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对迁移和移民的影响的最新研究、信息和分析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司 



前言 

2019冠状病毒病对世界各地的社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快速浏览2020年的最新动态就足

以看到由病毒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或因大流行而加剧的各种健康、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数以千万计的人感染了该病毒。超过100万人因此死去，或长期遭受这种病毒带来的健康危

害。成千上万人失去了工作，另一些人则被迫停业，因为整个行业都慢慢陷入了停滞。 不

平等现象也在加剧。 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以及为对抗病毒采

取的相关卫生措施的政治化，都加剧了仇外心理、歧视和污名化。 

毫无疑问，2019冠状病毒病对人口流动、迁移和移民产生了可衡量和不可衡量的特定影响。 

认识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证据的重要性，国际移民组织（IOM）采取了多项举措来帮助解

决移民面临的健康和社会经济挑战以及风险。其中一项举措从2020年3月开始， 由移民研究

司（MRD）牵头每周发布一次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旨在在快速变化的

环境中收集最新的研究、信息和分析。 通过汇总外部研究和有关冠状病毒对移民影响的不

同方面的数据，每个分析概述都用两三页的篇幅汇总了一系列公共信息。 一些主题已随着

分析的推进逐步更新。 

虽然这些概述最初是独立发行的，但本次中文版的译制将这些概述整理成了一卷合集。当将

这些概述作为合集的一部分阅读时，正如在本卷中所用的形式，读者可能会对关于冠状病毒

病和人口流动的研究和分析中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感到惊讶。确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病毒

对移民的不同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并行传播的“错误信息大流行”的出现以及大流行期间国

际汇款的惊人趋势；这还只是能够展现证据基础愈发重要的众多主题之三。 由于对2019新

冠病毒病和迁移的研究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内持续进行和增长，因此本卷并不详

尽，但它确实是对现有的强力且平衡的分析的汇编，包括了国际移民组织旗舰出版物《世界

移民报告》中的内容。 

对该概述翻译工作将继续进行。除中文外，概述还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

语的版本。 

https://www.iom.int/covid19
https://www.iom.int/covid19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covid-19-analytical-snapshot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50_socio-economic_imapct_on_migration_and_migrants_update_0.pdf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50_socio-economic_imapct_on_migration_and_migrants_update_0.pdf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19_-_misinformation.pdf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53_-_international_remittances_update.pdf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53_-_international_remittances_update.pdf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20-chinese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20-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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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IOM）危机应对 
 

国际移民组织关于冠状病毒病和人口流动的声明着重指

出了在持续的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支持移民的重要性： 

在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与其他公民一样，

移民暴露出许多同样的脆弱性，而且程度往往更

严重。支持所有弱势全体的努力……应充分考虑

避免不良后果，减少困苦，以及降低公共卫生风

险。  
 

 

基于以往应对紧急事件的经验，国际移民组织制定

了COVID-19全球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SRP），以支

持需要额外资金、技术或业务资源的国家。 

国际移民组织在以下领域发挥直接作用： 

 风险通报和社群接触； 

 危机和跨境协调； 

 培训政府雇员； 

 人口流动建图；及 

 加强监测和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WASH）

服务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 工具和资源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每日重要更新  

世界卫生组织疫情状况报告 

 报告对过去24小时的疫情发展情

况进行更新。 

 每份报告包括每日“聚焦话

题”。 
 

牛津大学冠状病毒政府应对追踪

系统（OxCGRT） 

 该系统用一致的方法记录各国政

府应对举措的严格程度和反应速

度。 

 该系统收集有关11个指标的信

息，以生成一个“严格程度索

世界卫生组织“流言终结者”                     

话题行动  

面对错误信息和虚假消息，世界卫

生组织发起了冠状病毒病“流言终

结者”话题行动。 

 

 

为了认识COVID-19对全球流动的影响，国际移民组织流

离失所追踪矩阵（DTM）的全球流动限制概述（Global 

Mobility Restriction Overview）绘制了全球各种旅行中断

全球与COVID-19相关的旅行限制 

入境口岸基线评估显示了在1221

个入境口岸实施的限制措施的数

量及类型，并报告哪几类人口受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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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iom_covid_key_messages_19-03_final.pdf
https://www.iom.int/covid19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ronavirus-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ronavirus-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migration.iom.int/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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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ov2019”的背后故事 

 

17岁高中生阿维·希夫曼（Avi 

Schiffmann）发现“很难获得

关于COVID-19病例清晰、简洁

和准确的信息时”，他决定采

取行动。阿维创建了资讯网站

nCov2019，抓取BNO新闻、美

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数据，每分钟自动更新一次，

从而显示国家的最新数据。 

数家研究中心和移民新闻网站已经开始研究COVID-19对

移民和流动已经、正在和将要产生的影响： 

COMPAS  

该论坛推动有关COVID-19对快速运行世界影响的头脑

风暴讨论，涉及主题从跨境移民和种族主义到流

动工作和“家”的概念等。 

 

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为抗击COVID-19，政府求助于移民管理工具。从长远

来看，这些政策变化将如何影响移民制度？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卫生系统和经济恢复后，COVID-19可能会以五种方

式影响全球移民。 

移民研究中心（Migration Research Centre）   

 

BNO新闻，新冠病毒数据图 

一些机构开发了线上互动仪表盘系统，协助公共卫生当局、

研究人员和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有视觉化的了解，并进行追

踪。 

这些仪表盘显示了国家层面新冠肺炎的确诊、死亡和康复病

例数，以及疫情实时动态数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nCov2019和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仪表

盘应用最为广泛。 

追踪全世界的COVID-19病例 

世界经济论坛的COVID-19信息图 

信息图将包括旅行在内的COVID-19

关键议题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进行视

觉化的呈现。 

移民信息图（由国际移民组织策

展）定期更新，以捕捉与COVID-19

有关的变化情况。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bnonews.com/index.php/2020/04/the-latest-coronavirus-cases/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cases-updates%2Fcases-in-us.html#cases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cases-updates%2Fcases-in-us.html#cases
https://experience.arcgis.com/experience/685d0ace521648f8a5beeeee1b9125cd
https://www.compas.ox.ac.uk/project/the-coronavirus-and-mobility-forum/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topics/coronaviru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ve-ways-covid-19-changing-global-migration
https://ncov2019.live/map
https://bnonews.com/index.php/2020/04/the-latest-coronavirus-cases/
https://www.arcgis.com/apps/opsdashboard/index.html#/bda7594740fd40299423467b48e9ecf6
https://ncov2019.live/
https://experience.arcgis.com/experience/685d0ace521648f8a5beeeee1b9125cd
https://www.iom.int/world-economic-forum-strategic-intelligence-platform-migration


现代交通系统 

 

被称为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迅猛传播

借助了当前全球相连的交通系统，国际移民

使用相同过境路线和交通模式。 

随着人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越来越

多的人居住在邻近机场的大城市，这种

情况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机场不仅是

“商品”全球化的超级传播者，也是造

成传染病全球蔓延“公共劣品”。 

 伊恩·高登（Ian Goldin）教授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创立人 

     在这里了解更多高登教授在大流行病

和全球化方面的工作。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 现代交通系统和大流行病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航空旅行 

86%  

2020年1月23日前未发现的感染旅客的估算

比例。 

全球流动追踪 

国际移民组织（IOM）应对国际流动性突变

方面的工作可以在应对COVID-19的专门网页

上找到。该网页详细列出了国际移民组织与

弱势移民正在共同进行的工作。国际移民组

织还在追踪各国实施的旅行限制政策。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是联合国专门负责民

用航空事务的专门机构。该组织的COVID-19

门户网站刊载了国家、航空运输运营商和公

众的问答记录表。网站上的数据页显示了新

冠疫情对航空旅行的影响。该组织的全球

COVID-19机场状况页面显示了各个机场的现

状。 

26个国家的30个城市  

在2020年1月31日前爆发了新冠疫情。 

 

2018年，航空公司共运送旅客超过42亿人次。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数说故事”的报道

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数亿人的出行活动。航空旅行助推了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扩散；限制航空旅

行是以“压平曲线”为目的的全球应对举措的核心，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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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angoldin.org/books/the-butterfly-defect/
https://www.bbc.co.uk/sounds/play/w3csy94q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24/science.abb3221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24/science.abb3221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24/science.abb3221
https://www.iom.int/iom-responds-covid-19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www.icao.int/Security/COVID-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cao.int/Security/COVID-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Economic-Impacts-of-COVID-19.aspx
https://www.icao.int/safety/Pages/COVID-19-Airport-Status.aspx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s.air.psgr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https://www.livescience.com/coronavirus-flatten-the-curve.html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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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的未来 

