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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应对计划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人

道主义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人权危机，加剧了受影响儿童的脆弱性。

自2019年12月疫情暴发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已在超过215个国家和地区

传播，造成超过247500例死亡，超过360万人确诊感染。i 尽管儿童并不

是2019冠状病毒病的易感人群 ，但仍受到严重的间接影响。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正在修订其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工作资金募集呼吁ii，以满足

儿童、社区、卫生系统和卫生机构的需求，预防疾病，并应对其在卫生

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直接影响。 
 

应对本次疫情超出了卫生系统的能力，卫生服务不得不做出调整，

保证部分服务安全持续，其他服务暂时中止。遏制病毒传播的防治措施

造成广泛卫生服务和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无法获得，这可能造成极大的

痛苦和生命损失。当前院内分娩和剖腹产，产前及产后保健，艾滋病、

严重腹泻疾病、急性营养不良和肺炎的免疫和治疗等服务中断，将导致

中长期内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随着商业航班和包机数量的大幅

减少，数十个国家面临疫苗告罄，数百万儿童面临感染可预防疾病的风

险。卫生机构也需要个人防护用品以保护医务人员免受病毒感染和感染

患者的传染。目前，包括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和手套等在内的个人防

护用品的供应都极为有限。 
 

充足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对感染防控至关重要。良好

的洗手和卫生习惯对减少接触和传播病毒也非常关键。然而纵观全球，

每10人中就有3人，即21亿人，家中缺乏安全用水；每10人中就有6人，

即全世界有4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贫困人口和脆弱人群受到

了更大影响。 
 

为减少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同时加剧了儿童、妇女和受危机

影响的家庭等既有高危人群的保护风险和脆弱性。资源有限的家庭受到这些措施的全面冲击，并遭受随

之而来的压力和社会经济影响，包括亲密关系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家庭矛盾、社会动荡、童工

和童婚等问题。这些措施也可能会增加儿童的脆弱性，尤其是被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招募利用及性剥削

和虐待等风险。妇女和女童在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下尤为脆弱，因为她们额外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

同时，在实行社会经济限制和宵禁措施期间，她们为想尽办法满足日常需求而面临遭受性暴力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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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积贫积弱的群体，包括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家庭收入减少影响了父母和照料人的经济能力，使

他们无法获取营养、安全和可负担的食物，无法获取实现儿童权利、成长和发展需求的基本社会服务。

虽然一些政府正在扩大或调整社会救助方案，处于低收入状况的政府受经济能力和专业人员数量所限，

经常将流动家庭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 
 

目前各国正陆续解除疫情限制措施，失学儿童的数量虽仍然很高，但正逐步下降。186个国家的约

12.9亿名儿童，即注册学生的73.8%iii，受到了全国性学校停课的直接影响。脆弱儿童和难以被服务所覆盖

的边远地区儿童正面临失学的风险。学习中断已极大地影响到流动儿童，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无

法进行线上或其他替代性的学习。学校关闭中断了校餐和疫苗接种、补铁等其他卫生和营养服务，危害

3.7亿儿童的健康iv。 校餐对女童来说尤为重要，是态度犹疑的父母让她们上学的动因。即便学校重新开放，

也只有半数学校会给学生提供基本个人卫生服务。 

 

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疫情暴发显著加剧了已超负荷运转的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系统所承载的压力，

也加重了受影响人群的脆弱性。由于生活环境过度拥挤无法保证社交距离，且缺乏水和卫生服务，城市

贫困居民、流动人口、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处境尤其危险。 
 

2019冠状病毒病的应对措施，包括限制国际国内旅行、宵禁、检查站等行政措施，已经限制了人道

主义物资的流通和人员流动、援助交付及主要物资供应的预置。在一些国家开展的快速响应工作已被取

消，安置营地无法进入，这都限制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能触及到的人员数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

于留驻并持续提供援助，与合作伙伴一同持续开展人道主义干预措施，并寻找创新方法对项目进行适应

性调整。 
 

由于可能存在潜在的健康问题、缺少疾病预防和援助信息、在获取营养饮食及卫生和保护服务方面

面临障碍、难以获得水和卫生服务等原因，残障儿童和成年人（尤其是女童及妇女）可能面临更高的风

险。残障人士的日常生活依赖于服务人员，缺乏远程学习途径，他们原本已受排斥和边缘化的困扰，在

疫情下可能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经济衰退可能会严重影响各国维持社会部门支出（包括社会保障）的能力。加之疫情带来的经济影

