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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进展和成果 

 

1. 2019年 7月至 2022年 6月，CAREC医疗卫生部门在推进 CAREC机制下的卫生合作方面实现

了几大战略里程碑，其中包括完成和出版了 CAREC医疗卫生概略研究，制定了《CAREC 2030年医

疗卫生战略》，并于 2021年 11月获得部长级会议批准。由于持续的出行限制，该战略相关的磋

商会议将转为线上举行。报告期内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 CAREC 医疗生部门成果框架中的成果和产

出指标的进展情况如下。 

 

A. 《CAREC2030年医疗卫生战略》的制定、批准和实施 

 

2. 根据 CAREC医疗卫生概略研究的建议，2021年 11月 CARE部长级会议制定并批准了《CAREC 

2030年医疗卫生战略》，进一步反映 CAREC 的医疗卫生合作的战略方向。在 2021年 3月 4日举

行的线上区域启动研讨会上，CAREC医疗卫生专门工作组 (WGH) 成立，为 CAREC医疗卫生合作以

及 CAREC医疗卫生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导，指明了方向。WGH的职权范围已经制定并提交。

2021年 3月至 2021年 9月，与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进行了一系列线上磋商会，就 CAREC医疗卫生

战略的优先事项和建议进行磋商，确保该战略充分反映了各国需求和优先事项。除磋商外，还开

展了国别评估，分析了现有的区域和跨境倡议以及对区域和全球卫生政策框架承诺。CAREC 医疗

卫生子网站已经更新，对 CAREC 医疗卫生工作取得的关键里程碑进行了梳理，并介绍了医疗卫生

战略。 

 

3. 《CAREC 医疗卫生战略》的愿景是：“通过采取区域性方法，全面、高效和可持续地解决 

CAREC 地区的公共卫生威胁，同时保障最脆弱人群的需求。”以加强区域卫生安全为首要目标，

战略在四个支柱方面提出了建议，四个支柱即：(1) 领导力和人力资源能力，(2) 技术准备（实

验室和监测），(3)：医疗用品需求的激增和获得医疗用品， (4) 弱势群体和边境医疗卫生。该

战略进一步列出了实施的推动因素，其中包括必要的机制设置，在这里是指由 CAREC 支持的医疗

卫生专门工作组、与发展伙伴等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各国之间关于卫生合作的政治承

诺和政策对话，以及多部门之间的协调。此外，还须通过培训、研究和知识共享等方式支持能力

建设。 

 

4. 2020年 7月，一项区域性技术援助（TA）项目——“应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和高加
索地区的健康威胁”获得批准（规模超过 400 万美元）。它包括三项产出，即：(1) 增强应对新

冠疫情的能力； (2) 发展预防、准备和应对区域卫生威胁的能力； (3) 制定 2030年区域医疗卫

生合作战略和投资框架（2022-2026年）。其中，制定 CAREC医疗卫生战略投资框架、评估区域医

疗卫生合作相关事项、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是该技术援助项目的关键内容。2020年 12月，随着战略

的制定，咨询公司和个人也被动员参与进来。 

 

5. 该技术援助项目正在支持制定区域实施框架（以前的区域投资框架），明确实施领域。计

划在 2022 年第三季度向 WGH 提交并讨论该框架。另，CAREC 已启动与有意在本国战略中纳入

《CAREC 医疗卫生战略》推荐的跨境/区域方法的国家的磋商，这项工作将持续推进。在技术援助

下，其他的区域活动也已启动，这些活动与《CAREC2030 战略》的建议保持一致，支持各国更好

地应对新冠疫情。2022 年，与 9950 技术援助项目密切相关的系列区域网络研讨会已经启动（在

2021年已与各国就研讨会主题进行了磋商）。区域网络研讨会系列的主题是：(1) 民众对疫苗接

种的迟疑态度和鼓励行为改变的宣传工作（2022年 3月 16日至 30日）； (2)加强采购和供应链

管理，包括区域合作的可能性（2022年 4月 7日、5月 6日和 6月 2日）。可在 CAREC学院官网

https://www.carecprogram.org/?event=virtual-regional-inception-workshop-on-formulation-of-carec-health-strategy-2030
https://www.carecprogram.org/?page_id=19337
https://www.carecprogram.org/?page_id=19337
https://www.adb.org/projects/documents/reg-54124-001-tar
https://www.adb.org/projects/documents/reg-54124-001-tar
https://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tag/supply-chain-and-procurement
https://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tag/supply-chain-and-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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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供应链系列网络研讨会录音。尚在酝酿阶段的网络研讨会有：(1) 实用流行病学以规划新冠

