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受灾害和冲突影响人们的 

联合募捐呼吁

    2 0 1 8年全球
•	人	道	主	义

•	状	况	概	览



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报告

• 是世界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对人道主义需求进

行循证评估的报告。

• 在对不同来源的大范围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并与全球数十万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群进

行面对面采访后编写而成。

• 阐述的计划由联合国各部门统筹协调，并吸收

了各国政府、国际红十字及红新月运动、其他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方的意见，

计划详细，优先事项明确，并估算了满足受影

响人群的人道主义需求所需资金。

• 促进有原则、快速有效、协调良好的人道主义

危机应急行动，支持由人道主义机构组织执行

并得到政府、民间和个人捐助方慷慨捐助的迅

速的生命救援行动。

2017年回顾

• 2017年人道主义机构援助人数超过往年，达数

千万，并拯救了数百万生命。

• 捐助者向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提供的资金总额创

下历史记录——截至11月底已接近130亿美元。

• 通过有效扩大募捐行动和快速发放捐助资金，

人道主义机构帮助缓解了南苏丹、索马里、尼

日利亚东北部和也门的饥荒。

• 人道主义机构为因暴力出逃的缅甸难民提供快

速援助。

• 人道主义机构还动员资源，协助加勒比海沿岸

国家防御和应对接连登陆的罕见强飓风。

• 尽管冲突和其他限制因素增加了提供援助的难

度，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仍然得到有效的实施，

满足一位受援者一年的基本需求平均约需230
美元。

2018年

• 冲突仍将是人道主义需求产生的主要因素。

• 旷日持久的暴力将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剥夺他

们获取足够食物的途径和谋生的手段。

• 干旱、洪水、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也将导致人

道主义需求的产生。尽管未来一年里厄尔尼诺

现象或拉尼娜现象出现的几率较低，但据一些

科学家预测2018年地震发生的几率将会上升。

• 在若干国家里人道主义需求将有所下降，但需

求仍然巨大。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埃塞俄比

亚、伊拉克、马里和乌克兰。

• 但下列国家的人道主义需求将剧增：布隆迪、

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

亚、索马里和苏丹。

• 而以下国家的人道主义需求将维持在极高水

平：尼日利亚、南苏丹、叙利亚地区和也门，

其中也门将可能继续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

• 全球共1.36亿人将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 联合国统筹协调的应急计划将投入225亿美元

向9 100万人提供援助。

• 需要援助的总人数较2017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

概览报告里的人数上升5%，应急计划所需资金

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较2017年初增加1%。

• 人道主义机构将发挥更大作用，效率更高，成

本效益更好。它们能更加迅速地对危机做出响

应，以更加契合受助人需求的方式提供援助。

它们将进行更加全面、跨领域和客观的需求评

估，并通过与发展机构更加紧密的合作，对长

远的解决方法做出更大贡献。

• 更大规模的国家集合基金将能够提高其活动区

域里资金利用的灵活度，并更好地根据优先级

排序进行拨款。规模扩大的中央应急基金将能

更好地对资金援助不足的重大危机提供救助。

需要援助人数 待接受援助人数

1.357亿 9 090万
所需资金总额

22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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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一览：

2018年全球 
人 道 主 义 
状 况 概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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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在我成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的

第一周，我去了尼日尔。在一个叫N’Gagam的小

镇里，我认识了现年30岁的Achaitou和她四个年

幼的孩子们。

她告诉我她因为害怕当地的武装组织而逃离了尼

日利亚。还有成千上万人和她一样都住在非正式

住区里。Achaitou仍然非常害怕暴力。每天晚上

她都冒着被蛇咬、染上疾病的危险带着孩子们躲

在灌木丛里，只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被武装人员

绑架走。Achaitou想回家，回尼日利亚，但一定

要等到这样做对她自己和孩子们都安全的时候。

她说多亏了人道主义机构的帮助她才能幸存。

让人悲伤的是世界上还有上百万的人遭受着

Achaitou和她的孩子们所遭受的痛苦，这些弱势

群体不得不逃离冲突地区，寻找庇佑和帮助。他

们常常需要食物、净水和卫生设备。孩子们需要

打疫苗，渴盼着上学的机会。妇女和女孩常常是

不堪回首的性暴力及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医

疗服务和社会心理层面的支持。

但事情也有积极的一面。尽管Achaitou和上百

万的人仍在经历痛苦和恐惧，但全球人道主义

系统会帮助他们。捐助者的慷慨支持让人道主

义机构每年能帮助上千万的人们，拯救上百万

生命。尽管现在世界上的人道主义需求规模让

我们的系统倍感压力，我们仍在不断带来实实

在在的成果。

2017年年初，专家预测索马里、南苏丹、也门及

尼日利亚东北部这四处面临饥荒的威胁。但由于

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及捐助者资金的快速响应，

人道主义工作者们扩大了行动范围，遏止了饥荒

的发生。

2018年，将会有更多人需要我们的援助。26个国

家的1.36亿人将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为了满足

这些需求，我们将需要225亿美元的捐款。

2018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对总体的全球的人

道主义需求进行了全面的循证评估。其中也阐述

了在不同情况下和在不同国家，联合国及其合作

伙伴（各国政府、红十字会、非政府组织等）满

足人道主义需求的计划，以及所需资金。

2018年，冲突——尤其是长期持续的危机——将

继续是人道主义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2018年
的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中，只有两个不是用来应对