 

一些学者认为，大流行病对工作和交通系统的影响将是持续性的。随着城市和国家设立实体和

法律上的交通壁垒，许多潜在脆弱性风险带来的后果将由劳务移民和陷入危机的移民承担。 

交通壁垒可能导致强制性的非流动和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人道主义援助障碍将使那些弱势群体

面临更大的风险。国家和人道主义行为方（包括联合国机构）面临的部分挑战是如何管理这一

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造成的不确定性。（积极和消极）影响大幅减少的证据对不断发展的政策

研究至关重要。《柳叶刀》近期的一份文章指出，2020年秋季北半球或再次爆发新冠疫情。随

着相关证据的出现，各国需要定期重新评估其交通和运输系统。 

铁路系统 

 

科学家的初步追踪显示，中国武汉的一座大型火

车站是众多跨省传播病例的最初源头。因农历新

年的缘故，约500百万旅客在武汉封城前离开该

市。 

为了遏制COVID-19的传播，拥有大规模铁路系统

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很多欧洲国家都暂停或

减少了铁路运行。 

定期航班 

为了应对COVID-19，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限制航空旅

行。定期航班在2020年3月23日当周的数量估计比

2019年同期下降了29%。 

高速救护车 

 

在对现有交通模式的改造过程

中，法国政府把几趟高速列车改

装成“高速救护车”，把国内疫

情严重地区的病人转移到有治疗

能力的地区。 

全球定期航班变化，同比数据： OAG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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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ve-ways-covid-19-changing-global-migratio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ve-ways-covid-19-changing-global-migration
https://centaur.reading.ac.uk/318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ve-ways-covid-19-changing-global-migration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ub/article/PIIS2468-2667(20)30073-6/fulltext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7.20021071v1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7.20021071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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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 旅行限制和流动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各国政府迅速采取了旅行限制措施，通过限制国际

人员流动来降低疫情的影响。这些限制措施主要针对国际旅行，但也有数个国家对国内的人

员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在旅行限制之外，国家还实施了边境管理措施，如关闭边境和加强对机场和跨境旅客进行检

测。 

国际移民组织（IOM）流离失所追踪矩阵（DTM）在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对流动限制

进行追踪；截至2020年3月23日，17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或更新了针对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

最普遍执行的旅行限制由入境国决定，通常对旅客有健康要求。 

最普遍实施的限制措施的种类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追踪矩阵） 

旅行限制和国际保护  

部分国家实施的旅行限制导致禁止包括寻求庇护者在内的所有人入境。这使得一些寻求庇护者滞留

在边境，在某些情况下，容易受到迫害和其他形式的侵害。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阐述

了一些重要的考虑事项，其中涉及对寻求庇护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筛查，不推回或拒绝寻求庇护

机会等内容 。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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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限制对移民工人的影响 

 

 

因新冠恐慌造成的流动限制对流动、

迁徙和移民工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许多移民工人已经陷入困境，无

法返乡，而签证制度的中断意味着一

些移民工人无法从事新工作、返回母

国或进入原来的工作领域。与此同

时，一些人预测，移民无法外出工作

可能会对全球食品供应链造成破坏性

影响，而且，如果旅行限制延长，由

于公司试图减轻生产受到的冲击，一

些原先由移民承担的工作可能会迅速

旅行限制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 

日益令人关切的是，全面的旅行限制制约了人道主义组织向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内的弱

势人群提供紧急援助及服务的能力。旅行限制已经迫使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

暂停难民重新安置工作，使得一些人滞留或与家人分离。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关于国际交通的建议

中提出，不建议“对爆发新冠疫情的国家实施旅行或贸易限制”，并强调这些限制可能会导致不

良后果，如影响援助和技术支持的提供。 

旅行限制和非正规移民

 

即使新近出台了旅行禁令和旅行限制，一些边境仍然存在漏洞。随着新冠肺炎相关旅行限制持续

生效，人们越来越担心，日益绝望的人可能会向偷运移民者求助；一些人甚至可能落入人贩子手

中。 

对边境管理的影响 

 

由于入境点的能力有限，一些国家面临压力，

必须迅速加强边境、海港和机场的应对能力，

以便更加迅速有效地实施旅行限制，同时确保

入境点的一线工作人员受到良好的培训。 

作为战略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国际移民组织正

在与多个国家合作，通过一系列活动支持卫生

部门、边境主管部门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关键入

境点和出境点的防范工作。这些活动包括对移

民和边境/口岸官员进行标准作业程序培训，

以更好地应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旅客；支持积极

监测，包括健康筛查和改善入境点基础设施。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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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 为滞留移民和旅客提供

领事协助和其他援助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什么是领事协助？ 

根据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各当事国同意他国

在其领土上设立领馆。领馆通常以领事馆或大使馆的形式

设立，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利益。 

领馆的职能主要包括在紧急情况下，如在冲突或灾难情况

下，或在诸如新冠疫情爆发的卫生危机期间，向其国民提

供援助。 

你是否知道？ 

在国际法中，领事协助被称为

“一项国家权利”。这意味着虽

然国民有权寻求援助，但不具备

获得此类援助的资格。是否提供

领事协助以及提供何种协助完全

由当事国决定。 

谁能在COVID-19危机期间获得领事协

助？ 

领事服务仅向位于海外的国民提供。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国家和地区为遏制

新冠病毒而实施的旅行限制越来越多，领

事服务更有针对性地向滞留在其他国家的

本国国民提供。 

因此，领事协助目前侧重服务： 

游客；及  

移民，如学生和移民工人。 

领事协助不向难民提供，根据难民的定

义，他们不能或不愿受其原籍国保护。 

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可提供哪些援助？ 

 

领事协助因国而异。除了签发身份和旅行

证件，领事服务通常以两种主要形式为滞

留海外的国民提供回返协助: 

 

 后勤援助：此类协助从向游客和移民提

供如何返回原籍国的信息到由国家组织

的实际回返，不一而足。 

 经济援助：由原籍国为没有足够财力返

回的游客和移民提供资金；经济援助有

时以借款的形式提供，需要受援人以后

偿还。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2
0

2
0
年

3
月

3
1
日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9_2_1963.pdf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international-migration-law-ndeg34-glossary-migration
https://blogs.lse.ac.uk/mec/2019/05/17/consular-protection-legal-identity-and-migrants-rights-time-for-convergence/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international-migration-law-ndeg34-glossary-migration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international-migration-law-ndeg34-glossary-migration
https://orbi.uliege.be/bitstream/2268/246158/4/Consular_assistance_final.pdf
https://travel.gc.ca/assistance/emergency-info/financial-assistance/covid-19-financial-help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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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领事协助之外 

 

当然，并不是全世界2.72亿国际移民都需要而寻求遣返领事协助。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都发布

了关于新冠疫情和旅行限制的建议，以帮助海外的公民。作为确保本国公民福祉承诺的一部

分，菲律宾外交部也在追踪海外菲律宾人中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数量。 

鉴于旅行限制和边境关闭，一些国家向在其领土上的移民和游客提供（免费）签证续签/延

期服务。印度和卡塔尔就提供了此类服务。葡萄牙宣布，它将向之前申请居留许可的所有移

民授予合法身份，以确保他们在大流行病期间能够获得医疗服务和经济支持。 

移民权利团体也在为移民提供援助，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例如，亚太移驻劳工工作

团（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创建了一个COVID移民监测脸书页面，更新有关旅行限

制、政府应对措施和移民团体倡议的信息。 

技术在为滞留海外国民提供领事协助方面发

挥的作用 

 

国际移民组织全球战略准备和应对计

划 

国际移民组织COVID-19全球战略准备和应对

计划的资金需求为1.161亿美元，用于支持

该组织应对疫情的辅助行动。 

在领事协助方面，国际移民组织协助相关国

家开发业务指南，支持进行中的紧急领事协

助和签证签发工作。  

一些国家的领事当局依靠数字技术在新冠

疫情危机期间与国民取得联系，向他们提

供必要的信息。 

例如，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线上平台，国

民在这个平台进行登记；斯洛伐克通过国

民手机中的SIM卡向他们提供地理定位服

务。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20-chap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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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倡议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5:  移民研究和分析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法律分析和2019冠状病毒病 