响——失去生计、难以获得营养且可负担的饮食和基本社会服务等，预计所有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

及社会中最为脆弱和边缘的人群，都将受到灾难性的打击。 
 

人道主义策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并在其中的36个国家开展了人道主义应对项

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载着在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的维护与促进儿童权利的双重使命，并设有地方、

国家和区域层级的办事机构，在应对全球2019冠状病毒病大规模需求上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 

 

在人道主义状况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应对遵循《人道主义行动中对儿童的核心承诺》和机构间

准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致力于控制疫情，并缓解疾病大流行给儿童、妇女和脆弱人群带来的相应影

响：包括水、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医疗卫生、营养、教育、保护和基本社会服务的中断。本机构的

2019冠状病毒病防范和应对策略旨在减少受影响国家的人际传播，缓解疾病大流行对儿童、年轻人及其

照料者，尤其是对最脆弱人群的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策略契合世界卫生组织的2019冠状病毒病战

略准备和应对计划，以及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领导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的全

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在各国政府的领导下，与世界卫生组织、人道主义国家工作组、联合国国家工

作组和民间组织等合作伙伴密切协调，保护儿童及其家庭免受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并将病死率降至最

低。作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开始采取措施，确保地方民间组织、全国性的和

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执行伙伴拥有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所需的灵活空间，持续开展其各项重要工作。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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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儿童基金会还就本机构的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行动为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开展了一系列网络研讨会，

以确保项目得到持续有力地实施。 
 

应对行动的协调将有赖于包含实时数据在内的高质量评估实证，以确保机构层面的持续学习和改进。

在全球和各地层面强调两种方法：侧重适应性管理的学习评估，以及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体应对的总

结性评估，包括为儿童所取得的成果。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共同开展的总结性评估也将得到优先考虑，以

了解联合国大家庭如何共同努力取得集体成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工作集中于以下战略优先领域： 
  

战略重点1：为减少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降低死亡率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1. 加强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CCE）：就有效的洗手和个人卫生习惯、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行为改变进

行恰当的沟通，能够有效减缓2019冠状病毒病的传播。及早、恰当就医的信息，对于2019冠状病毒病和

其他的医疗需求而言，也至关重要。将保护服务方面的信息纳入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CCE）工作同样

必不可少。信息传递也将有助于缓解针对流动群体及流离失所人群日益增长的排外和歧视。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与相关政府部门、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伙伴协调，监测和应对错误信息，确保儿童及其家人知晓

如何保护自己免受2019冠状病毒病影响及如何寻求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与各国政府部门合作，

动员广大社区卫生志愿者、工作人员及其他社区卫生工作者（如助产士）支持社区参与的工作。有影响

力的青少年人物，包括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正一同致力于提升对公共卫生措施的意识、理解

和参与，进行社会和行为改变的干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对社区团体、父母/照料人、妇女和青少年团

体、移民/流动人口协会、卫生工作者、残障者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等具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进行能力建设，

来提升意识，推广卫生习惯。 
  

2. 加强感染防控，提供重要的医疗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物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加强感染防

控、在医疗卫生机构和高风险环境中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及物资，来支持各国在2019冠状

病毒病应对或准备方面的工作。通过确保在受影响的高风险地区的家庭、脆弱的群体安置场所、重新开

放的学校和公共场所可获得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支持社区中的感染防控。同时，通过采用标

准工具（如“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改善工具 ”）及对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及感染防控服务（例如为相关人员提供感染防控措施培训）和物资供应（例如防护服、手套、口罩等

个人防护用品，以及制氧机、药品等疾病救治物资），来推进医疗卫生机构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感染防控状况评估。通过支持疾病大流行期间的供应链和当地市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确保基本的

感染防控、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及医疗物资的持续供应。 

  

3. 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收集数据支持公共卫生决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收集并分析2019冠状病毒病的

相关社会科学数据，包括社会和就医行为、疾病流行对儿童和孕产妇造成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疫情

动态和应对战略在社区的适宜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酌情针对特定的高危人群或脆弱人群开展分析，

并根据研究结果调整战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在国家协调体系内分享相关成果，并酌情为多领域的应

对提供参考和调整建议。 

 

战略重点2：保障卫生、艾滋病、营养、教育、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儿童保护、性别暴力、社会救

助和其他社会服务持续进行；评估和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响应工作造成的直接社会经济影响。 

1. 持续为妇女、儿童和脆弱社区提供病例管理等基本卫生、艾滋病和营养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合

作伙伴紧密协作，确保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例管理根据儿童和孕妇的状况进行调整，包括患有各种并

