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门共和国

也门的持续冲突破坏了医疗设施，增加了妇
女和女孩的风险。在众多安全挑战中，联合
国人口基金与合作伙伴重点关注生殖健康服
务以及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

©联合国驻也门协调员：

Tamem Mofadel Al-Abarh-Al Haday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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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 序

如今，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群中超过75％是妇

女和儿童。在许多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人口的很

大一部分是10岁至19岁的青少年。

17岁的维多利亚就是其中的一名，她逃离叙利亚后，16岁结了
婚，现在在约旦的一个难民营照顾她刚出生的孩子。

她记得战争爆发时她13岁，在学校成绩特别好。“我们当时无
忧无虑，“她告诉我们。“我们唯一想的是能够继续上学，我
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我们理想中的人...医生，教师。生活
那时是正常的。”

对于维多利亚和其他数百万身陷危机之中的妇女和女童，新的
正常生活很可能是恐怖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妇女和女童面临
的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人口贩运、童婚以及怀孕和分娩
期间死亡的风险与日俱增。

每天，新闻报道都提醒我们，她们遭受的痛苦是多么严重，我
们必须满足她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从旷日持久的危机，到由气
候变化等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我们正见证着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群。

维多利亚很幸运，在扎塔里难民营中一所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支
持的诊所中，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在她需要的时候，她得
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超过5000个婴儿在这个诊所出生，没有
一个产妇死亡。

当我们承担起对人类的共同责任时，就可以拯救生命，为未来
创造希望。

为应对当今的人道主义挑战，联合国人口基金将继续提供挽救
生命的服务，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GBV），并为性与生殖健
康（SRH）提供信息、服务和物资。

我们关注的重点不仅是满足眼前的需要，而且降低风险、创造
和平、加强韧性并支持长期发展。

由于各国和国际社会都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为了实现目标，我们必须向生活在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妇女、女
童和年轻人提供帮助。

每天，从阿富汗到中非共和国、伊拉克、缅甸、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乌克兰和也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和我们的伙伴正努力
满足妇女、女童和年轻人在紧急情况下的需求，并培养她们的
领导力，实现持久和可持续的结果。

当尼泊尔遭到7.8级强震袭击时，联合国人口基金迅速作出响
应。医疗设备和生殖健康应急包被运送到200多个医疗设施，
约15万人受益。生殖健康和性别暴力服务覆盖了105000名受
灾人群，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女童。

在伊拉克，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合作伙伴在难民营和国内流离失
所者（IDP）营地建立了19个生殖健康诊所，在东道社区建立
了56个初级医疗中心和32个转诊医疗设施，向395463名妇女
提供了生殖健康服务。超过55000名流离失所的妇女获得了“
尊严包”和社会服务。54个妇女中心向150154名妇女和女童
提供了心理社会援助和其他服务。

这些只是我们与伙伴合作帮助危机中的妇女、女童和年轻人的
众多方式中的几个例子。但是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做。随着需
求的增长，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在人道主义和脆弱环境中，伴随着居高不下的性别暴力，每天
有500多名妇女死于怀孕和分娩并发症，我们需要采取更强有
力的集体行动。

携起手来，我们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作
出的坚定承诺将为今后铺平道路，加强我们对人的投资。

通过投资妇女、女童和年轻人，我们将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进程，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改变人道主义行动。我们
将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巴巴通德・奥索提迈辛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

©联合国人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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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所需资金
截止2016年4月23日

叙利亚地区**

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

南苏丹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刚果（金）

尼日利亚

利比亚

几内亚*

缅甸*

中非*

乍得

布隆迪

乌克兰

朝鲜

巴勒斯坦

毛里塔尼亚

马里

乌干达*

巴基斯坦

斐济

喀麦隆

津巴布韦

厄瓜多尔

肯尼亚*

孟加拉*

吉布提

哥伦比亚*

刚果（布）*

尼日尔

阿富汗*

布基纳法索

尼泊尔

科特迪瓦*

危地马拉*

塞拉利昂*

莱索托*

塞内加尔*

莫桑比克*

马达加斯加

苏丹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申请国家 申请金额

2016年总额（美金） 257,714,128

已收金额 差额 资金覆盖率 500万 1000万 2000万 3000万 4000万 5000万 6000万

*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别办公室上报的数字

** 叙利亚区域难民和韧性规划（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

注：2016年的数据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财务跟踪系统（FTS）记录、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别办公室上报的截至2016年4月23日的人道主义资金。坦桑尼亚的援助目的是提供紧急基本

