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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我们在一生中前所未见的危机。这场危机在 2020 年导致 1 亿人陷

入极度贫困。它扩大了不平等，且带来的风险是经济复苏可能会把穷国甩在后面。此外，

在这场危机到来之际，许多国家还面临导致其异常脆弱的长期挑战 ：如不可持续的债务、

气候变化、冲突和治理不力。

世界银行集团采取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危机应对措施，帮助 100 多个中低收入国家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在卫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我们的措施集中在四大关键领域 ： 拯救生命、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支持企业增长和 

创造就业、以及实现更好重建。我们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走出全球危机，构建绿色、

韧性和包容性复苏。

前所未有的全球行动  

自 2020 年 4 月起的 15 个月间， 世界银行已部署超过 1,570亿美元 * 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和私营部门。

世界银行向各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包括 ：

• 国际开发协会承诺向最贫穷国家提供 533亿美元 

• 国际复兴银行承诺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 456亿美元 

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担保机构向私营行业提供的资金包括 ： 

•  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 427亿美元
•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签发担保合同总额 76亿美元

*  这一总计数字和随后的分类数字包括短期融资、动员资金和受援国执行的信托基金。



我们在全球进行的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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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财年的 12 个月期间，世界银行

集团资金承诺额总计

988 亿美元
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

和受援国执行的信托基金承诺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

发行总额。国际金融公司的承诺包括对国际金融公司自

身账户的长期承诺和短期融资承诺。



世界银行向帮助 100 多个国家满足其紧急卫生需求的项目提供了资金。这些项目重点包括检测、病例跟踪

和治疗 ；购买医疗和实验室用品 ；以及培训医务人员。

• 我们还重新部署了现有项目的资金来支持各国的应对措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我们启动了旨在应对灾害的巨灾风险延迟提款选择机制（Catastrophe Risk Deferred 

Drawdown Option）。

• 我们的努力包括与广泛的全球伙伴合作，包括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全球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疫苗。世界银行正在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COVAX） 和直接向生产商采购的方式

获取疫苗。一项为期两年的 200 亿美元的融资计划正在帮助各国采购疫苗和建立疫苗部署系统。截至

2021 年 8 月，我们已向 54 个国家承诺 46 亿美元。

• 我们还与合作伙伴合作，帮助 140 个发展中国家评估其安全分发疫苗的准备情况。我们还与非洲 

联盟合作，帮助非洲各国为 4 亿多人购买和部署疫苗。

• 国际金融公司正在提供 40 亿美元，以便提高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和获得重要医疗设备的能

力。国际金融公司正与双边合作伙伴一道投资 6 亿欧元，以促使南非的爱施健制药公司（Aspen 

Pharmacare）具备生产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单剂疫苗的能力。

卫生系统。世界银行的投资和相关政策支持正在帮助各国出于长期考虑而加强卫生系

统，包括通过建立应对未来疫情大游行和防止其他基本卫生服务中断的韧性。

•  我们从埃博拉（Ebola）疫情中吸取教训，扩大了国际开发协会对西非和中非在疾

病监测方面的资助。为加强防范工作，世界银行还向一些地区性卓越中心提供了支

持，包括 ：非洲疾病控制中心（Afric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东非公

共卫生实验室联网项目（East Africa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Networking 

Project）和西非卫生组织（the West Af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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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

保护穷人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近 1 亿人面临陷入极端贫困，逆转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面临粮食不安全

的人口数量是以上一类人口的两倍，特别是本已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高达 16 亿名学生失学。

女性不仅更有可能失业，而且还面临更多提供护理的需求和基于性别的更高暴力风险 。

社会保障。当人们失去收入和生计时，有一个安全网至关重要 ：但在疫情之前，最贫穷国

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群能够获得这种支持。世界银行的资金正在帮助各国加强社会保障，以应对