发症的人，推进和确保妇女和儿童能够持续获得免疫接种、产前和产后保健、性别暴力应对照护等基

本卫生保健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各国卫生部利用社区网络协助实时预防措施、疾病监测和转

诊，提高卫生工作者发现和管理2019冠状病毒病的能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扩大工作规模，采取多媒体和其他在线营养咨询平台等创新方法，确保母乳喂

养，提供营养丰富的补给品并补充微量营养素，从而减轻2019冠状病毒病对儿童营养的负面影响。对于



4 

 

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扩展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和社区服务，使用简化方案，以便及

早发现和治疗消瘦儿童。 
 

对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儿童和青少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努力确保治疗服务和支持工作的

持续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在短期和中期加强卫生系统工作，确保卫生服务能够应对预测的患病人数，

尤其是肺炎病例的增加；同时提升医疗卫生提供者的能力。 
 

2. 支持持续获取教育、社会保障、儿童保护、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支持和防范性别暴力的服务：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将支持各国教育部和教育工作的其他参与方提供远程学习机会以及实施《学校复课框架》v及

《学校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的关键信息及行动》vi中建议的适当的行动方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将与地方的水和环境卫生部门合作，确保疾病流行期间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可持续、保质量地

供应，保障最贫困和最脆弱人群（例如在难民/流离失所人群营地和城市贫民区居住的人）获得水、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用品和服务，同时特别关注残障和处于人道主义状况中的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与

相关部门合作，支持继续为儿童提供保护服务，同时采取措施减轻儿童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风险。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还将提供如何获得社会保护服务（如儿童和家庭成员受到虐待后如何报告）等信息。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将与妇女和女童团体等地方机构密切合作，加强和/或建立针对性别暴力、心理健康与社会心

理支持服务的应对和转介机制，培养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急救和报告忽视、虐待和剥削个案的能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将通过提供紧急现金转移支付、儿童补助金和扩大现有社会保障范围等方式，支持

受到收入减少和/或具有特殊脆弱性的家庭获得健康食物和基本服务，满足其基本需求。所有努力都将有

助于建立和加强应对冲击的社会保障系统。 

 

全球协调和技术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机制内与政府开展合作，确保将儿童和妇女的需求纳入相关

指南、应对计划和国家层面的执行方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危机管理小组的主要成员，该小组

由十个联合国机构组成，由联合国行动和危机中心主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席领导危机管理小组的两

项工作——社会影响和供应链，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全球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地区工作组和事

件管理支持工作组的参与方和主要伙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席领导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方面的工作，

并主持供应链工作机构间协调小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区域办事处正在与各区域的世界卫生组织事件

管理支持工作组积极协调协作。在技术层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协助几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提供技术

指导，包括病例管理、感染防控、疫苗研究和开发以及社会科学研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与合作伙伴共同编写了以下指南，并将根据形势变化加以修订： 

• 学校复课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年4月） 

•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关键信息：快速查询边境和国内的卫生和援助人员以及物资信息（机构间常设

委员会，2020年5月） 

• 保障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的学习安全：在各种学习环境中预防和应对针对儿童的暴力的建议（安全

学习项目，2020年5月） 

• 2019冠状病毒病及其对在线儿童保护的影响（世界儿童基金会、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全球合作伙伴

关系、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我们共同保护”全球联盟、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4月） 

• 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的育儿知识：如何保障儿童网络安全（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2020年4月） 

• 新型冠状病毒（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育儿小贴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4月） 

• 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与移民、难民、国内流浪儿童的便捷小贴士（人道主义行动中的儿童保护联盟，

2020年4月） 

 

以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合作伙伴提供的关于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工作中如何加强卫生系统的快速