医疗服务，帮助布隆迪难民。

4 人道主义行动
2016 概览

2016年5月



叙利亚

一名在妇女中心接受培训后的叙利亚妇女和
她的孩子。针对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人口基
金的响应工作重点关注确保生殖健康和促进
安全孕产；保护妇女免受性别暴力，并提供
全面响应 ; 赋予妇女、青春期女孩和青年人
权力。

©联合国人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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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约370万人受到冲突的影响，
包括690750名育龄妇女，其
中有26000名孕妇。联合国人
口基金为她们提供服务，以预
防和应对性别暴力，保护妇女
的健康和尊严。

叙利亚和周边

过去五年，叙利亚持续受到冲突的蹂躏，数百万
人流离失所。叙利亚和邻国共有500万育龄妇女，
其中有43万名孕妇。

尼日利亚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科圣地”叛乱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损失和痛苦，影响到众多人口，包括
54000名育龄妇女和女童，其中有24000名孕妇。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合作伙伴为妇女和女童提供安
全空间、医疗和保护服务，包括心理咨询。

南苏丹

长期的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超过500万人需要
人道主义援助，包括近120万名育龄妇女和女童，其中
有188000名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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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共和国

约有370万人受到冲突的影响，包括690750名
育龄妇女，其中有26000名孕妇。联合国人口
基金向她们提供服务，以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
并保护妇女的健康和尊严。 缅甸

在危机应对、恢复和过渡期，
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受影响
人口的生殖健康、以及预防
和应对性别暴力和艾滋病，
包括112700名育龄妇女，其
中有48000名孕妇。

斐济

台风“温斯顿”和台风“泽那”破坏了医
疗设施，影响了35万人，包括87500名育
龄妇女，其中有17500名孕妇。联合国人
口基金提供生殖健康的服务、用品以及流
动诊所，支持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包括
建造妇女友好空间。

阿富汗

长期的冲突导致数百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
助，包括23万名育龄妇女，其中有40000
名孕妇。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生殖健康、
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及童婚。

伊拉克

持续的暴力使300多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伊拉克
还接收叙利亚难民。受影响的人口中有90万名育
龄妇女和女童，其中有124000名孕妇。2015年
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了40万受影响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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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成果

543

751

900万

430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的在16个国家
运行的妇产科医院/救灾帐篷/家庭用
房的数量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3个国家支持的
流动诊所的数量

在34个国家的人道主义背景下，受性
与生殖健康和性别暴力影响的人口数
量*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在33个国家支持的
安全空间的数量**

* 包括怀孕、产后护理、安全分娩、性传播疾病及艾滋病预防、避孕药、强奸受害者的临床治疗等服务

** 包括妇女和女童空间、青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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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遭强震袭击，部分地区严重受灾，地震导致280万人需要服务和保护，包括近200万名育龄
妇女和女童，其中有175000名孕妇。联合国人口基金向200多个医疗设施交付了医疗设备、药品和物资。14个女
性友好空间为10万多名妇女和青春期女孩提供了帮助。超过200名医疗人员接受了强奸受害者的临床治疗培训，数
百名青年志愿者伸出援手分享了信息。

©联合国人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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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万 500万 1000万 1500万 2000万 2500万 3000万资金覆盖率差额已收金额
叙利亚

土耳其*

也门

伊拉克*

约旦*

南苏丹

刚果（金）

尼泊尔

苏丹

黎巴嫩*

乌干达

索马里

缅甸

巴基斯坦

乍得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

毛里塔尼亚

巴勒斯坦

喀麦隆

布基纳法索

阿富汗

朝鲜

中非

乌克兰

马里

瓦努阿图

埃及*

危地马拉

尼日尔

吉布提

海地

塞内加尔

叙利亚（区域）*

申请国家 申请金额

2015年人道主义资金

2016年总额（美金）

* 叙利亚区域难民和韧性方案覆盖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请注意，伊拉克的数字包括了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影响人口的响应。

