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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全民健康覆盖
问题高级别会议前夕推出2019
年《全球监测报告》。从三个方
面来看，坚定的政治承诺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首先，应加快
在已获改善领域的进展速度；第二，应消除那
些影响一些国家和某些人群获得卫生服务的
各种障碍。第三，我们显然必须扭转在获得基
本卫生服务领域人们面临日益沉重财务负担
的趋势。

一方面，报告阐述了全球在扩大基本卫生服
务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报告指出，所有区域
和所有收入人群的状况都有所改善，其中较
低收入国家获益最大。而另一方面，较贫穷国
家仍落在后面，总体进展速度在放缓。报告还
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因支付基本卫生服务费
用而陷入财务困境。而在公共卫生支出较高的
国家，人们受到较好保护。

报告首次重点阐述了性别问题，揭示了性
别规范和权力架构如何影响人们获得卫生服
务。获得准确数据并以正确方式分解数据，有
助于我们深刻了解究竟是谁落在后面和为何
落在后面，并能显示需要在何处提供进一步
投资。显然，我们必须摆脱国家平均数据的束
缚，因为国家平均数据往往会掩盖服务失灵
问题，遗漏最脆弱人群。为获得成功，必须做

出坚定承诺，重视最弱势人群，首先是重视女
性。

过去几年来卫生领域投资不断增加，我们
对此感到欣慰。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指
出，首先应投资于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其中应侧重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工作。二级
和三级服务是每个卫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国家不能仅依靠治疗。通过增进健康和
预防疾病，各国可以避免或推迟较昂贵的服
务。这将提高卫生支出效益，拯救生命，延长
健康预期寿命。

本报告明确呼吁各国政府将国内生产总值
的1%用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为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增加投资，或提高效率和公正性。应
汇集卫生资金，实行预付制度，并进行有效管
理。这是我们努力实现全球人人享有健康权
的最可靠方式。我们以及政治领导人有责任
做出正确的经济、财政和社会选择，通过重
点投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

全民健康覆盖目标很宏伟，但它是可以实
现的。全民健康覆盖首先是一项政治抉择。所
以，今年的高级别会议极为重要。世界各国领
导人坚定的政治承诺是克服各种障碍和在增
进全世界健康、安全、公平方面取得进展的
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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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进展情况以确定重点

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人均应能
够在不造成财务困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良
好卫生服务。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应有评估
进展的正式监测机制，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
为此编写了本报告。本报告重点阐述卫生服
务和财务保障的全球覆盖问题，并论述了与
性别和公平相关的挑战。它还将初级卫生保
健视为通向全民健康覆盖的必由之路。

服务覆盖面有所改善，但改善速度不够快

从2000年到2017年，用于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
下指标3.8.1进展情况的全民健康覆盖指数全球
平均值从45（最高值为100）升至66。所有区域和
所有收入人群的情况都有所改善（图1）。主要由
于传染病干预措施，以及由于生殖、孕产妇、新
生儿和儿童卫生服务，低收入国家取得的进展最
大。但总体上，最贫穷国家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图 1 2017年，除高收入国家外，世卫组织各区域内国家全民健康覆盖指数存在差异

72–76≥77 62–71 46–61 ≤45 无确定的数据集 不适用

资料来源：地图由世卫组织制作。本地图和出版物中使用的边界、颜色或其他名称或称号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或世卫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合法地
位有任何意见或判断，也不意味着对这些边界或分界线的认可或接受。
资源：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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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落后。2017年，中等收入国家是缺少基本卫
生服务的绝对人数最多的国家。