关于新冠疫情地理和专题应对措施的法律分析较为丰富，内容涉及国际人权法、旅行限制和隔

离、国际保护/不推回、边境管理以及更广泛的领域，如就业法、合同/不可抗力、税收和其他事

项。 

世界各地的研究活动也很自然地涉及其中，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资助机构就COVID-19对尚在进

行的研究项目(包括合同事宜)的影响，向研究人员发布指导意见。随着资源转向COVID-19研究，

    关于2019冠状病毒

病的不实信息 

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的数

字研究部门发布了新冠肺炎

疫情信息生态系统简报。第

一份简报汇编了战略对话研

究所对网络平台的分析，并

总结了关于COVID-19不实信

息当前形势的调查和研究。 

反移民和极右网络正在利

用新冠疫情在线上和线下

传播针对移民、难民和其

他弱势群体的不实信息。 

在这里获取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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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柳叶刀移民（Lancet Migration）——一个旨在促进移民健

康的全球联盟——最近成立了移民和2019冠状病毒病工

作组（Migration and Covid-19 Working Group）。工作组

的信息可以在这里找到。 

许多科学出版社正在免费提供与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

研究成果，包括约翰威立（Wiley）、泰勒-弗朗西斯

（Taylor & Francis）、爱德华·艾尔加（Edward Elgar）、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 世哲（SAGE Pub-

lishing）和爱思唯尔（Elsevier）等出版社。一篇有关“整

个系统”工作的文章在这里查阅。 

英国爱墨瑞得出版社（Emerald Publishing）创建了一支两

万英镑的基金，用于支助有关冠状病毒病的社会科研论

文在其公共平台的出版。 

爱思唯尔向社会学家公开征集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对社

会和文化影响的论文。征稿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  

https://www.hrw.org/news/2020/03/19/human-rights-dimensions-covid-19-response
https://verfassungsblog.de/travel-bans-in-europe-a-legal-appraisal/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2004211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2004211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e7132834.html
https://fra.europa.eu/en/publication/2020/fundamental-rights-refugees-asylum-applicants-and-migrants-european-borders
https://www.sfi.ie/research-news/news/covid-19/index.xml
https://sciencebusiness.net/news/research-ice-across-europe-all-resources-are-focussed-covid-19
https://www.isdglobal.org/isd-publications/covid-19-disinformation-briefing-no-1/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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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ylorandfrancis.com/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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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researchers/campaigns/coronavirus
https://journals.sagepub.com/coronavirus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coronavirus-information-center
https://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20/03/coronavirus-international-publishers-make-covid-19-research-content-freely-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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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有关COVID-19影响下移民和流动的新近研

究 

Duccio Fanelli和Francesco Piazza：《关于2019冠状

病毒病在中国、意大利和法国传播的分析和预

测》。 

Andrian Liem、Cheng Wang、Yosa Wariyanti、Carl 

Latkin和Brian Hall：《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移民工

人的健康被忽视》。  

Marius Gilbert等：《非洲国家应对输入疫情的准备

和脆弱性：模型研究》。  

Choujun Zhan、Chi Tse、Yuxia Fu、Zhikang Lai和

Haijun Zhang：《融入人口流动数据的有关2019冠

状病毒病在中国传播的模型和预测》。  

Zackary Berger、Nicholas Evans、Alexandra Phelan

和Ross Silverman：《2019冠状病毒病：管控措施

必须公平包容》。  

Shaun Truelove、Orit Abrahim、Chiara Altare、

Andrew Azman和Paul Spiegel：《2019冠状病毒

病：在罗兴亚难民营和其他地方宣传病毒的影

响》。  

Mazen Gharibah和Zaki Mehchy：《2019冠状病毒病

大流行：叙利亚的应对和卫生保健能力》。  

Kate Hooper和Camille Le Coz：《与时间赛跑：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时代满足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 

Moritz Kraemer等：《人员流动和管控措施对中国

针对国际教育机构的调查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发布了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800名教育

工作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题为

《应对新冠肺炎：欧洲国际高等教

育》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新冠肺炎大

流行的早期阶段，学生和教职人员出

2019冠状病毒病影响社会科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社

交距离时代的社会科学》的社论。这篇

文章分析了在医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动员

之时，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却被抑制，这

种情况对社会科学有何影响。 

#黑客松（Hackathons）  

由大学、政府、研究员、商业界领袖和

其他人员参与的数项编程马拉松活动被

组织起来，应对COVID-19不同方面的问

题（包括支持弱势移民）。活动包括：

#对抗病毒黑客松（#versusvirus Hacka-

thon）MIT COVID-19 挑战（MIT COVID-

19 Challenge）破解危机挪威（Hack the 

Crisis Norway） 释 放COVID-19破 解

（UNLEASH COVID-19 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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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情境中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歧视 
 

 

某些群体，例如移民，在危机情况下被污名化的情况并不鲜见。从恐怖主义到疾病爆发，移民常

被当作危害本地居民的替罪羊。疾病有时被认为是“外来的”，例如19世纪30年代盛行的霍乱、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或近年来爆发的H1N1型流感。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不例外，亚洲和欧洲后裔以及移民因为被认为传播了病毒而受到了污名

化。污名化的形式包括口头和/或人身攻击以及社会（有时是制度性）排斥。然而，与以往的疾

病暴发相比，鉴于大流行病的规模、（世界卫生组织）对疾病命名的明确指导、以及对政治工具

化的报道和评论，污名化问题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6:  污名化和歧视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吸取“西班牙”流感的教训 

 

文章重点介绍了2019冠状病

毒病从1918年席卷全球的所

谓“西班牙”流感疫情吸取的

一个关键教训，即不要用哪些

方式来命名大流行病。虽然不

是起源于西班牙，但这场流感

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

为西班牙是第一个公开报道它

的国家。这个命名导致了污名

化，并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在

西班牙，它被称为“1918年

流感”。 

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错误信息、虚假

新闻和工具化 

媒体上的，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以及

该问题的政治化，加剧了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歧视。 

反移民、极右翼和仇恨团体利用这场大流行病，散播关于病

毒起源的阴谋论。一些人声称，新冠病毒是一种生化武器，

或与5G有关；也有人认为，流动和移民导致了疫情的爆发。 

对移民的污名化是社交媒体信息过载的一个症状，这些几乎

不受控的信息成为谋求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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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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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从歧视到团结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一些反污名化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传播事实，接触社会影响者，放大新冠

康复者的声音和充实他们的故事和形象，以及确保媒体不偏不倚地报道以证据为基础的信息。 

在社交媒体被用来传播焦虑和仇恨的同时，它也提供了反对污名化、反对歧视和展示团结的空

间。一些话题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例如华裔社区发起的#iamnotavirus（我不是病毒）话

题。媒体还报道了包括难民在内的移民如何支持受疫情影响社区的故事。例如，在意大利的七名

难民在一周的时间里负责管理联合国难民署意大利分部的照片墙（Instagram）账号，在疫情面前

传播负责任的信息，以示团结。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对移民的污名化带来的风险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歧视不仅对移民有害，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害的。 

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歧视可能与当前遏制病毒爆发的举措背道而驰，并进一步

危及人口的健 康。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的:  

污名化会： 

让人隐瞒病情，以免受到歧视 

妨碍患者立即寻求治疗 

阻碍他们采取健康的行为 

从长远来看，污名化和歧视可能对移民的融入产生负面影响。这不仅会损害移民的福祉，而且排

斥移民会在更广泛意义上损害社会的凝聚力 。  

 

 

 

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恐

惧、谣言和污名化。事实，理性和团结是我

们最大的力量源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20年2月28日在COVID-19疫

情媒体通报会上的讲话  
点击图片观看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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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有近7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包括413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2590万难民。

COVID-2019的传播可能加剧流离失所者的脆弱性，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7：对流离失所者的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发展中地区接收了大部分流离失所者 

有相当数量的流离失所者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

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已经面临

严峻的挑战。到2018年底，因冲突

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4000多万境内

流离失所者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此外，发中地区还接收了

全球约85%的难民。 

由于卫生系统不堪重负、资金不

足，而且有些还受到持续冲突的打

击，这些地区的流离失所人口面临

进一步被排斥的风险，无法获得所

需的医疗支持。 

拥挤的条件 

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仍然生活在十分拥挤的条件下，已成为世界标准建议的社会隔离在这样

的环境中基本无法实现；许多人生活在拥挤的居民点、营地和庇护所中，人们日益担心，新冠病毒

一旦进入营地，就可能迅速传播，变得难以控制。包括希腊里索纳开放式难民营在内的一些营地已

经报告了感染病例，国际移民组织正在努力缓解希腊岛屿上营地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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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2018年因冲突和暴力导致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20个国家 

