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抗击成果：速览
Nombasa Krune-Dumile 是南非开普敦的一名一
线医疗工作者。她曾与艾滋病、结核病和
2019冠状病毒病抗争并最终幸免于难，如今她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帮助他人战胜这些疾病的
事业当中。

Schermbrucker/全球基金

2002年以来，全球基金援助的各项卫生计划
挽救了 3800 万人的生命。总体而言，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这三大流行病每年导致的死亡人
数已从峰值水平几近减半。

挽救了 3800
万人的生命
这些成果是实施者政府、多边机构、双边合作
伙伴、民间社会团体、受影响人群和私营部门
共同努力的结果。 尽管全球基金投入援助的各
个国家在 2019 年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 2020
年，201 9冠状病 毒 病带来的冲击大有让数十
年来的抗击 进程 脱 轨 之势。我们 要阻 止这一
势头。

抗击形势

艾滋病
在所有艾滋病项目的国际资助中，全球基金所
提供的资助占比达21%。我们在扩大检测和救
命性治疗的可及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全球
基金投入援助的九个国家取得了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的三个 90% 防治目标，即：90% 的感染
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0% 已经诊断的感染
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0%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
染者病毒得到抑制。自 2002 年以来，艾滋病
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61%。但是，新感染者的数
量下降速度不够理想。关键人群以及青春期少
女和年轻女性的艾滋病感染比例畸高，我们必
须做出更多努力，降低这些群体的感染率。

结核病
在所有结核病项目的国际资助中，全球基金所
提供的资助占比达73%。我们与合作伙伴携手
努力，加快了寻找结核病“遗漏”人群的进程，
遗漏人群是指未经诊断、未经治疗和未经报告
的结核病人群，如不予以治疗，他们可能死亡，
或将疾病传播给他人。在全球结核病负担最重
的 13 个国家，结核病通报率和发生率之间的
鸿沟已从 2014 年的 49% 降至 2018 年的 33%
。自从全球基金于 2002 年成立以来，结核病
死亡人数（不包括艾滋病感染者）下降了25%。
然而，结核病仍然是世界头号致死性传染病，
每年死于该病的人数预计达到 150 万例，而耐
多药结核病对全球卫生安全的威胁也在不断
增加。

疟疾
在 所有疟 疾项目的国际资助中，全球 基金所
提供的资助占比达56%。自 2016 年以来，有六
个国家经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其
他国家也在实现这一里程碑方面取得进展。目
前，我们正和合作伙伴携手努力，对世界首支
疟 疾疫苗进行 试点，并采用新型杀虫蚊 帐 对
抗杀虫剂抗性。自 2002 年以来，疟疾死亡人
数下降了46%。然而，新发疟疾病例的下降势
头 在 近年来出现停滞。资 金支助已经 停滞不
前，而杀虫剂和药物抗性却在升高，疟疾存在
卷土重来的风险，来之不易的抗击成果可能毁
于一旦。

主要成果
2010万人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覆
盖率从 2015 年的 48% 提高到了 2019 年
的 67%。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价格从 20 0 0年的每
年10000美元下降至2019年的每年66美元。
7 1 8 0 0 0名艾滋 病感 染 母亲接受了药物治
疗，以保住自己的性命，防止将艾滋病毒传
染给婴儿——覆盖率从 2010 年的 44% 提高
至 2019 年的 85%。

5 70万人 正在 接受结 核 病 治疗，覆 盖率从
2010 年的 48% 提高到 2018 年的 65%。

1.6 亿顶防疟蚊帐得到分发，防止 3.2 亿人次
（主要为儿童）感染疟疾。

125000 人接受了耐多药结核病治疗。

一顶防疟蚊帐的成本降至 2 美元以下，抗疟
治疗成本则降至 0.58 美元。我们利用从中
节省下来的资金，增购了 1400 万顶蚊帐，
多治疗了 2400 万人。

1 6 9 5 7 1名 结 核 病 接 触 儿 童 接 受了预 防性
治疗。

1 1 0 0万名 妊 娠 女 性 接 受了抗 疟 疾 预 防 性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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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技师在印尼雅加达市的结核
病主要收治医院中工作。

2019冠状病毒病阴影下的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抗击征程
2019 冠状病毒病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目前的艾滋 病、结核
病和疟疾抗击工作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大有
逆转数十年抗击进程之势。2019冠状病毒病导
致的封锁、停运和资源分流致使高达75%的艾
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受到中断。近期研究
显示，由于受2019冠状病毒病的冲击，来年艾
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几近
翻倍。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机制基金分配
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

54%
用于加强各国的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

35%
用于缓解 2019 冠状病毒病对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影响

在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
应对方面，全球基金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们
是“获取2019冠状病毒病工具加速计划”
（ACT
Accelerator）的创始合作伙伴，该计划旨在研
发并公平地分发2019冠状病毒病防护设备、检
测、治疗和疫苗（尚在研发），是世界上针对这
一事业的最大的合作计划。我们为 103 个国家
提供了超过 7 亿美元的资金以及 11 个多国项
目，以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保护前线卫生工
作者，巩固卫生系统，缓解2019冠状病毒病对
于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影响。我们
是世界上最大的卫生系统强化补助金提供机
构，每年投入的金额超过 10 亿美元。我们对卫
生工作者、实验室、供应链改进和卫生信息系
统的投资是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应对2019冠状病
毒病的基础。但是，我们用于抗击2019冠状病
毒病的初始资金即将消耗殆尽。未来 12 个月
内，全球基金迫切需要 50 亿美元的资金来继
续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保护抗艾滋病、结核
病和疟疾进程。

11%
用于紧急改善卫生
系统和社区系统

“

全球基金四管齐下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

保护
一线
卫生工作者
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

调整艾滋病、结核
病和疟疾项目
强化
卫生系统

我们 过去十年所 取
得的所有成果可能在
2020 年毁于一旦。我
们要阻止这种情况的
发生。我们必须团结
一心，奋力抗击。
Peter Sands
全球基金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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