技术指南：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366/file/Framework-for-reopening-schools-2020.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366/file/Framework-for-reopening-schools-2020.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5/IASC%20Key%20Messages%20to%20Fast-track%20health%20and%20aid%20workers%20and%20supplies%20at%20borders%20and%20in%20countri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781/file/STL-COVID-19-Response-Key-Messag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781/file/STL-COVID-19-Response-Key-Messag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781/file/STL-COVID-19-Response-Key-Messag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781/file/STL-COVID-19-Response-Key-Messag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781/file/STL-COVID-19-Response-Key-Messag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8781/file/STL-COVID-19-Response-Key-Messages.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7396/file/COVID-19%20and%20Its%20Implications%20for%20Protecting%20Children%20Online.pdf
https://www.unicef.org/media/67396/file/COVID-19%20and%20Its%20Implications%20for%20Protecting%20Children%20Online.pdf
https://www.end-violence.org/sites/default/files/paragraphs/download/English_COVID-19%20Keeping%20children%20safe%20online_FINAL.pdf
https://www.end-violence.org/sites/default/files/paragraphs/download/English_COVID-19%20Keeping%20children%20safe%20online_FINAL.pdf
https://www.end-violence.org/sites/default/files/paragraphs/download/English_COVID-19%20Keeping%20children%20safe%20online_FINAL.pdf
https://www.end-violence.org/sites/default/files/paragraphs/download/English_COVID-19%20Keeping%20children%20safe%20online_FINAL.pdf
https://www.unicef.org/coronavirus/covid-19-parenting-tips
https://alliancecpha.org/en/child-protection-online-library/quick-tips-covid-19-and-migrant-refugee-and-internally-displaced
https://alliancecpha.org/en/child-protection-online-library/quick-tips-covid-19-and-migrant-refugee-and-internally-displaced
https://alliancecpha.org/en/child-protection-online-library/quick-tips-covid-19-and-migrant-refugee-and-internally-dis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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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过程中通过社会与行为改变以及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加强卫生系统的方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3月） 

• 学校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的关键信息及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20年3月) 

• 在2019冠状病毒病流行期间开展免疫接种活动的指导原则（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3月） 

• 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并为建设韧性卫生系统提供数字健康信息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0年4月） 

• 加强公共卫生供应链，紧急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及其他挑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3月） 

• 政府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强化卫生系统的方法之一：公共财政管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3月） 

•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如何通过地方治理应对紧急卫生事件、维持卫生服务和强化卫生系

统的快速指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4月） 

• 小儿麻痹症根除项目持续性规划：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中确保行动持续性的措施（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2020年3月） 

•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的疫苗接种常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4月） 

• 使用口服小儿麻痹症疫苗（OPV）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根除小儿麻痹计划） 

• 卡介苗（BCG）接种和2019冠状病毒病（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4月） 

• 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在受其影响的国家中使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ITNs）的建议（AMP） 

• 调整疟疾干预措施，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4月） 

•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疟疾社会行为改变项目指南（遏制疟疾计划合作伙伴，2020年4月） 

•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常见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4月） 

• 保持社交距离，关注心理健康：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给青少年的资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Social%20and%20Behavior%20Change,%20and%20RCCE%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26%20external.pdf?CT=1587484004856&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Social%20and%20Behavior%20Change,%20and%20RCCE%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26%20external.pdf?CT=1587484004856&OR=ItemsView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key-messages-and-action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prevention-and-control-schools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key-messages-and-action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prevention-and-control-schools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key-messages-and-action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prevention-and-control-schools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Working%20document%20-%20Resource%20mobilization%20guidance%20-%20Digital%20Health%20Proposal%20for%20HSS%20and%20COVID-19%20response%2031Mar20.pdf?CT=1587484375568&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Public%20Sector%20Supply%20Chain%20Strengthening%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20external.pdf?CT=1587483999665&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Public%20Sector%20Supply%20Chain%20Strengthening%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20external.pdf?CT=1587483999665&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Public%20Financial%20Management%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and%20external.pdf?CT=1587483995141&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Decentralized%20Local%20Governance%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and%20external.pdf?CT=1587483802685&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Rapid%20Guidance%20-%20Decentralized%20Local%20Governance%20for%20COVID%20-%2031Mar20%20-%20internal%20and%20external.pdf?CT=1587483802685&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200325_COVID_POL%20programme%20continuity%20planning_final%20draft_v3.6_pub.pdf?CT=1587483264492&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200325_COVID_POL%20programme%20continuity%20planning_final%20draft_v3.6_pub.pdf?CT=1587483264492&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Forms/AllItems.aspx?id=/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WHO_UNICEF_FAQ%20COVID19%20and%20Immunization_v02April_FINALprepub.pdf&parent=/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Forms/AllItems.aspx?id=/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WHO_UNICEF_FAQ%20COVID19%20and%20Immunization_v02April_FINALprepub.pdf&parent=/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w:/s/PD-Health/EWM-YXtBKSRDlCtI9RVkansB7l3TFIbGRENpfo_2AoDD6Q?e=GB6FPz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files/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20Documents/External%20Guidance/AMP-ITN-distribution-in-COVID-pandemic-Key-messages-24022020.pdf?CT=1587483423906&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Malaria-SBC-Guidance-in-the-Context-of-COVID-19-RBMSBCWG-16Apr2020.pdf?CT=1587484216489&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Malaria-SBC-Guidance-in-the-Context-of-COVID-19-RBMSBCWG-16Apr2020.pdf?CT=1587484216489&OR=ItemsView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Forms/AllItems.aspx?id=/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AQ%20MNH%20COVID%2019_April%2021%202020_MNAH.pdf&parent=/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Forms/AllItems.aspx?id=/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AQ%20MNH%20COVID%2019_April%2021%202020_MNAH.pdf&parent=/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sites/PD-Health/EH/COVID19%20Health%20Guidance/FINAL%20-%20Physical%20distancing%20and%20mental%20health%20messages%20for%20adolescents%20-%20March20.pdf?CT=1587483797655&OR=Items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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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020年目标与成果vii 