来源：2019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世界移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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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恶劣的生活条件 

T许多流离失所者生活的环境难以获得水和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条件使得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变得

困难。作为其危机战略应对计划的一部分，国际移民组织正在其业务中加强水和卫生措施的可及

性。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等地的难民营，国际移民组织已经加强了水、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措施，确保提供洗手站和包括消毒剂、肥皂在内的卫生用品包。 

对人道主义资金的影响 

由于各国政府将重点放在新冠疫情上，人们担心

已经有限的人道主义资金可能会受到进一步影

响。一些捐助国面临着将人道主义资金转向新冠

疫情应对举措的压力，有人担心，一些捐助国可

能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停止资金援助。国际移民组

织和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呼吁关注委内瑞拉移民和

难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因为他们的状况在COVID-

19危机期间有所恶化。还有人担心包括也门局势

在内的一些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可能会恶化。 

与2019冠状病毒病有关的旅

行限制 

与COVID -19有关的旅行限制已经产生广

泛影响，包括对流离失所人口的影响。

关键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受到威胁，

重新安置难民的工作已经停止，一些寻

求庇护者被困。国际移民组织担心，这

些限制不仅会削弱其人道主义工作，还

可能妨碍难民营中居民工作和养家糊口

的能力。 

把流离失所者纳入大流行病应对计划 

包括接收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没有充分地将流离失所者纳入其大流行病应对计划，这可能破坏其遏制

疾病蔓延的总体努力。如果难民营中出现新冠肺炎的大范围爆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恐怕会再

次逃往安全场所，从而引发当地居民和当局的强烈反对，并可能导致暴力。 

指南：营地和类似营地的环境 

为确保其工作人员在营地和类似营地的环境中做好应对COVID-19的充分准备，国际移民组织发布

了《营地管理业务指南》（Camp Management Operational Guidance），其中涵盖了一些常见的问

题。国际移民组织还与联合国难民署、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

了暂行指南，概述了难民营和类似营地环境的准备和应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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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发生了数起新的流离失所事件，包括灾害和冲突事件。一些非新近爆发的冲

突持续迫使许多人背井离乡。新冠病毒的蔓延使政府和组织应对其他紧迫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更加

困难，并威胁未来应对流离失所事件的有效性。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8：流离失所事件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对备灾工作的影响 

随着各国投入大量资源应对冠状病毒病，人们日益担心其他备灾工作退居次要地位。灾害事

件一直是造成流离失所的第一大原因（见下图）。 

冲突和灾害引发的新的境内流离失所，2008–2018年（百万） 

来源：2019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世界移民报告》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如果发生台风、地震或野火等灾害，一些国家可能无法有效应

对。已经被疫情淹没的医院可能无法照顾灾民，而灾后的一些措施，如提供大规模庇护所，

可能无法实施，因为它们可能成为新冠肺炎进一步蔓延的热点地区。这些担忧在美国等即将

进入灾害季节的国家尤其明显。克罗地亚在实施封锁后发生了强烈地震，这表明了同时应对

灾害和大流行病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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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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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影响 

冠状病毒病的蔓延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国际旅行和内部流动的限制，以遏制疫情的传

播。这些限制措施对援助组织应对世界上最紧迫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门和民主刚果等国的大规模流离失所问题尤其令人关注，在担心人力资源出现紧张之外，还要

防止没有足够的急需物资维持受冲突影响民众的生活。在东非和非洲之角等地区，新冠疫情干扰

了抗击蝗虫的工作，而蝗虫破坏人们的生计，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恶化可能会导致流离失所现象的

加剧。 

如果在大流行病期间发生新的灾害或冲突，由于新冠疫情已经对人道主义供应链和运输产生了负

面影响，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在物流和运输方面将遇到困难。 

呼吁全球停火  

 

.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近来呼吁

全球范围内立即停火，以便让人道主义组织

为受冠状病毒病影响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延长流离失所事件的持续时间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竭力遏制疫情的同时，

仍在经受冲突的蹂躏。公众益发担心，将

重点放在冠状病毒病上可能导致放弃为解

决冲突实施和平进程的努力，进一步加剧

或延长冲突，并导致流离失所问题的恶

化。安全援助和维持和平等努力也可能受

到影响。由于特使无法旅行，旅行限制正

在影响国际调解努力。 

对资金和救济协调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道主义资金的影响是一项重大关切。许多国家的政府将重点完全放在应对冠状

病毒病上，随着捐助国也将其资源用于应对疫情，人道主义机构可能难以获得应对大规模流离失

所事件所需的资金。同时，如果在疫情期间出现迅速爆发的大规模紧急事件，由于各个组织的人

员、系统和程序已捉襟见肘且不堪重负，有效的人道主义协调和应对将更加难以实现。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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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移民拘留？ 
 

移民拘留是指因移徙相关的原因剥夺移徙者

的自由，通常涉及两种情况: 

• 在抵达时确定有关人员的身份和国籍，

或等待移民或庇护申请的处理；或 

• 当移民在一国为非正规状态时，实施拘

留以执行驱逐令。 

移民拘留往往采取行政拘留的形式，即由一

国行政或司法当局下令采取的行政措施。 

在非法入境被定为犯罪的国家之外，移民拘

留不是刑事措施，因为移民没有犯罪，只是

违反了行政法规。因此，非正规移民要与普

通罪犯分开关押，关押移民的机构通常被称

为移民中心、处理中心、扣留中心或驱逐中

心。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9: 移民拘留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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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拘留在大流行病期间的风险 

对于包括移民驱逐中心在内的普遍的拘留场

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被剥夺自由的人，例如在监狱和其他

拘留场所的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

感染新冠病毒……因为他们长时间群

体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此外，经验

表明，人员近距离聚集的监狱、拘留

所和类似场所可能成为监狱内外传染

病的传染源和扩散源。 

拘留条件与COVID-19防范措施相抵触，包括

在拥挤的设施中保持社交距离和在不符合卫

生条件的环境下采取基本卫生措施，可能会

加剧感染风险。 

被关押在正式和非正式拘留场所的处于狭窄、不卫生条件下的难民和移民的情况尤其令人担

忧。考虑到COVID-19爆发的致命后果，他们应该被立即释放。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新闻稿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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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儿童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与儿童相关的

所有行动的首要考虑因素。这就意味

着，根据其移民身份或其父母的移民

身份对其进行拘留从来都不符合其最

佳利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

的建议，针对儿童的替代办法应该在

社区环境内进行 。  

国际法中移民拘留和拘留替代办法 

 

 

国际人权法禁止以任意拘留的方式剥夺移民的

自由。如果不合理、非必要且不适当，包括拘

留的理由不再成立，作为最后手段的拘留将成

为专断行为。由于驱逐因法律阻碍或实际障碍

变得不现实或不可执行，为驱逐而实施拘留的

理由不再存在。 

当驱逐不再可行，可选用拘留替代办法，如 

• 社区安排和社区住宿和/或个案管理；及 

• 限制行动自由，如实施住所登记和报告制

度，指定住所，采用保释、保证金和保证人制

度，或进行监控等。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的应对措施 

鉴于世界各地实行的旅行限制，驱逐无法实施，部分国家开始释放一些非正规移民，如西班牙、

比利时和英国。 

在其他国家，由于所处拘留设施中报告的COVID-19感染病例构成卫生风险，一些有潜在健康问题

的移民已根据司法令被释放。 

鉴于冠状病毒在移民拘留设施和更广泛社区爆发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从联合国机构到区域和

民间社会组织，包括移民专家，都呼吁国家采取拘留替代办法以及释放移民。 

国际法规定的拘留条件 

移民拘留不应是惩罚性的；像其他被剥

夺自由的人一样，移民应得到人道和有

尊严的对待。这要求提供充分的卫生和

生活条件，并享受类似社区提供的医疗

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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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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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年在经合

组织国家的执业医

生中，有五分之一

在海外出生

（22%）。  

五分之一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0:  对移民的经济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根

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的估计，全世

界有1.64亿移民工人，占国际移民

数量（2.58亿）的64%。 

 

 9570万（58%）移民工人是男

性； 

 1.11亿（68%）居住在高收入国

家；及 

 9960万（61%）驻留在三个地区

之一：北美，北欧、南欧和西

欧，以及阿拉伯国家。 

 

尽管2019冠状病毒病最直接的影响与卫生有关，但大流行病也带来了经济问题。国际劳工组织

(ILO)估计，在极端情况下，大流行病造成经济的影响可能使全球失业人数增加2470万人。国际劳

工组织还警告说，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仅在美国，在过去三周约16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 

[M]igrants tend to be over-

represented in those sectors 

that are likely to see the 

brunt of this [COVID-19].  

