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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对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
总干事的报告

本报告介绍 COVID-19 大流行病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工发组织针对这一危
机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

背景情况
1.

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COVID-19 爆发为大流行病的一年后，世界仍在努力应对

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2021 年 1 月，COVID-19 造成 200
多万人死亡，使其成为现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流行病之一。
2.

这场大流行病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影响，造成产出、支出、就业

和整体经济增长的下降，最终导致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3.

虽然全球制造业 2019 年已经在减速，但这场大流行病对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工发组织的估计，2020 年制造业生产下降 8.4%，制造业附加值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全球占比从 2019 年的 16.5%下降到 2020 年的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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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场大流行病也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巨大影响。贸易下滑的迹象最初

显现于 2020 年 1 月，当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都出现了负面趋势。国际贸易
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在 2020 年第二季度，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该季度全球商品
贸易下降了 20%以上。2020 年下半年的贸易趋势虽然仍不乐观，但明显好转。2
5.

早在 2020 年 4 月，遏制措施和工作场所关闭已经影响到近 27 亿工人，约占全

球劳动力的 81%。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0 年的工作时间损失大约是 2019 年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的四倍。3尽管 2020 年下半年有所改善，但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仍远
高于危机前水平。
6.

据联合国估计，2020 年，失业和收入损失又导致约 1.31 亿人陷入贫困，其中

许多人是妇女、儿童、非正规就业的工人和来自边缘化社区的人。妇女尤其受到这
一大流行病的影响，因为她们占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劳动力的 50%以上，在这些部
门，远程工作往往并非一种选项。4
7.

除了这些短期动态外，COVID-19 的危机可能会产生长期的重大后果。尽管全

球经济正在恢复增长，但它在可预见未来不太可能恢复正常。这场大流行病所引发
的重大转变包括数字化和自动化步伐的加快、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和
生产率的影响。
8.

COVID-19 大流行病可能会长期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除非启动全球政策

应对措施以协助实现强劲和可持续的复苏。这些行动应包括对经济、社会和气候复
原力的明智投资、振兴全球贸易、避免采取过早紧缩的政策和解决日益扩大的不平
等问题。
9.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受到 COVID-19 危机的严重威胁，该议程

的实现取决于成员国在政治上是否有决心让世界稳步走上复苏之路。
10. 2020 年估计为 12.7 万亿美元的刺激措施 3 防止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崩溃，但如
果不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生产性可持续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建设抵御未
来经济、社会和气候冲击的能力，则将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负担。
11. 外国直接投资、侨汇、出口和收入的既有减少需要通过加大官方发展援助来予
以弥补。成员国、捐助界和金融机构需要制定一个顾及有必要在数量和质量上对筹
资加以调整的可行的复苏模式。
12. 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仍将是实现经济复苏和建设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复
原力的未来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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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联合国系统的应对措施
13. 如前所述，工发组织对这场危机的应对举措是秘书长发起和领导的联合国对
COVID-19 联合全面应对举措的一部分。
14. 特别是，联合国关于采取即时社会经济措施应对 COVID-19 的框架给联合国系
统采取行动帮助实现社会经济复苏提供了指导。
15. 联合国系统的联合应对措施由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及其成员实体在联合国驻地
协调员领导下制定和实施。它借鉴了作为一个整体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
体的专门知识。
16. 每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都在“社会经济应对计划”中阐述了国家一级的联合应
对措施。在编写本报告之时，121 个国家工作队已经完成了其本国的社会经济应对
计划。

三.

工发组织对成员国的支持
17. 如 IDB.48/11-PBC.36/11 号文件第三节所述，工发组织框架《应对危机：建设
更美好未来》与联合国框架相一致，概述了工发组织在该框架于 2020 年 5 月问世
后的 12 至 18 个月内所持做法。
18. 工发组织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提供援助，而且所有此种援助均符合其技术合
作、政策分析和咨询、规范和标准以及召集会议和伙伴关系这四项核心职能。
19. 该框架概述了以下三项综合一揽子计划，据以支持成员国采用全面的社会经济
复苏做法：
㈠

“防范和遏制”，以支持为健康危机做好准备，遏制其经济后果；

㈡

“应对和适应”：以支持包括中小微型企业在内的生产部门作出调整，从

而应对危机，包括为此采用包容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及管理医疗废物；并且
㈢

“复苏和转型”，以支持复苏并向具有包容性、复原力和在环境上可持续

的经济转型。
20. 正如最近在 2020 年 11 月的 IDB.48/CRP.5 号文件中所报告的，除了实施正在
进行和计划进行的方案和项目外，工发组织 2020 年 2 月初作为紧急事项开启了应
对 COVID-19 危机的具体活动。
21. 工发组织对 COVID-19 应对措施的支持包括以下几组活动：
㈠

监测、形势分析和信息共享，包括通过关于 COVID-19 的影响及缓解其影

响的文章、分析和评论文章的方式以及关于 COVID-19 在国家和工业层面影响的及
时和详细的统计数字；5
㈡

对制造业企业的调查；

㈢

创新思维与技术的全球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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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发起 COVID-19 工业复苏方案；

㈤

在包括业务连续性和复苏方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指导；

㈥

通过线上会议、网上研讨会和培训分享知识；

㈦

应急援助，包括支持各国政府采购关键物资；

㈧

统一洗手液、医用口罩、其他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的质量标准；

㈨

通过更改个人防护设备生产用途来振兴轻工制造业；

㈩

支持个人防护设备、医疗器械等的本地化生产和测试；

(十一)

为中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开展工作场所安全方面的能力建设，

以遏制因安全问题而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为预防危机做出相应的调整；
(十二)

医疗废物管理和危险医疗废物处置；及

(十三)

重建得更好：支持经济复苏，以实现包容、有复原力和在环境上可持续

的经济增长。
22. 工发组织将继续努力应对这场危机并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既要给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的共同努力做出贡献，又将作为联合国系统的工业发展组织经实施其方案和项
目而提供其专门知识。对工发组织框架《应对危机：在 2021 年下半年建设一个更美
好未来》所做的更新将决定工发组织在当前健康危机平息后的时期内所提供的服务。
23. 通过执行其包容和可持续工业发展的任务，工发组织为社会经济应对措施、经
济复苏和建设更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

四.

需请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4. 委员会似宜注意到本文件所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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