 
 

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RCCE） 

  

2020年12月目标 

2,238,156,775人 

获取2019冠状病毒病预防和

服务可及的相关资讯 

                                                       74% 
1,665,565,427 

 
 
 

 
 

感染预防与控制（IPC）/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 

 
2020年12月目标 

56,215,535人 

获得了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关键物资（包括个人卫生用品）

和服务 

 
 

 21% 
12,078,547 

2020年12月目标 

2,334,547人 

接受了感染防控培训，其中包括医疗

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和社区卫生工作人

员 

 
 

 

 13% 
308,231 

 
 

 
 

基本卫生和营养服务的持续性 

  

2020年12月目标 

89,537,358名 

儿童和妇女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机

构里接受了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2020年12月目标 

4,424,860名 

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的6-59个月龄儿童

得到相关治疗 

 
 
 
 
 
 
 
 
 
 
 
 
 
 
 
 
 

 
在科特迪瓦西部的Piandrou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向一名男孩示范如

何洗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放肥皂，让社区工作人员提升人们对于防范2019

冠状病毒病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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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934,866 

 
 

 10% 
46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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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儿童保护、社会救助和防止性别暴力相关服务的持续性 

  

2020年12月目标 

305,195,886名 

儿童得到远程/在家学习支持 

 

 
26% 

79,853,413 

 

2020年12月目标 

24,013,060名 

儿童、父母和主要照料者获得基于社区的

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支持 

 

3% 
830,987 

   

   

   

  
 

2020年12月目标 

5,229,169名 

儿童和成人获取安全有效的报告 

性剥削和虐待的渠道 

 

67% 
3,490,238 

 
 

2020年12月目标 

41,034,880个 

（受2019冠状病毒病影响的）家庭获得人

道主义多领域现金支持以满足其基本需求 

 

7% 
2,89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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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需求 

        为满足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影响的儿童日益增长的需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其针对儿童的人

道主义行动资金募集呼吁增加到16亿美元，其中8.022亿美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注入修订后的67亿美元资

金需求的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GHRP）的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19冠状病毒病资金募集呼吁，与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战略应对方案的关键优先事项一致。鉴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人道

主义和发展领域都开展工作，修订后的资金募集呼吁涵盖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包

括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中的63个）的2019冠状病毒病人道主义需求的应对。 

 

        在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初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应急项目基金（由常规资源支持的贷款机制）里拨

出850万美元，从而在新增资金得到保障之前满足关键需求，提升应对规模。截至5月5日，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已收到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2.149亿美元的慷慨捐赠。对2019冠状病毒病资金募集呼吁的最大额捐赠方是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世界银行、日本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央紧急救助基金（CERF）。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对以下各方提供的灵活资金支持表示感谢——中央紧急救助基金、英国国际发展署、丹麦政府、

瑞典政府，主要的私营部门捐赠方等合作伙伴，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团结应对基金。灵活的资金支持使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一线合作伙伴在需求最大的地区快速行动，有策略地应对疫情。灵活的资源始终对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效、快速地应对全球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至关重要。如需了解16亿美元的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资金募集呼吁的资金状况，请访问：<www.unicef.org/coronavirus/donors-and-partners>. 
 