Michael Newson, Senior Labour 

Mobility & Human Development 

Specialist, IOM 

2019冠状病毒病的全球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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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特别容易受到这场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在世界

各地的高收入国家，从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到日本、阿

根廷和美国，他们更有可能在受新冠疫情影响更严重

的行业工作，如制造业和酒店业。 

尽管包括俄罗斯和阿联酋在内的一些国家放宽了限

制，劳务移民可以更容易地更新工作许可，而其他地

方实施了旅行限制和暂停签发工作许可，这使得一些

移民无法到达就业地，而且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即使是在国家介入并弥补收入损失的情况下，跨境就

业工人正在失去至关重要的支持 。  

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工人

的经济影响 

谁是移民工人？ 

68%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移民工人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目的地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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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和国际汇款 

据估计，移民在2019年向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亲属的汇款达到了5510亿美元，是这些国家收到的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三倍多。然而，随着众多行业被关闭，移民汇款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不仅引起了接收汇款总额与国家经济规模大体相当的较小经济体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极度依

赖美元汇款的较大经济体的关注，如菲律宾和印度。据预测，这些国家接收的移民汇款将下降，

与此同时，由于移民工人的返回，失业人数会有所增加。依靠国际汇款来减轻贫困的国家预计将

受到沉重打击。在塔吉克斯坦，2019年底国际汇款几乎占到了该国GDP的30%，用于满足食品、

住房和其他基本需求。据估计，在邻国吉尔吉斯斯坦，汇款把全国的贫困率降低了6%至7%。 

对季节性工作的影响 

对农业部门而言，解决新冠疫情相关旅行限制

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时间紧迫。长期依赖移民劳

动力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以

避免作物损失。 

在处于收获季节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正

在寻求在季节性工人工作许可到期前延长其期

限。在尚未进入收获季节的国家，旅行限制被

修改，允许季节性工人入境：为了确保他们的

顺利通行，欧盟把他们列为关键人员；美国则

取消了抵达前面谈的要求。在德国和意大利，

两国农业部长提议取消寻求庇护者的工作限

制。 

利用签证政策对抗COVID-19 

 

为了让医务人员专注于抗击COVID-

19，英国政府免费把外籍医务人员的

签证延长了一年，外籍护士的技术考

核截止时间也被延期。澳大利亚政府

取消了对护理专业留学生的限制，允

许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非移民一样不受

限制。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六分之一的护士 

2010/11年在经合组织国家工作的护

士中，有六分之一在海外出生

（15%）。  

https://blogs.worldbank.org/peoplemove/data-release-remittances-low-and-middle-income-countries-track-reach-551-billio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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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worldbank.org/peoplemove/data-release-remittances-low-and-middle-income-countries-track-reach-551-billio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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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h.com.au/national/visa-work-restrictions-lifted-on-20-000-international-student-nurses-20200318-p54bfz.html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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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认定的47个最不发达国家中，70% 

（33个）位于非洲。  

70%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1：对发展的影响U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作

为联合国工作的一个优先领域，发

展是为所有人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

多方面努力，涵盖经济和社会因

素。 

虽然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这一

名称的既定公约，联合国使用的标

准包括国家收入、教育和健康水

平，以及面对环境和经济冲击的结

构脆弱性。 

世界人口的64%居住在欠发达国家

（中国除外），另有13%居住在面

临严重结构性发展障碍的最不发达

国家。 
[M]igrants tend to be over-

represented in those sectors 

that are likely to see the 

brunt of this [COVID-19].  

Michael Newson, Senior Labour 

Mobility & Human Development 

Specialist, I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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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指出，60%的发

展中国家和80%以上的最不发达国家依赖商品出

口。由于新冠疫情，来自出口、旅游和汇款的外国

收入预计会急剧减少，这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支持其人口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相当庞大。这些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到了全球无社会保障人口的

55%。因此，尽管面临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许

多最贫穷的人不得不继续工作以获取收入。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许多人而言，自我隔离不切

实际，而现实条件又有利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最不

发达国家中约75%的人缺乏肥皂和水，其中许多人

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贫民窟。这些国家的卫生系

统往往缺少应对新冠病毒所需的关键设备，如检测

仪和呼吸机。此外，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还缺乏资

金，可能被大流行病在短时间内压垮。 

疫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 什么是发展？ 

2019冠状病毒病和平等 

2019冠状病毒病不是“伟

大的平衡器”……而是现

有不平等的放大器。 

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

关系中心西文·克劳利（Heaven 

Crawley）教授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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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coronavirus-developing-world-brazil-egypt-india-kenya-venezuela/2020/03/31/d52fe238-6d4f-11ea-a156-0048b62cdb51_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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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发展中国家将在

未来两年面临2万亿到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一些国际组织

为此调动资源： 

国际移民组织（IOM）发起了资金总额为1.161亿美元的

全球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援助需要额外资源的国

家，帮助他们支持卫生系统和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的扩

散。 

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推出了的30

亿美元“抗击新冠肺炎社会债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

元的紧急资金。 

世界银行（World Bank）批准了总金额19亿美元的针对

25个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随着世界各地实行封锁和旅

行限制，世界贸易和旅游理

事会（World Trade and Tour-

ism Council）发出警告，全球

旅行和旅游业5000万工作岗

位面临风险。这可能对发展

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旅

游业规模特别庞大的中美

洲、加勒比和亚洲国家，因

为旅游业已被认为是经济发

展和消除贫困的关键。 

2019冠状病毒病和国际汇款 

2019年，移民向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亲属的汇款达到了5510亿

美元，是这些国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三倍多。随着近

几十年来移民人数的增加，汇款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随着目的地国经济的萎缩，汇款预计将大幅下降。在主要

的国际汇款接收国之一墨西哥，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汇款

预计将减少20%以上。 

世界银行预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贸易中断、外汇

收入（如汇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以及其他因素的影

响，新冠疫情将使该地区2020年的产出损失达到370亿至790亿

美元。该地区预测将出现25年来的首次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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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 

旅游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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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权和2019冠状病毒病 

实施隔离、新的签证要求和出口与旅行限

制，以及限制/禁止内部流动等快速应对措

施是遏制病毒传播的核心所在。然而，一

些分析人士指出，疫情出乎意料地给本土

民族主义者带来了发展机会，并可能长期

降低全球的流动性。一些旅行限制可能不

会取消，报道的与疫情应对措施有关的侵

犯人权行为受到关注。 

移民特别容易受到侵害，尤其是流离失所

者、被关在移民拘留中心的人以及那些被

社区边缘化的人，例如非正规移民。国际

移民组织和其他组织呼吁，在疫情总体应

对措施中，迫切需要采取包容移民的做

法。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2：全球移民治理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除了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新冠肺炎卫生应对措

施，联合国正在评估和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社

会经济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在发布《共同责任、全球团结：应对新冠肺

炎社会经济影响》报告时指出： 

……我们必须应对这场危机带来的

破坏性的社会经济影响，重点关注

受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妇女、老年

人、青年人、低薪工人、中小企业、

非正规行业和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

身处人道危机和冲突环境中的群体。 

有关联合国应对措施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这里找

到。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COVID-19的影响，截至2020年4月10日，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

区数量已达185个。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疫情对卫生、经济和社会

制度的压力最大，但早期分析显示，这场大流行病正在影响安全议题的重要领域；一些人认为，

大流行病的爆发是因为我们“防止灾难性对抗的框架正在瓦解”。 威廉·朗（William Long）在

2011年出版的《大流行病与和平》（Pandemics and Peace）一书中指出，全球经济和政治稳定可能

沦为诸如新冠肺炎之类的大流行病的牺牲品。    

2019冠状病毒病：一场全球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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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影响和全球治理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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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移民契约中的健康议题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CM）将健康列为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事项，并在若干目标

中提到了健康和获得保健服务。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移民和健康”一章概述了《安全、有

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中与健康有关的主要目标。该契约为卫生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契约为