注：2015年数据为通过“人道主义响应方案”和“叙利亚区域难民和韧性方案”获得的资金请求和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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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医疗和卫生用品，以满足沿巴尔干半岛前往欧洲的难民
和移民的需要。
©联合国人口基金

全球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人道主义行动的支持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人道主义行动重点关注以下领域：确保获得性

与生殖健康（SRH）服务；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GBV）；赋予

妇女、青春期女孩和年轻人权力。作为人道主义和发展规划及方

案的后续工作，联合国人口基金已采取措施，增强能力，及时有

效地作出响应，并提升韧性。

2015年全球对该领域的支持

2015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对重大紧急情况作出了响应，包括西非

埃博拉病毒的爆发，以及中非共和国、伊拉克、南苏丹、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的持续冲突。另外人口基金还向其他国家提

供了紧急情况响应和应急准备的支持。

在这一年中，联合国人口基金获得的全球支持取得了若干成就：

通过扩大内部应急工作人员名册（2015年接受培训的100多

名工作人员），加强伙伴关系和外部工作人员备用名册，联

合国人口基金提升了派遣技术人员部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发放了总价值660万美元的生殖健康包，以确保紧急产科和

新生儿护理、产前和产后护理、强奸受害者的临床治疗、避

孕选择以及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满足受影响人口的紧

急需要。

为了改进危机预防、响应和问责措施，各国从联合国人口基

金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修订的预防灾害基本指南中受益。

通过25个国别办公室拨付的共计493万美元的31笔赠款，联

合国人口基金紧急基金支持了危机的快速响应。

 新的项目管理指南 - 《城市难民的性与生殖健康工具包》、

《紧急情况下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的最基本标准》-支持了实

证的项目管理，满足受影响人口的需要。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物流能力得到加强。具有功能性物流管理

信息系统的国家从2013年的75个增加到2015年的97个。

联合国人口基金加强了风险分析。在2015年制定的27个联合

国人口基金国别方案中，23个纳入了风险分析。

下一步

2016年是国际人道主义行动的转折点。联合国人口基金将推动实

施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作出的承诺，确保针对妇女、女童和青年

人采取变革性的人道主义行动。

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关注继续加强危机预防、地方和国家的自

主权和机构能力建设、数据收集和实证倡导及政策支持。

为了有效地实现可持续成果，联合国人口基金将提升机构能力、

增强体系，增加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并在人道主义

环境中有效解决性别暴力。在全球和实地一级，努力推出新的

性别暴力最基本标准和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实施机构间性别暴

力指南，引领性别暴力领域的合作。

在紧急情况下，根据实地经验、案例研究和全球文献调查，制

定最基本标准指导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

和合作伙伴将修订《人道主义中的生殖健康机构间工作组现场

手册》，反映最新的进展，继续推出城市地区难民生殖健康的

性与生殖健康工具包，并进一步加强性与生殖健康应急工作人

员名册。

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使应急系统体制化，并进一步开发工具，以改

善人道主义和脆弱环境下的生殖健康用品预测能力。

联合国人口基金将加强成果报告、信息传播和知识共享。改进

风险指引型项目管理，将脆弱性分析纳入项目设计、实施和监

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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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实现每一次怀孕都合乎
意愿，每一次分娩都安全无恙，每
一个青年的潜能都充分实现。

纽约总部

Ugochi Daniels：人道主义和脆弱环境部门主任

daniels@unfpa.org

Ann Erb-Leoncavallo：新闻传播顾问

leoncavallo@unfpa.org

日内瓦

Ingo Piegeler：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

piegeler@unfpa.org

区域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

阿拉伯国家：Mollie Fair   fair@unfpa.org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Priya Marwah   marwah@unfpa.org

东欧和中亚地区：Emmanuel Roussier   roussier@unfpa.org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Jayne Adams   adams@unfpa.org

东非和南非地区：Dr.Jonathan Budzi Ndzi   ndzi@unfpa.org

西非和中非地区：Judicael Elidje   elidje@unfpa.org

封面图片：叙利亚和周边地区：伊拉克杜胡克省杜米兹营地的
叙利亚难民.©联合国人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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