 

区域办事处 2020年最初需求

（美元） 

2020年修订需求

（美元） 

已有资金 

（美元） 

资金缺口 

（美元） 

资金缺口 

百分比 

东亚和太平洋 68,632,977 137,258,054 43,127,108 94,130,946 69% 

东非和南部非洲 145,372,027 261,144,883 15,157,095 245,987,788 94% 

欧洲和中亚 38,070,303 132,853,742 38,563,083 94,290,659 7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8,046,130 154,977,503 13,322,970 141,654,533 91% 

中东和北非 92,400,333 287,088,140 25,306,142 261,781,998 91% 

南亚 80,421,040 243,539,700 47,986,332 195,553,368 80% 

西非和中非 172,633,932 393,270,245 28,879,894 364,390,351 93% 

全球协调和技术支持 6,000,000 10,000,000 2,543,612 7,456,388 75% 

总计 651,576,742 1,620,132,267 214,886,236 1,405,246,031 87% 

 

 

 

 

 

 

 

 

 

http://www.unicef.org/coronavirus/donors-and-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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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各区域资金需求总量（美元） 
 
 

南亚15% 西非和中非24% 

 
 
 
 
 
 

 
中东和北非18% 

 
 
 
 

 

                                     

 

 

 
总需求 

16亿美元 

 

全球协调与技术支持 1%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8% 

 

     

 欧洲与中亚 8% 

 

 

东非和南部非洲1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0% 

比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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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东亚与太平洋 东非和南部非洲 欧洲与中亚 
拉丁美洲与

加勒比海 中东与北非 南亚 西非和中非 
全球协调与
技术支持 

2020年总需求

（美元） 

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 

 
 
21,349,816 

 
 
30,273,800 

 
 
10,121,000 

 
 
14,762,014 

 
 
21,509,518 

 
 
26,315,030 

 
 
39,224,875 

  
 
163,556,053 

促进感染预防与控制，提供关

键的医疗与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物资 

 
 
 
45,007,369 

 
 
 
87,540,142 

 
 
 
47,817,923 

 
 
 
74,567,459 

 
 
 
110,977,754 

 
 
 
79,234,066 

 
 
 
124,444,799 

  
 
 
569,589,512 

支持对妇女、儿童和脆弱社区

持续提供基本卫生和营养服

务，包括病例管理。 

 
 

 
32,602,802 

 
 

 
47,975,455 

 
 

 
11,014,000 

 
 

 
13,198,028 

 
 

 
40,592,985 

 
 

 
64,887,175 

 
 

 
89,910,039 

  
 

 
300,180,484 

数据收集和社会科学研究，支持

公共卫生决策 

 

 
5,234,976 

 

 
1,893,560 

 

 
3,338,000 

 

 
2,821,889 

 

 
1,016,000 

 

 
4,812,419 

 

 
6,016,924 

 

 
2,000,000 

 

 
27,133,768 

支持教育、社会救助、儿童保护

和防止性别暴力服务的持续提供 

 
 
 

30,463,091 

 
 
 

83,990,412 

 
 
 

55,907,643 

 
 
 

48,566,613 

 
 
 

106,065,410 

 
 
 

62,202,518 

 
 
 

123,841,852 

  
 
 

511,037,538 

协调、技术支持和运营成本 

 

2,600,000 

 

9,471,514 

 

4,655,176 

 

1,061,500 

 

6,926,474 

 

6,088,493 

 

9,831,756 

 

8,000,000 

 

48,634,912 

总计 137,258,054 261,144,883 132,853,742 154,977,503 287,088,140 243,539,700 393,270,245 10,000,000 1,620,13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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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界卫生组织，《 2019 冠 状病毒病第 106 号形 势报告》， 5 月 5 日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505covid-19-sitrep-

106.pdf?sfvrsn=47090f63_2>，2020年5月6日访问 
ii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战略应对和准备方案”修改其呼吁。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对教育的破坏及应对》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2020年5月6日访问 

iv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19冠状病毒病停课期间对学校膳食进行全球监测》<https://cdn.wfp.org/2020/school-feeding-map/index.html>，2020年5月8日访问 
v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学校复课框架》 <www.unicef.org/documents/framework-reopening-schools>，2020年5月6日访问 
vi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学校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的关键信息和行动》<www.unicef.org/reports/key-messages-and-actions-

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prevention-and-control-schools>，2020年5月6日访问 
vii 结果截至4月30日，仅针对已报告具体指标的国家。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联

系： 

Grant Leaity 

紧 急 援 助 项 目 办 公 室

（EMOPS） 

副主任 

电话：+1 212 326 7150 
邮件：gleaity@unicef.org 

Manuel Fontaine  

紧 急 援 助 项 目 办 公 室

（EMOPS） 

主任 

电话：+1 212 326 7163 
邮件：mfontaine@unicef.org 

Carla Haddad Mardini  

公共伙伴关系司（PPD） 

司长 
电话：+1 212 326 7160 
邮箱：chaddadmardini@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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