危机并构建长期韧性。

• 在加纳，世界银行正在支持向 35 万个家庭进行一次性现金转移支付。在巴基斯坦， 

世界银行将为国家安全网中高达 400 万人提供 2,500 万美元紧急转移支付。

• 在索马里，国际开发协会提供了 6,500 万美元赠款，帮助其“国家现金转移支付 

计划”向家庭提供援助，为这些家庭补充收入，并优先考虑儿童健康和教育。

教育。我们正在帮助各国让学生重返校园，弥补学习损失，并重建一个更加有效、更有韧性

和更加公平的系统。

• 在印度，一个 5 亿美元的项目正在投资远程学习，以降低辍学率，提供补救指导，并为教师、

学生和家庭提供心理支持。这项措施将覆盖大约 2.5 亿学龄儿童和 1,000 多万员教师。

粮食安全。国际开发协会专门应对危机的资金正在通过扩大应急安全网和提供生计

支持，以便为早日应对粮食不安全问题给予支持。

• 在也门，我们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为最脆弱地区的 15 万个家庭提供支持。

• 在海地，我们动用应急资金帮助小农场购物种子、化肥和其他投入，保证未来两个种植 

季节的生产。 



疫情对私营企业造成严重影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整个新兴市场近 40% 的小企业已经或即将出现财务

拖欠。提振私营部门是遏制经济危机和支持经济复苏的关键 ；在许多国家，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和创造就

业将与改革和经济转型密切相关。

向企业提供支持。在中低收入国家，企业在疫情期间面临严重财务困难 ；许多企业需要帮助

才能维持经营，保留工作岗位。

• 国际金融公司于 2020 年 3 月推出规模为 84 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快速通道基金，为现有客户提供

流动性。到 2021 年 6 月，已承诺资金 58 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提供给最贫穷国家、脆弱国家和受冲突

影响的国家。

• 国际金融公司所提供资金大部分用于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的一大来源）、以及由女企业家

创建的企业。

•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 65 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计划帮助投资者和贷款机构减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危机产生的影响。

• 世界银行还向印尼、墨西哥、巴拉圭和乌拉圭有生存能力的企业提供帮助，并协助这些国家加强破产

机制，构建金融行业的韧性。

数字经济。此次疫情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表明，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但在几乎没有互联网接入的国家，实现普遍、可负担和高质量的互联网连接需要大量投资。

• 世界银行的“非洲数字经济倡议”支持非洲联盟的数字转型战略 ；该战略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实施 

每一位非洲人、每一家非洲企业和每一个非洲政府都能够上网。

•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我们正在帮助农场与市场连接起来，利用数字技术跟踪交货情

况和产品质量。这有助于农户加强生计和提高收入，同时在价值链中构建韧性。

• 在约旦，一个 1.63 亿美元的项目正在通过提高技能、创造就业机会和帮助

高增长公司获得融资，以便让贫穷和脆弱的年轻人——包括约旦和叙利亚

难民——接触到数字化机会。

支持企业增长和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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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复苏之际，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需要宏观经济支持，但也需要进行改革来提振增长前景。世界银行

的知识产品提供的洞见可以帮助各国为长期复苏打好基础 ：具体方法是协助各国建设更具韧性的基础 

设施、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工作、以及适应快速变化的气候。

可持续基础设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实现更好重建、实现气

候目标、并通过开发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刺激增长缓慢的经济。世界银行正在帮助各国政府评估项目、

获取资金，并利用私营部门的资金和专长。

• 从吉布提到塞内加尔的 11 个非洲国家，我们将在 5 年内投资 50 多亿美元，帮助他们恢复 

退化的土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并开发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

全面支持。我们相信，通过以透明和可持续债务和投资为基础的政策和制度强化，

各国可以恢复增长，并同时确保实现绿色、韧性的和包容性增长。

• 在牙买加，一项 1.5 亿美元的开发政策贷款正在帮助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紧急财

务援助，支付企业应对经济冲击，并加强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复苏和气候韧性。

实现更好重建

实现更好重建



凭借对各国的深入了解和广泛的全球覆盖、一系列灵活的融资机制、深厚

的多行业知识与专长、以及广泛的号召力，世界银行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

我们设法帮助各国走出危机，实现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复苏。如果不能在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取得持续进展，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就无法实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

www.worldbank.org/coronavirus

www.worldbank.org/vaccines

www.worldbank.org/changing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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