工具，在关于移民治理的讨论中推进具有移民敏感性的卫生政策和服务。在这些讨论中，健康议

题往往被抛之脑后。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和移民治

理的新文章 

Kristin Sandvik和èle Garnier：《COVID-

2019大流行将如何重塑难民和移民治

理？》。  

Andrea Silkoset：《我们都很脆弱，但

我们也不同样脆弱：COVID-2019大流行

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  

Michelle Russell：《湄公河流域国家的

政府敦促保护移民工人》。  

Jason Gagnon：《2019冠状病毒病：对

国际移民和发展的影响》。 

Marie McAuliffe和Celine Bauloz：《冠状

病毒大流行对全球移民而言具有破坏性

效果》。  

Natalia Banulescu-Bogdan、Meghan Ben-

ton和Susan Fratzke：《冠状病毒正在跨

境传播，但它不是一个移民问题》。  

联合国移民网络（UN Network on Migration）致力于

确保在执行、跟踪和审议《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

球契约》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有效、及时和协调的系统

支持。 

在全世界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

时，联合国移民网络向抗击危机的巨大努

力致以崇高的敬意，呼吁所有人——包括

移民，无论其身份如何——被纳入缓解和

抵消疾病影响的努力当中。 

在这里阅读完整声明。另见联合国移民网络的“实践

社区：来自基层的声音”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有关

新冠肺炎应对举措的事实性和建设性信息的交流。公

布 的 资 助 方 包 括 无 证 件 移 民 国 际 合 作 平 台

（PICUM）, 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ICMC），全球

发展中心（CGD）和其他机构。 

https://www.iom.int/wm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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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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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prio.org/2020/03/how-will-the-covid-19-pandemic-reshape-refugee-and-migration-governance/
https://blogs.prio.org/2020/03/how-will-the-covid-19-pandemic-reshape-refugee-and-migration-governance/
https://blogs.prio.org/2020/03/how-will-the-covid-19-pandemic-reshape-refugee-and-migration-governance/
https://blogs.prio.org/2020/04/we-are-all-fragile-but-we-are-not-all-equally-fragile-humanitarian-operations-amidst-the-covid-19-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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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延期 

签证过期是导致非正规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认

识到持有即将到期签证的数百万工人和其他移民

面临的困境，20多个国家自动延长了签证有效

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个地区至少有

一个国家实施了签证延期政策。 

公共卫生管理和非正规

移民  

管理不善、存在不足或歧视性的迁徙和

卫生系统可能对移民和与其互动的社区

的健康状况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非正规移民、寻求庇护者和被剥削

的贩运受害者特别容易感染新冠肺

炎，因为他们的生活或工作环境使

他们在没有必要保护的情况下暴露

于病毒之下。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费利佩·冈萨雷斯

·莫拉莱斯（Felipe González Morales）

和玛利亚·格拉兹亚·吉阿姆玛丽纳罗

（Maria Grazia Giammarinaro）。点击这

里查看新闻简报说明。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旅行限制和偷运移民 

即使新近出台了旅行禁令和旅行限制，一些边境仍然存在漏洞。随着新冠肺炎相关旅行限制持续

生效，人们越来越担心，日益绝望的人可能会向偷运移民者求助；一些人甚至可能落入人贩子手

中。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发布了

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因疫情应对措施而出现的偷运移民行动的变化。例如，尼日尔的早期证据表

明，偷运移民者正转向更秘密的路线，这些路线可能更危险。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边境，官员

们对移民被迫做出危险的迁移决定表示担忧，其中包括雇用偷渡组织，此前哥伦比亚决定关闭多

处的边境检查站。 

来源：新地大通律所（Newland Chase），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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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3：非正规性、保护和偷运移民 

0

10

20

30

40

50

60

出台了签证延期政策的国家

签证延期 自动签证延期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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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身份的移民获得基本服务 

 

国家、城市和民间社会组织已采取措施解决非正规工人在获得

基本服务上存在的差别。这包括： 

 葡萄牙向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民开放状态支持系统。 

 纽约市向所有居民提供多种服务，而无需身份证件。 

 民间社会组织、基金会和私营公司的联合体“关注移民与难

民的资助人”（GCIR）为美国正常和非正常身份的移民筹措

资源。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拘留和驱逐出境 

 

一些国家在大流行病期间

不顾健康风险和旅行限

制，仍在拘留和驱逐非正

规移民。若干国家从移民

拘留中心释放了一些非正

规移民。也有国家因拘留

设施出现新冠感染病例，

发布司法命令，释放非正

规移民。 

支持非正常身份的移民工人 

 

非正规移民工人在确保持续就业和获得防疫保护方面得到支持始终较少；封锁期间，即使在被

政府视为“必要”的需要劳动力的行业也是如此。有关非正规移民工人的脆弱性以及保护性政

策应对措施的文章/指南包括：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前卫生危机期间加强保护移民工人雇主和企业指南。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与2019冠状病毒病（冠状病毒）常见问题。 

 Cathy McIlwaine：《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生活在恐惧之中：拥有不安全移民身份和受

到家庭暴力的移民妇女》。  

         信息通信技术和偷运移民 

技术的使用，如利用通讯应用程序分享包括秘密越境在内的最新信息，引发了许多恰切的问题，如

技术在何种程度上被用于支持非正规移民和偷运移民，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移民免受偷运移民者和

人口贩运者的虐待和剥削。在COVID-19时代，公共卫生信息和错误信息很容易通过瓦次普或微信等

信息平台进行传播，因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移民决策更为重要。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portugal/portugal-to-treat-migrants-as-residents-during-coronavirus-crisis-idUSKBN21F0N7
https://www1.nyc.gov/site/doh/covid/covid-19-main.page
https://www1.nyc.gov/site/immigrants/help/city-services/resources-for-immigrant-communities-during-covid-19-pandemic.page
https://www.gcir.org/covid19?fbclid=IwAR1KVlm_EWvDq_GjcwMqEUKYSuuW0TBahaQFH7BViKCS-GmnuDgdF_rAw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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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bes.com/sites/freylindsay/2020/03/26/the-uk-has-released-350-immigration-detainees-amidst-coronavirus-but-hundreds-remain/#5d1b4c8d7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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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2/us/coronavirus-undocumented-immigrant-farmworkers-agricul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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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口贩运？ 

根据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

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

定书》，人口贩运的定义基于三个叠加的要素：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4：人口贩运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对贩运受害者的影响 

由于人口贩运犯罪的隐秘性，识别贩运受害者较为困难。由于采

取封锁措施，执法重点从逮捕人贩子转向监测封锁和其他新冠应

对措施的执行，以及在识别贩运受害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

服务被中止，新冠疫情可能导致识别方面的工作被进一步缩减。 

对贩运受害者的保护也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受害者经

历了先前的社会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可能使他们

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如果服务暂停或受害者庇护所不采取预防

措施而使他们无法获得援助和照顾，他们将面临更大的被重新剥

削的风险。 

团结一致对抗新冠  

在阿塞拜疆，犯罪集团

走 私 出 口 个 人 防 护设

备，造成国内个人防护

设备的短缺。国际移民

组织（IOM）支持的一个

庇护所内的贩运受害者

为自己和当地社区生产

口罩，为抗击新冠疫情

作出了贡献 。  

人口贩运、现代奴役和偷运移

民：区别何在？ 

常被称为“现代奴役”的人口贩运

和偷运移民有所不同。虽然两者在

实践中常被混为一谈，但人口贩运

在以下方面不同于偷运移民： 
 

 

• 不经同意，涉及胁迫或欺骗 

• 出于持续剥削的目的（在抵达目

的地后不会终止） 

• 可能发生在一国境内和/或具有

跨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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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otocoltraffickinginpersons.aspx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otocoltraffickinginpersons.aspx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guidelinesforassistingvictims_en_a5.pdf
https://news.trust.org/item/20200317170106-u1tz8
https://rm.coe.int/greta-statement-covid19-en/16809e126a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coronavirus-lockdown-sex-trafficking-modern-slavery-victim-safe-house-home-office-salvation-army-a9424736.html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modern-slavery/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modern-slavery/
https://www.iom.int/news/trafficking-victims-join-fight-against-covid-19-azerbaijan
https://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faqs-migrant-smuggling.html#Overlaps_and_differences
mailto: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新冠疫情引发的日益增加的人口贩运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