包含重要冲突成分的情况。冲突制造了大量暴力

受害者，更导致许多人逃离家园。孩子们不能上

学；人们不能工作以供养家庭。战争常常会影响

食物供应，使人们难以得到食物。

2018年，自然灾害将继续引发人道主义需求。尽

管全球灾害预测和应对准备工作已有改善，但世

界上的最弱势群体仍然深受其害。由于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极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将上升，一些

地区将遭受持续干旱。旱涝、地震、飓风台风等

地震及气象事件的风险2018年将居高不下。

前 言
马克·洛科克

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2018年，冲突——尤其是长期持续的危机——将继

续是人道主义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2018年的人道主

义应急计划中，只有两个不是用来应对包含重要冲突

成分的情况。”

2018年全球 
人 道 主 义 
状 况 概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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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系统需要慷慨的捐助才能有效应对需

求。由联合国协调的呼吁号召为2017年人道主义

援助募集240亿美元资金，截至11月27日共收到

126亿美元（52%），是迄今最高的年募集资金总

额。这些资金为38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受益人数

达1 050万。

向人道主义行动投入资金是明智的选择。人道主

义行动能够带来切实、可衡量的结果，事实证明

其有成功的纪录。通过支持《人道主义应急计

划》，捐助者可确保自己的资源被传给实际在场

和具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能力的合作伙伴。捐

助者所支持的战略是统一的、优先事项明确的战

略，以清晰的事实为依据，并与所有实际做工作

的人道主义机构共同协调。

但我还将更致力于加强我们的评估和规划过程。

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愈加复杂的危机，我们不

进则退。2018年，我们将开展更多的联合需求评

估，提供更严谨、透明的数据和分析，使资金与

成效更好地挂钩。我们将更快更高效，以援助对

象为所有工作的中心，并尤其关注妇女和女孩的

需要，包括保护她们免受性剥削和虐待。

联合国秘书长的联合国改革目标宏大，为提升人

道主义工作，尤其是通过加强与发展机构的对接

与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契机。2016年在世界人道

主义峰会上启动的“大交换”正在优化我们的工

作方式，并帮助确保有充足的资源满足日益增长

的需求。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目标是使世界上所有

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群得到需要的帮助。在

你们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2018年我们仍将面临艰巨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

有正确的应对策略和方法。在捐助者的支持下，

我们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高效地帮助Achaitou和
全世界上百万像她那样的人。

谢谢你们！

马克·洛科克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普尔卡（Pulka）的维基营（Wege  Camp）中，新任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

济协调员马克·洛科克与无家可归的妇女交谈。约1 700万人正在遭受乍得湖地区危机的影响。仅尼日利亚东北部就

有8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70多万人成为境内难民。	 	 						摄影：人道事务协调厅/Ivo Bran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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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人道主义需求
需要援助人数 待接受援助人数1

1.357亿 9 090万

0 2 000万400万 1 200万800万 1 600万

应急计划

人道主义应急计划

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其他呼吁

330 万
350 万
330 万
250 万
440 万

1 310 万
700 万
190 万
870 万
110 万
380 万

85 万
230 万

1 450 万
250 万
620 万
700 万
580 万

1 310 万
340 万

2 220 万

43.4 万
21.8 万
310 万
520 万

120 万
87.1 万

1 800 万
82.9 万

96 万

280 万
230 万
130 万
190 万
190 万

1 050 万
700 万
150 万
340 万

90 万
160 万

80 万
180 万
610 万
190 万
540 万
600 万
430 万

1 120 万
230 万

1 080 万

43.4 万
21.8 万
310 万
520 万

120 万
62 万

1 300 万
64.1 万

46 万

待接受援助 
的人数

需要援助
的人数

待接受援助需要援助

1 应急计划通常只援助一部分（通常是大部分）需要援助的人，因为受影响的国家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只援助其中一部分人，并

且/或者参与应急计划的组织机构能力有限。

注：财务需求和需要援助的人数包括所有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和叙利亚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该数据不包括布隆迪，尼日利

亚和南苏丹的区域难民应急计划（因为它们所覆盖的部分人口已包含在所属国家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中）以及其他呼吁（孟加

拉国、布基纳法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

阿富汗

布隆迪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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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

布隆迪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尼日利亚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南苏丹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叙利亚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

孟加拉国

布基纳法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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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2017年人道主义概览

1%
财务需求

225亿美元

0 50亿美元10亿美元 30亿美元20亿美元 40亿美元

22%
28%
28% 
29%

5%
125%
37%
51%
44%
66%
16%
8%

18%
4%
1%

74%
5%

25%
3%

13%
7%

10%
35%

9%
10%

-
4%
0%
4%
6%

需求应急计划

人道主义应急计划

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其他呼吁

财务需求 与2017年相比

2018年财务需求

注：财务需求和需要援助的人数包括所有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和叙利亚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该数据不包括布隆迪，尼日利

