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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 
叙利亚被占戈兰的卫生状况 

实情调查报告 

秘书处的报告 

1. WHA59.3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提交一份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
和叙利亚被占戈兰卫生和经济状况的实情调查报告。秘书处与一组外部专家一起审议了
来自可靠来源的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状况的约 90 份报告1。此外，通过电话采访了在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担任处理卫生与相关问题重要职务的 10 个选定人物。未能确认关于
叙利亚被占戈兰卫生状况的足够信息用于这次审议，专家小组也未能开展实情调查。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卫生决定因素 

经济危机 

2. 虽然巴勒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在近几年有所增长（例如，在 2005 年增长约 5%）,但
估算表明在 2006 年下降了 8%至 10%。在新政府成立后最初六个月期间，月度税收减少
至约 170 万美元（一年以前为 1.04 亿美元）。自 2006 年 3 月以来，政府只能支付政府雇
员工资的约 40%（估计影响包括受抚养人在内的 100 万人）。人员流动障碍促成经济衰
退和失业增多。尽管增加了外部援助，但生活在贫穷中（并因此受到健康方面的不良影
响）的人数自 1999 年以来翻了一番，几乎占人口的 70%。 

公共服务 

3. 迅速加剧的贫穷和部分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使要求巴勒斯坦当局采取行动的公众
压力不断加大，但缺少财政手段。政府雇员的一次罢工进一步削弱了卫生部和中央地方
当局的力量，并伤害了经济。 

                                                 
1 应要求可提供参考文献和专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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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饮食 

4. 据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几乎半数人口面临食物缺乏保障或有此风险。世
界粮食计划署计划在 2006 年向 48 万人提供食物援助，但由于贫穷迅速加剧，总人数增
至 60 万。不断加剧的贫穷使承担食物费用的能力成为最显著的担忧；食品消费总量在
2006 年下降了，因为许多人没有钱买食物并被迫卖掉土地和工具等资产1。慢性营养不
良正在增多，而且不断加剧的贫穷使饮食选择受到限制。人们食用的奶制品、蛋类和蔬
菜正在减少，他们越来越多地消费较廉价的淀粉类食物，从而正在导致肥胖。 

环境 

5.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约三分之一的社区没有供水网络并在夏季面临缺水，而网络连
接到以色列主要水供应商的社区也是这样。断电使许多家庭（每天仅 2 至 3 小时有自来
水）和卫生中心（连续断电数周）的水泵以及冰箱无法运转。 

6. 三分之一以上的西岸难民营未连接到安全的排污系统，而且加沙地带近三分之一的
家庭不能利用固体垃圾收集系统。在 2006 年，电力和燃料的短缺影响到泵站和垃圾收
集。在西岸，担忧从以色列定居点排放液体废弃物到巴勒斯坦土地上会产生污染当地泉
水的风险。2007 年 3 月在加沙有一个污水贮留池决堤，淹没了有 5000 居民的一个村子，
造成 5 人死亡，使 280 个家庭（1800 人）无家可归并易患多种风险因素引起的传染病。 

7. 武装冲突、针对自杀炸弹攻击者住所的报复行动以及在西岸建造隔离墙、定居点和
道路，对巴勒斯坦房屋造成破坏。在 2006 年，西岸和加沙地带被拆毁的居民住房分别
为 56 所和 127 所。 

生活方式 

8.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处在城乡过渡时期和经历长期
冲突的一个社会。人口的 70%以上很少或不能获得娱乐或休闲活动，看电视是 6 岁以上
儿童最重要的活动。不断恶化的形势对人口具有重大影响，他们不得不采取不付帐和减
少食物消费等应对战略（另见第 4 段）。 

                                                 
1 到 2006 年底，60%的西岸居民和近 85%的加沙地带居民正在减少其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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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生育率和生育之间较短的间隔与妇女贫血相关联，尤其是在贫穷妇女中。自 2000
年以来减少使用现代避孕方法（与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其它地方的经验形成对照），可归
咎于更加希望有更多的子女。这种情况有时可在发生很多死亡的冲突地区出现。 

卫生服务 

10. 卫生部提供所有卫生服务的 60%左右（主要从私立提供者，包括埃及、以色列和约
旦的一些提供者，购买三级医疗）并管理公共卫生规划。卫生部 2005 年总支出为 1.556
亿美元，薪金和非薪金项目几乎各占一半。近东救济工程处向难民人群主要提供初级卫
生保健服务，并在需要时采购二级和三级医疗服务。非政府组织部门包括教会医院，国
际组织支持的设施，以及社区卫生中心。私人营利性卫生部门相对较小。 

11. 人均卫生支出在 2003 年为 138 美元（无法获得更近期的数据），而卫生支出相当于
国民生产总值的 13%。卫生支出的收入约有二分之一来自捐助者。缺少专科医生、护士、
助产士和公共卫生专家。 