包括与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或工作条件有关的

系统性问题都愈加脆弱。正如在经济危机时期一样，

疾病暴发导致的日益加剧的不安全、贫困和边缘化可

能是是人口贩运的主要推动因素。诸如人口贩运者之

类的犯罪集团出于剥削的目的，会利用人们的脆弱

性。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恶

化，这将给工人增加额外的压力，并使得岗位竞争更

加激烈，同时减少流向原籍国的国际汇款，从而使更

多家庭陷入贫困。 

疫情引发的人口贩运风险可能以下列形式出现： 

 干扰供应链，对供应链另一端潜在的剥削性工作条

件几乎没有监督。 

 工厂借钱给困在家中、没有经济来源的工人可能形

成债务质役。 

 一些国家的性工作由于封锁措施被禁止，这迫使性

工作者转入地下， 增加她们遭受贩运的

脆弱性。 

剥削的主要形式 

反人口贩运数据协同（Counter-

Trafficking Data Collaborative）着

重指出，人口贩运受害者主要受

到 两 种 形 式 的 剥 削： 性 剥 削

（53.66%） 和 强 迫 劳 动

（41.81%）。 

大部分劳动剥削的受害者被贩运

到下列行业： 

 家政劳动（30%） 

 建筑（16%） 

 农业（10%） 

 制造业（9%） 

 酒店业（8%） 

非正规移民、寻求庇护者、被剥削者和被贩运者面临更大的感染新冠的风险，

因为生活或工作环境使缺乏必要保护的他们暴露于病毒之下。 

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利佩·冈萨雷斯·莫拉莱斯（Felipe González Morales）和联合国贩运人

口、尤其是妇女与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利亚·格拉兹亚·吉阿姆玛丽纳罗（Marie Grazia Giammarinaro）

的声明，2020年4月3日  

 
点击图表查阅完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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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移民 

医护移民与全球医务人员的短缺有关，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问题暴露得更加明

显。当意大利的医院因新冠肺炎患者人满

为患而不堪重负时，阿尔巴尼亚、波兰、

中国、古巴、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医务工

作者奔赴该国，施以援手。 

在许多国家，移民在卫生部门的人数往往

多于其他部门。随着卫生危机的升级，他

们一直服务在第一线。政策需要改变，例

如： 

 澳大利亚取消了护理专业学生的工作时

间限制； 

 德国征召未登记的移民医生提供帮助； 

 纽约允许完成至少一年专业学习的外籍

医学院学生照顾新冠肺炎患者。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5：身处一线的移民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疫情突显了移民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在欧洲

国家，移民在基础服务行业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如在农业、家政和护理、公共卫生、食品

生产和运输等行业。在英国，人们被敦促参加

“为英国采摘”活动（Pick for Britain）,以避

免作物损失。罗马尼亚农场工人正飞往英国，

为农民提供帮助。澳大利亚、德国、印度、意

大利、西班牙、泰国、土耳其和美国都遇到了

类似的农场难题。 

当前危机教会我们的一件事是，许多

被我们认为是低技术的人实际上对我

们国家的顺利运转非常重要，他们事

实上被视为关键工人。 

  英国国会议员史蒂夫·达柏（Steve 

Double） 

 

在有关迁徙和移民的讨论受到歪曲之际，大流行病袭击了世界。现在，反思移民为原籍区和目的地

社区所作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移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贡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但无

疑在最近几十年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贡献三个领域。尽管在承认移

民的贡献方面遇到了障碍，但COVID-19向我们展示了移民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社会之间相互联系和

相互依赖的程度。 

移民的贡献……在疫情爆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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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必要性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得到证明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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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用多种语言提供准确的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信息 

 

公共卫生信息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至关重要。在许多社区，移民和移民协会主动承担了重

要公共卫生信息的翻译工作。意大利、科威特和非洲各地的移民一直在忙着把信息翻译成

不同的语言，以传达清楚的信息，避免混淆。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把冠状

病毒指南翻译成45种语言，供全世界使用。在瑞典，移民协会建立了用15种语言发送新冠

肺炎信息的短信群。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抗击COVID-2019的难民 
 

 

我们常听到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新冠肺炎病

毒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些弱势群体将是受到疫情

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这引起了广泛、深切的

关注。联合国的应对旨在帮助和支持弱势群体。

然而，我们很少听到，世界各地的难民正在采取

行动，并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在伊朗，难民生产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 

 在约旦，叙利亚女难民制造并分发肥皂，推动

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在尼日尔,尼日利亚难

民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在瑞士，叙利亚难民志愿者为居家的老年人和

其他人购买物品。 

 在法国，难民支持地方当局的工作，在农场收

割农作物。 

处于一线的移民家政工 

因工作需要，家政工在他人家中工

作，并与可能携带病毒的个人和物品

密切接触，他们处于疫情的一线，面

临感染的风险。大多数家政工是女

性，其中许多人还是移民（见下

图）。可以阅读这篇文章，了解南非、

墨西哥、美国、荷兰、印度和巴西的

应对措施。 

按照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和性别分类的移民

家政工数量统计 
 

来源：《世界移民报告》，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ILO）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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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 状 病毒 病（COVID-19） 分 析概 述 #16： 国 际汇 款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移民汇款指移民向原籍国亲属寄送的现

金或非现金物品。国际汇款也包括雇员

报酬，如跨境工人的薪酬。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全球汇款

总额为7060亿美元，其中5510亿美元流

向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019年，

印度是以美元计算的最大的汇款接收国

(820亿美元)，而汤加则是以汇款占经

济比重计算的最大的汇款接收国(GDP

的38%)。美国是2018年最大的汇款发

送国(680亿美元)。 

平均而言，移民把收入的15%寄回家，

全球人口每九人中就有一人（约8亿

人）是最终收款人。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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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预计，全球汇款将因疫情而减少；一项预测

称，2020年，美国境外汇款的总额将下降7%，即

减少60亿美元。造成上述情况的三个主要推动因

素如下: 

 一些最大的汇款发送国，如美国和德国，为减

少冠状病毒的影响实施了封锁措施，使得许多

移民无法工作。 

 冠状病毒对石油价格暴跌产生了影响，这被证

实与汇款总额相关，特别是与居住在俄罗斯的

移民的汇款有关。 

 即使移民有钱寄回家，汇款变得更加困难。约

80%的汇款通过汇款服务提供商寄送，但这些

汇款网络被部分或全部关闭。 

2019冠状病毒病对汇款的影响 什么是国际汇款？ 

 

按美元计算，最大的汇款接收国拥有较大的经济规

模，印度、中国、法国和德国都是排名前十的汇款

接收国。 

以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最大的汇款接

收国变成了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如汤加、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海地。 

最大的汇款接收国 

来源：世界银行，2019，《世界移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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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3月，汇款200美元的全球平均成本为6.79%

(13.58美元)，远高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3%的目标，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跨境汇款需要进行货币兑换。

然而，大流行病造成的经济波动使汇款服务提供商难

以设定汇率，进而导致较高的汇兑费用。 

抵消汇兑手续费的一个可能因素是接收国货币贬值，

从而增加移民寄回国的汇款的价值。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一些国家已制定政策，以应对预期

的汇款下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COVID-19

政策追踪显示，斯里兰卡政府

暂停了与外汇流入有关的外汇

管制和税收。 

 在津巴布韦，汇款机构被允许

一周营业三次，“以接收数字

平 台 上 不 能 交 易 的 境 外 汇

款。” 

 
 

汇款成本 

从埃及和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到亚洲、加勒

比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汇款是一

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尤其对最贫困的人口

而言。 

汇款通常占到家庭收入的60%，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估计接收汇款的

75%被用于支付基本生活费用，如食品、学

费和医疗支出。 

许多收款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无

法弥补接收汇款减少的缺口。 

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汇款对发展的重要

性也日益突显：流入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

是这些国家收到的发展援助总额的三倍，

与外国直接投资额大致相当。2019年，66

个国家的国际汇款占到国家GDP的5%或更

多。 

鉴于移民汇款有助于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中的至少7项，汇款的缺失

将阻碍发展。事实上，世界银行指出，疫

情所致的汇款减少是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25年来首次陷入衰退的一个因素。 

COVID-19引发的汇款下降的影响  

冈比亚共和国从主要封锁经济体（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获得的汇

款占该国接收汇款总额的70%。  

70% 政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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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儿童和青年 
 

“儿童”通常指18岁以下的人，“青年”被联合国定义为年龄介于15岁与24岁之间的人。根据定

义，移民儿童和青年的人数在2019年超过5600万，接近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21%。到2018年底，

全球有3100万儿童流离失所。 

虽然儿童和青年的脆弱性一般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和其他因素，但移民儿童既是儿童又是移民的特

点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脆弱性。无人陪伴和孤身离散的移民儿童的处境更加脆弱，因为他们得不到

父母的保护和照顾。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17：对移民儿童和青年的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的影响 

截至4月17日，全球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超过15亿学生因局部或全国范围的学校关闭而