亚和南苏丹的区域难民应急计划（因为它们所覆盖的部分人口已包含在所属国家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中）以及其他呼吁（孟加

拉国，布基纳法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

阿富汗

布隆迪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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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

布隆迪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尼日利亚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南苏丹区域难民应急计划

叙利亚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

孟加拉国

布基纳法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	

4.3 亿美元

0.947 亿美元	

3.057 亿美元	

5.156 亿美元	

5.581 亿美元	

16.9 亿美元	

8.95 亿美元	

2.906 亿美元	

5.5 亿美元	

2.5 亿美元	

2.555 亿美元	

1.626 亿美元	

3.38 亿美元	

11 亿美元	

5.397 亿美元	

15 亿美元	

17.2 亿美元	

10 亿美元	

35 亿美元	

1.869 亿美元	

25 亿美元	

3.876 亿美元	

1.571 亿美元	

15.1 亿美元	

41.6 亿美元	

4.341 亿美元	

0.588 亿美元	

1.14 亿美元	

1.039 亿美元	

0.168 亿美元	



7

参与2018年人道主义援助

想要提供财政捐款的公共部门组织、私人部门组织和个人可以

救援专家认为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向好的援助机构捐款是最有价值、最有效的回应方式

访问人道主义状况概览交互网站

订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的编辑推荐信息

向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的组织捐款

可通过向救援机构捐款参与到人道主

义应急计划的救援活动之中，获取单

个计划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请访

问：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
operations

和

data2.unhcr.org/en/situations

该网站实时更新收到的捐款、资金缺

口以及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和难民应急

计划的完整列表。

请访问：www.unocha.org/globalhu-
manitarianoverview

请访问：www.unocha.org/about-us/
subscribe

通过中央应急基金进行捐款

关注我们的推特

为受灾害和冲突影响的员工、家庭

和社区提供帮助

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在紧急情况伊始就立

即为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行动提供资金，

也为未能获得足够资源的危机提供扶助，

无论危机发生在何处。中央应急基金供资

的干预措施重点关注由当地人道主义合作

伙伴共同确立的最紧急生存援助优先事

项。联合国大会对中央应急基金在为遭受

危机的人们提供有效援助方面取得的出色

成绩表示认可，并支持将中央应急基金的

筹资目标提升至一年10亿美元，呼吁利益

相关者考虑增加对基金的自愿捐款。	

请访问：www.unocha.org/cerf/donate

并转发社会媒体关于人道主义状况概览的

报道，请访问：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OCHA
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UNReliefChief
助理秘书长：@UschiMuller

向国家集合基金捐款

与联合国建立伙伴关系

为灾害和冲突做好准备和应对措施

政府和私人捐款者可通过国家集合基

金为特定紧急情况募捐。国家集合基

金快速调拨资金，以扩大人道主义行

动，填补重大缺口，加强与救援组

织，包括当地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

合作。联合国秘书长于2016年设定

目标，在未来几年里，人道主义应急

计划15%的资金将通过国家集合基金

实施。

请访问：www.unocha.org/our-work/
humanitarian-financing/country-
based-pooled-funds-cbpf/how-sup-
port-country-based-pooled

发起联合倡议，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合

作，寻求并共享创新性解决办法。

请联系：pss@un.org
或访问：www.unocha.org/theme/
partnerships-private-sector

参与创新解决办法、公共支援和联合倡议

捐助者请向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财务支出核实处（FTS）报送您的捐助情况

请向fts@un.org报送您的捐助情况，或在fts.unocha.org上填写在线表格

私人部门的捐助者可捐赠实物物资和服务

联合国秘书长鼓励企业与联合国协调好应对工作，以保证

优先事项一致，将缺口和重复降至最低。捐助实物物资和

服务，请访问www.business.un.org，或发邮件至pss@
un.org，请注明捐助的具体信息，包括交付时间和其他情况。

（任何捐助必须遵循《联合国与企业界之间合作准则》。）

对于将在紧急情况期间直接提供资产或服务的公司，联合国将

与其签订无偿公益协议，如能在灾难发生前就建立这种合作关

系，将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请联系pss@un.org，商讨贵公司与

联合国可行的合作方式。（与实物捐助一样，企业界合作伙伴

关系也必须遵循《联合国与企业界之间合作准则》。）



“联合国的行动非常迅速。我在纽约参加第72届

联合国大会。当收到9·19地震的消息后，我们

立即与秘书长及其团队取得了联系，因此短短一

小时内，他们就为我们提供支持，一起部署针对

墨西哥的国际援助。多亏了他们的支持，我们了

解了可以请求相关国家提供怎样的援助。在联合

国的陪同下，我们进行了复杂的协调工作，当时

来自24个国家的团队，讲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

同的礼仪和文化，他们在堆满瓦砾的地方并肩工

作。对墨西哥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但这

也是个宝贵的时刻，因为我们看到了加入联合国

及联合国多边体系的价值。”

摘自墨西哥外交部长路易斯·比德加赖在于墨西哥城举行的 

纪念联合国成立72周年的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

联 合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