12. 每万人口 15.1 张病床的比例在东地中海区域属于很低范围；使用率在卫生部各医院
较合理（约 80%），但在非政府医院和私立医院很低（40%以下）。 

13. 加沙地带和西岸之间互相隔离的卫生保健提供以及以色列对所有人员流动的控制，
影响了卫生部协调其活动的能力，常常导致工作重叠和效率丧失。 

2006 年关键性事件的影响 

14. 武装冲突伤亡人数剧增、对人员和货物流通的障碍大量增多、经济危机、电力和燃
料供应失调以及罢工，对卫生部门造成巨大的问题。例如，频繁断电妨碍实验室和放射
科服务，干扰病人监测设备，并危及用于保存疫苗的冷链，尤其是在缺少发电机的半数
初级卫生保健中心。 

15. 在 2006 年 6 月，引进了世卫组织设计的指标工具，以便更好地监测不断演变的形
势的影响。证据表明卫生部各医院的住院人数以及卫生部和近东救济工程处初级卫生保
健中心就诊的人数有所增加。转诊到国外的患者人数减少。从非政府组织和私立部门转
向公立部门提供者，增加了对后者的压力。虽然自 2006 年 3 月以来未向卫生工作人员
支付薪金，但直到 8 月下旬他们仍然去上班。维持了医院和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
但药物及其它物资可得性的降低以及维持设备方面的困难危及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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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 2006 年 7 月和 8 月，伤亡人数增多，而且财政危机继续对卫生保健提供造成破

坏。各方面的短缺进一步影响卫生部各医院提供医疗的能力，尤其是长期治疗（例如透

析和癌症治疗）。在 8 月 28 日，西岸的卫生工作人员及其他政府雇员罢工，要求支付他

们的薪金。只有危急病人才接受住院，并在急诊和疫苗规划方面提供了一些服务。多数

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暂时停止，但门诊部提供了化疗和慢性病治疗。据报告，工作人员与

求医者之间关系紧张，有些工作人员受到威胁或殴打。10 月期间，卫生服务的获取在西

岸受到严格限制，但在加沙地带保持了服务。12 月至 2007 年 2 月期间，医院和初级卫

生保健服务在罢工之后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但继续存在设备问题和短缺。 

17. 在卫生部的设施中，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 2006 年初级卫生保健就诊人数和

住院人数仅略低于预期的人数。与 2005 年相比，近东救济工程处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有

了显著的提高，而非政府设施中初级卫生保健就诊人数保持相对稳定。 

18. 虽然部分恢复了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但卫生服务仍然每天有数小时经历断电。临

时国际机制继续保证为发电机供应燃料。通过 2006 年中期实施的该机制框架内首次提

供采购的药物，药物的可得性有了改进。 

健康影响 

19. 在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巴勒斯坦人口的期望寿命，男性从 71.1 年增至 71.7 年，

女性从 72.6 年增至 73.0 年。但是，2006 年的各项事件对平民人群造成极大的痛苦，削

弱了基本卫生服务，并使卫生系统达到崩溃的边缘。在 2007 年初，国际外交显示了新

的动力，配合强化的外部支持与合作，可有助于把危机转变为卫生发展的机会。 

暴力 

20. 根据现有数据，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在 2005 年（215 人）与 2006 年（678 人）之间

增加了两倍以上；近五分之一是儿童（在 2006 年为 127 人），比 2005 年增加了近三倍。

在 2007 年 1 月和 2 月，巴勒斯坦派别暴力剧增，已造成 130 例死亡，相比之下 2006 年

全年死亡人数为 146 人，2005 年为 11 人。受伤人数同样增加：2006 年巴勒斯坦受伤总

人数为 3199 人，比 2005 年的人数增加一倍以上，而儿童的相应数字（472 人）增加了

两倍以上。受伤造成残疾，从而增加了对综合康复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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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 

21. 自 2000 年以来，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稳步上升。社区精神卫生部门中记录的新精
神障碍发病率从 2000 年至 2005 年翻了一番。据报告，隔离墙在受影响的人群中造成不
良身心和行为症状显著增多。 

妇幼卫生 

22. 与生育有关的婴儿死亡率有所增长，但需要更多的调查以确立新生儿死亡率趋势及
其决定因素。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所有难民地区中，加沙地带和西岸高危妊娠的比率最
高。虽然孕产妇死亡率在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明显降低，但对医疗质量的缺陷仍然存
在担忧。 

23. 最近的调查显示，慢性营养不良和贫血流行率有所增长，尤其是在西岸的儿童中。 

传染病 

24. 在过去数年中，传染病（尤其是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的总趋势是发病率下降。但是，
恶化的环境因素（例如水、污水、住房条件）可能是造成 2006 年 5 月至 7 月加沙地带
甲型肝炎、肺炎、其它呼吸道疾病和腹泻等病增多的基础。 

25. 在 2006 年期间，罢工行动影响了疫苗接种，而且断电可能破坏了冷链。更加担忧
公共卫生系统的不良现状将影响疫苗接种规划，从而产生脊髓灰质炎等已得到良好控制
或已根除的疾病重现的风险。 

非传染病 

26. 自 2005 年以来，基本物资短缺、限制人员流动、减少转诊以及卫生服务设施罢工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减少了获取诊断和治疗服务（例如透析、癌症治疗和糖尿病治疗）
的机会。后果是增加了非传染病负担。 

卫生大会的行动 

27.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