需要加快进展速度

从全球来看，自2010年以来，许多国家的进展速
度有所放缓。要取得进展，特别是要在低收入国
家中取得进展，就需要大力加强卫生系统，提供
全民健康覆盖。还应处理非传染性疾病服务进
展较缓慢的问题。2017年，几乎一半的世界人口
(33%至49%)享有基本卫生服务。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时代（2015-2030年），覆盖人数预计将增
加11亿至20亿人，但这一趋势将被人口增长抵
消。因此，覆盖的人口比例可能上升较慢。如果
在2030年前维持目前的趋势，预计全球39%至
63%的人口将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所以，如果要
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关于全民健
康覆盖的指标，必须显著加快进展速度，覆盖面
需要扩大一倍。

财务保障走错了方向

个人及其家庭为服务覆盖面的扩大付出了巨大代
价。2000年至2015年期间，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

率（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指标3.8.2）持续增加。灾难
性卫生支出指的是，自付医疗费用占家庭消费或收
入的百分比很高。自付费用超过家庭预算10%的人
口比例从9.4%升至12.7%，自付费用超过家庭预算
25%的人口比例从1.7%上升到2.9%（图2）。2015
年，约有9.3亿人将10%以上的家庭收入用于卫生
支出，约有2.1亿人的卫生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
25%。按相对贫困线（即人均日消费或收入中位数
的60%）计算，2000年至2015年，因自付医疗费用
而陷入贫困的人口百分比从1.8%升至2.5%（图3）
。总体而言，财务保障状况在恶化，而不是在改善。
但在卫生领域投入较多公共资金的国家情况则较
好。

卫生系统薄弱和社会经济因素有碍扩大覆
盖面

卫生系统内外因素影响着服务使用模式，并且
经常产生交叉影响。基础设施不足、人力资源差
距、服务质量差以及对卫生从业人员和医疗机构
的信任度较低仍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障碍。此
外，社会经济因素也对获得卫生服务和最终健康
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在免疫接种、环境卫生
和产前护理等基本服务方面，穷人的覆盖率也较

图 2 按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关于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指标
3.8.2衡量，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自付医疗费用财
务保障程度持续下降

自付医疗费用超过10%或25%家庭预算的人口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下指标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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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卫组织、世界银行(2019年)。2019年全球卫生领域财务保障监测报
告。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19年。许可证:CC BY-NC-SA 
3.0 IGO。

图 3 全球范围内，按相对贫困线（即人均日消费或收入
中位数的60%）计算，因自付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的人数
上升，但按每日1.9美元或3.2美元绝对贫困线计算，则人
数呈下降趋势

人口百分比

每天1.90美元 每天3.20美元
消费(LCU/cap/d)中位数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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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卫组织、世界银行(2019年)。2019年全球卫生领域财务保障监测报
告。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19年。许可证:CC BY-NC-SA 
3.0 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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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就这些基本服务而言，农村覆盖率通常低于
城市，但在一些区域，例如在西太平洋区域，目前
就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覆盖率而言，城市低于
农村。

性别是获得卫生服务和求医行为的一个因素

获得性和生殖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儿童卫生保健
服务的机会在增多，但许多妇女和儿童仍然无法
获得服务（图4）， 特别是在非洲区域。另外，贫
困妇女和农村妇女的覆盖率较低。男性和女性的
非传染性疾病均呈上升趋势，非传染性疾病死亡
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70%以上。性别规范和权力
关系影响妇女获得卫生服务和及时诊断，而有害
的关于男子气概的观念以及烟草和酒精的大力促
销则加剧了男性冒险行为，并降低了他们使用卫
生服务的意愿。

填补数据缺口，确定卫生投资重点

由于全球特别是国家卫生信息系统的薄弱，大多
数国家在服务覆盖面、财务保障以及性别和公平
指标方面存在数据缺口。事实上，一国平均覆盖
指标掩盖了国内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异。

因此，需要有更强大的国家数据系统来确定使用
服务人口的百分比，并确定这些服务的需求量和
质量。需要有更多数据显示城郊穷人、移民和难
民以及其他边缘化人口的服务覆盖面和财务保
障情况。必须制定方法来评估当前卫生系统性能
的改善情况。