疫情的预防、保护、遏制和病例管理对策； (2) 药物监管：推动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监管，

支持全民医保，提高监管机构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3) 数字健康基础和创新。此外，

CAREC正在探索试行区域卫生安全仪表板。 

 

 

B. 《CAREC 2030成果框架：医疗卫生部门》 

 

6. 2020 年 12 月 7 日，第 19 届 CAREC 部长级会议批准了《CAREC 2030 成果框架》。涉及 

《CAREC 2030战略》的五大业务集群的成果和产出指标。在第五业务集群（人类发展）下，2017 

年至 2022 年在医疗卫生指标的成果产出方面取得了以下进展： 

 

表 1《CAREC2030成果框架：医疗卫生部门》 

成果 指标 2017 2022 

区域医疗卫生合

作得到提升 

将区域联合举措和跨部门活动纳入全民健

康覆盖（UHC）和/或医疗卫生部门战略或

计划的 CAREC国家数量* 

 

不适用 格鲁吉亚近日将《CAREC医疗

卫生战略》建议纳入其国家卫

生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正

在制定新的医疗卫生部门战

略，并且正在开展磋商以纳入

跨境建议。 

产出 指标 2017 2022 

区域卫生合作机

制平台建成 

 

在 CAREC下制定的联合区域卫生解决方 

案数量 

 

 

 

 

 

不适用 CAREC医疗卫生专门工作组成

立；概略研究包括针对区域卫

生解决方案的建议，通过讨论

卫生战略和投资框架来实现；

举行关于合作采购和供应链的

网络研讨会，包括区域解决方

案。 

正在对区域卫生解决方案进行

进一步评估；目前正在对区域

卫生安全仪表盘的可能性进行

研究。 

CAREC成员国联

合应对区域卫生

健康威胁的能力

得到提升 

接受区域卫生安全培训的 CAREC 政府官

员人数以及其他国家分享人类传染病信息

以进行跨境监测的国家数量 

 

不适用 2021年 3月至 2022年 6月，

约 150名来自 CAREC成员国的

与会者参加了区域医疗卫生会

议，其中 54人为女性 

 

二、 挑战和关键问题 

 

7. 在疫情期间启动了 《CAREC 2030年医疗卫生战略》的编制工作。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出行

限制，无法召开线下战略磋商会或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不得不将所有相关活动（包括重点区域

的磋商会和评估）转为线上进行。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部门持续受到沉重的工作负担和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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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的影响。尽管如此，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部门代表都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为战略建言献策，

积极参与磋商评估，他们的付出值得称赞。 

 

8. 与此同时，疫情也为采取联合行动以加强跨境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再一次凸显了其重要性，

因为仅在国家层面是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威胁的。重要的是汲取经验教训，利用 CAREC 医疗卫生部

门已有的资金、基础设施(包括数字投资)、知识和能力，在短期内加强疫情应对，同时开展疫情

应对能力建设，构建有韧性的医疗卫生系统，更好地应对和管理未来类似的健康危机。 

 

三、 2022 年工作计划 

 

• 宣传《CAREC 2030 年医疗卫生战略》，并与各国协商，探索在国家战略/计划中采取区域/跨

境活动的机遇 

• 制定区域实施框架（见第 3段） 

• 在 2022 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举行 WGH会议 

• 继续举办能力建设研讨会（第 5段） 

 

9.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在工作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国家磋商，开展评估和信息收集，以编

制区域投资框架草案。 

 

 

 

 

四、 2022 年部长级会议可交付成果 

 

10. 下表列出了 2022年底应实现的可交付成果。 

 

可交付成果 时间 

(2022) 

描述 高官会/部长级

会议行动 

区域实施框架 第四季

度 

《CAREC 2030 实施框架》 生效，成为 

CAREC医疗卫生合作的实施指南。 

相关信息 

 


	Page 6
	一、 主要进展和成果
	二、 挑战和关键问题
	三、 2022 年工作计划
	四、 2022 年部长级会议可交付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