的影响。

金，包括通过与联合国机构合作，通过
集合基金（包括国家集合基金）以及获
得直接捐资。
这样确保了我们大家能找出差距，确认
需求，作出互补协同和协调一致的反应。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也对现有的政府
应对和国家协调机制进行了补充并予以
支持，并考虑到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尊重。

这项计划汇集了以下机构针对2019冠状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对重点国家中受
病毒病的呼吁和建议：世界粮食计划署、
影响程度最深、最脆弱的群体进行了界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
定，在这些重点国家中，有些正在实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
人道主义应对计划、难民应对计划或多
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国/分区域应对计划，有些在呼吁国际援
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非政
助，比如伊朗。我们应该对现有国别计
府组织。本计划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
划的数据进行更新，以便人道主义机构
组织推出的其他计划互为补充。
做好准备，以应对这场疫情产生的人道
主义需求。如果出现疫情大爆发，则可
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起了很大
能有必要对这些计划作进一步更新。在
作用，它们帮助制定这项计划，传达各
那些无力应对这次紧急状况的其他国家，
地参与者的观点，并且在提供人道服务
应考虑对其实施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紧急
时直接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在这
呼吁。
项计划和相关国别计划的框架下获取资

人道主义
需求分析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建立在对弱势群
体的直接健康和非健康需求的综合分析
之上，力求对本次疫情进行多伙伴、跨

领域的应对。本计划并非意在解决与各
领域中的宏观经济影响或较长期需求有
关的次级或第三级问题。

2019冠状病毒病全 球 人 道 主 义 应 对 计 划

战略要点

4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围绕三大战略要点展开。每项要点包含多个具体目标，详细
阐述了该计划欲取得的结果。由一系列促进因素和条件作为其有力支撑。

控制2019冠状病毒病
疫情的传播，减少发病
率和死亡率。

减轻人力资产和权利、
社会凝聚力和生计情况
的恶化局面。

保护和帮助难民、国内流离
失所者、移民以及受此次疫
情影响最大的收容社区，并
为他们发声。

应对方法

本应对方法的制定遵循人道主义原则， 本计划中的物流、航运和海运服务将服务
以及包容性、性别平等、保护和社区参
于整个人道主义群体，包括联合国和非政
与原则。
府组织，为人道主义行动参与者的供给链
和活动提供必要支持。
考虑到地区组织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
键作用，它们的参与以及所获的支持关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中概述的公共健
系重大，因为在这次疫情中，愈发显而
康应对行动与世界卫生组织即将更新的
易见的是，国际参与者的通行和行动能 《2019冠状病毒病战略防范和响应计划》
力皆受到限制。
完全一致，后者适用范围更广。

协调机制和
监测框架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中概括了如何基
于现有的人道主义机制和国家/地方政府
协调机制来协调机构的应对行动。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整合了一个监测
框架，以便就人道主义形势和2019冠状
病毒病疫情引发的需求动态提供系统化
和经常性信息（包括面向未列入在本计
划第一稿名单中的国家），并帮助应对
行动的快速调整。

资金需求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的资金需求估算
为20.12亿美元，涵盖9个月（2020年4
月至12月）。该数字的计算建立在考虑
且不影响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出现之前
正在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基础上，是
为了解决因2019冠状病毒病在所有地区
大流行引发的额外需求而将要花费的初
始估算资金。

免更多人失去生命，不让弱势群体更为脆
弱，须务必确保上述应对计划获得充足资
源，给予国别工作组在修正权限方面更大
的灵活性。在当前脆弱的情势下，这些应
对计划仍为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

鉴于正在实施的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的目
标人群将是受此次大流行直接和间接影
响最大的人群，为这些计划（包括与其
他灾害有关的准备活动）提供资金仍为
当务之急。
编撰本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时，许多
人道主义应对计划资金严重紧缺。为避

与此同时，联合国、其他国际机构及非政
府组织正竭力为世界上最需要的及早从疫
情中恢复的国家制定计划并作出回应，以
便实现新的可持续、更具包容性且不让任
何一国掉队的经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
联合国国别工作组为世界各国提供支持，
以解决这次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而
这需要一个充足的筹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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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和国家
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阿富汗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哥伦比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海地
伊拉克
利比亚
马里
缅甸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索马里
南苏丹
苏丹
叙利亚
乌克兰
委内瑞拉
也门

区域难民与恢复计划
安哥拉
布隆迪
喀麦隆
乍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肯尼亚
尼日尔
尼日利亚
黎巴嫩
刚果共和国
卢旺达

南苏丹
叙利亚
乌干达
坦桑尼亚
土耳其
赞比亚

委内瑞拉难民与移民区域应对计划
阿根廷
阿鲁巴*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RP

P

MRP

her

哥斯达黎加
库拉索*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圭亚那
墨西哥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

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HRP
区域难民与恢复计划
RRP
委内瑞拉难民与移民区域应对计划
RMRP
其他
Other

来源：人道协调厅
声明：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及其材料的编排格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
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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