四组国家的政策重点

需要对国家进行详细的背景分析和政治经济分
析，才能开出政策处方。对服务覆盖面和财务保
障的分析结果显示，可将国家分为四大类，需要
对不同类别的国家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图5）。
· 对于高服务覆盖率、低财务负担的高收入和中

高收入国家来说，主要挑战是继续提高效率和
公平程度。

· 对于高服务覆盖率、高财务负担的中低收入国
家来说，主要挑战是确保建立普遍包容机制以
避免高额自付费用。

· 低服务覆盖率、高财务负担的国家需要全面改
革其服务提供和卫生筹资安排，优先解决不平
等问题。

· 低服务覆盖率、低财务负担的国家，主要是高
度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需要有基本的卫

图 4 较贫困家庭使用生殖、孕产和儿童卫生服务的水平低于较富裕家庭

覆盖(%)
财富十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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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覆盖指数

已获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

产前保健（4次以上保健）

百白破疫苗接种

求治肺炎

环卫设施获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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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2010-2017年期间96个国家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或多指标类集调查以及每个国家的最新调查。估计数是按人口加权的国家数值平均数。
资料来源：人口与健康调查以及多指标类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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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包括建立人力资源、供应链和基础设
施。

初级卫生保健带动全民健康覆盖

即使不是在所有情况下，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
初级卫生保健能够带动全民健康覆盖。它体现适
当重点，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道路上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它重视增强社区能力和社会问责，
跨越多个领域，与教育、营养、水和卫生设施密
切相关。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将以前专门针对传
染病的服务与针对妇女和儿童健康及非传染性
疾病的服务相结合，处理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人口
和流行病挑战，并促进采用数字卫生等创新措
施。它仍是就近满足家庭和社区综合健康需求的
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调动本国资金和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

要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每年需要新增投资
大约2000亿美元。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每

年需要新增1700亿美元，用于提供更全面的一揽
子服务。这些数额可能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仅
比全球每年7.5万亿美元卫生总支出多大约5%。
如果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扩大初级卫生保
健干预措施，到2030年，总共可以挽救6000万人
的生命，平均预期寿命将增加3.7岁；投资于更广
泛的卫生系统总共将拯救近1亿人的生命。

大多数国家可以通过筹集国内资金增加公共
卫生支出，或通过向初级卫生保健重新分配资
金，或两者并用，来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应根据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改善国内税收和收入
状况，增加政府收入。所有国家都应立即增加分
配或再分配给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总金额，增加
额应至少相当于1%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对于最
贫穷的国家，包括对许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这
可能既不可行，而且可能也不够。应避免那些虽
可能会带来额外资源、但却会进一步割裂系统并
阻碍全民健康覆盖的卫生筹资方法。卫生领域的
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以及长期技术援助必须越
来越多地侧重于低收入国家，协助低收入国家发

图 5 各国在服务覆盖和财务保障方面处于不同阶段

服务覆盖指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指标3.8.1，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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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第一个四分位 第二个四分位

第三个四分位第四个四分位

平均

注：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指标3.8.1，使用了2015年数值和收入分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指标3.8.2，使用了可获得数据的最近一年的数值，以及2015年收入分组。
数据来源：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指标3.8.2 的财务保障全球数据库：http://apps.who.int/gho/portal/uhc-financial-protection-v3.jsp；世
卫组织建立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指标3.8.1的全民健康覆盖服务全球数据库（2019年9月）：http://apps.who.int/gho/portal/uhc-service-coverage-v3.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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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评估和扩大新的创新服务提供和系统强化模
式。

总之，全民健康覆盖是一个政治选择

全民健康覆盖目标宏大，但可以实现。急需加快
进展，而初级卫生保健为此提供了工具。此外，

围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的全球行动计划等，
全球主要卫生机构正加强协调，以便更系统和更
一致地向国家提供支持。为确保人人健康权，政
治领导人必须做出正确选择，为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做出合理的经济、财政和社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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