受到影响，占全球注册学生总数的91.3%。 

虽然学校关闭影响到所有的儿童和青年，但疫情

期间的远程学习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不到25%

的低收入国家能够提供远程学习。即使在有能力

提供远程学习的国家，被边缘化的贫穷家庭的儿

童和青年，如移民也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数字技

术。在大流行病期间离开学校的移民儿童和青年

也有辍学或在语言学习方面落后的风险。他们也

许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他们的父母可能仍在适应

接收国的环境或在大流行病期间从事工作。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点击图片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详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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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无人陪伴和孤身离散的移民儿童 

无人陪伴和/或与父母及亲属失散的移民儿童特别脆弱，在大流行病期间尤其如此。这些儿童发现

自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例如在希腊或法国的移民营地。尽管重新安置工作在大流行病期间被暂

停，但一些欧洲国家仍承诺重新安置来自的希腊1600名无人陪伴儿童。卢森堡是第一个履行这一

承诺的国家，重新安置了12名寻求庇护的儿童。 

一些儿童被关在移民拘留中心，另有一些被遣返回原籍国。美国洛杉矶的一名联邦法官最近呼吁

释放被拘留的移民儿童。此前，纽约的一个州庇护所出现了4例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病例。 

加剧的性剥削风险 

 

虽然境内和跨境的流动受到限制，

大流行病加剧了儿童面临的暴力、

虐待和性剥削的风险，包括被迫早

婚的风险。 

在大流行病期间，儿童和青年使用

数字技术的时间变长，性剥削可能

通过网络实现。在居家隔离的情况

下，儿童还可能在家中受到虐待，

导致通过上传色情视频对儿童实施

线上性剥削的风险增加。 

劳动剥削的风险 

 

经济不安全、贫困和边缘化往往是包括人口贩

运在内的劳动剥削的推动因素。鉴于这些因素

的影响，疾病暴发会增加儿童受到虐待和剥削

的风险，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出

现的情况就是一例。 

既是移民又是青年的移民青年受到劳动剥削的

风险也特别大。在经济危机期间，青年人口失

业的可能性更大，2008年经济危机时便是如

此。他们往往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从事临时

或零工工作，以及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

工作。对移民而言，所有这些因素普遍存在，

因此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劳动剥削。  

随着病毒在其他国家持续扩散，我开始考虑为其他人做点什么。我开始为意大利语不太好的

其他移民和难民登记和分享有关预防措施和疾病的信息，我从未忘记母国的亲人。—在意大

利帮助移民的Bassilou Demb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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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食物供应链依靠成百上千万的移民工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移民工人在农业和

食品生产行业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估计，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农场工作由移民工人完成。美国、德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依赖季节性移民工人填补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短缺和维持食品

生产。2019冠状病毒病已对农场移民工人产生影响，食品的生产和供应会受到波及。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8：移民和全球食物供应链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使季节性移民工人

无法进行采收工作 

包括关闭边境在内的流动限制措施使得一些国家

无法获得急需的农场劳动力，农作物无人采收，

任其腐烂。在西欧，如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传统上来自东欧的季节性工人由于旅行限制，无

法到农场工作。据估计，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

旅行限制和疾病使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国分

别面临8万、7-8万和25万的农业工人缺口。 

随着国家努力克服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

部分国家延长了季节性移民工人的签证或放宽了

他们的入境要求。依靠太平洋岛国数千季节性移

民工作的澳大利亚延长了季节性工作签证，以确

保采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美国在疫情期间放宽了

对季节性农场工人的要求，以避免在收获季节出

现劳动力短缺。德国放松了边境管控，允许移民

农场工人进入该国。在英国，旅行限制和封锁迫

使农民包机，把移民工人接进英国。 

全球化和粮食作物 

最近的研究表明，从全球范围

来看，我们现在在食物方面的联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一项关于作

物起源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一个国家

现代粮食系统的最重要的早期多样性

区 域 通 常 位 于 地 球 的 其 他 地 方

（Khoury等,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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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农业粮食系统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影响（国

内和国际）人员流动和导致劳

动力短缺的措施将对农业价值

链产生影响，影响全球的粮食

可及性及其市场价格。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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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面临更高风险的移民农场工 

许多移民农场工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增

加，这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还危及全

球的粮食供应。对多数人而言，社会隔离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彼此在生活和工作

中的距离都很近。居住在拥挤、卫生条件

差的安置营地的移民农场工更容易感染，

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新冠病毒进入这样

的环境，可能会迅速传播。许多移民农场

工还通常生活在交通不便和医疗设施有限

的地区，而先前所患的疾病，有时因工作

条件所致，使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 

 

在美国，人们担心，申请H-2A临时农业工

人签证的人数会减少，因为工人害怕感染

新冠病毒，选择留在原籍国。在部分欧洲

国家和诸如泰国一类的国家，成千上万名

移民农场工人已经返回了原籍国，以躲避

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国内的流动限制也影响了包括印度在内的

一些国家，季节性农场工人在新冠封锁期

间无法在国内流动。 

 

加剧粮食不安全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影响粮食生产，包括干

扰移民农场工的供应，人们担心它可能导致

粮食不安全，并加剧那些已经在与饥饿和营

养不良作斗争的脆弱社区的不安全。非洲国

家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因为非洲人口占长期

缺乏粮食保障的2.12亿人口中的大多数。粮食

价格可能上涨加上购买力有限，使该地区许

多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与

此同时，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如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可能难以满足其粮食供应。 

在近期的一份简报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新冠疫情及其对移民工人的影响，包括对移民农业工人的

影响，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延长在所有农业次级产业工作的移民的到期签证，确

保农业工人的安全流动，以及确保落实安全和卫生措施等。点击这里阅读更多信息。 

保护农场工人 

许多评论人士强调，有必要在疫情期间保

护作为关键工人的农场工人，其中包括季

节性移民。一些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提供

个人防护装备、检测和医疗保健服务，以

及确保他们的劳工权利得到维护。保护包

括移民在内的弱势群体是联合国应对2019

冠状病毒病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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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和散播它的“机器水军” 

一些反移民或仇外行为方创建了社

交媒体账号，冒充真人用户，传播

错误信息。在这里找到分辨真人用

户和“机器水军”的诀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19：关于迁徙和移民的错误信息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错误信息疫情” 

（misinfo-demic） 

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的爆发，关于移民和移徙的错

误信息不断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称并行爆发的谎言是一场“错误信息疫情”，呼

吁传播信息要谨慎，以防止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期

间出现混乱。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

错误信息、虚假新闻和工具化 

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

息和虚假新闻，以及疫情的政治

化，加剧了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歧

视。 

反移民、极右翼和仇恨团体利用大

流行病，散播有关病毒起源的阴谋

论。有人宣称冠状病毒是生化武器

或与5G网络有关，也有人指责迁徙

和移民导致了冠状病毒病的爆发。 

移民的污名化是社交媒体上信息过

载的一个症状，社交媒体对信息几

乎没有控制，使它们成为了谋求政

治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工具。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墨西哥的社交媒体

活动 

国际移民组织墨西哥城办公室启动了一场反击错误

信息和恐慌的社交媒体活动。 

我们所寻求的是告知和培训公民和公职人员，帮

助他们认识到任何一个移民和其他人一样容易感

染COVID-19，而且有必要推动公共政策，消除这些

人面临的具体的脆弱性和污名化。 

—国际移民组织驻墨西哥代表克里斯托弗·加斯孔

（Christopher Gas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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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alert.com/bots-are-causing-anxiety-by-spreading-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https://www.sciencealert.com/bots-are-causing-anxiety-by-spreading-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https://www.sciencealert.com/bots-are-causing-anxiety-by-spreading-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webtv.un.org/search/ant%C3%B3nio-guterres-un-secretary-general-video-message-on-covid-19-and-misinformation/6149346931001/?term=2020-04-14&sort=date#.XpYggCv3hsA.twitter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3/05/covid-19-and-xenophobia-why-outbreaks-are-often-accompanied-by-racism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3/05/covid-19-and-xenophobia-why-outbreaks-are-often-accompanied-by-racism
https://www.isdglob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COVID-19-Briefing-Institute-for-Strategic-Dialogue-27th-March-2020.pdf
https://www.isdglob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COVID-19-Briefing-Institute-for-Strategic-Dialogue-27th-March-2020.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19/america-far-right-coronavirus-outbreak-trump-alex-jon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19/america-far-right-coronavirus-outbreak-trump-alex-jones
https://academic.oup.com/jtm/article/doi/10.1093/jtm/taaa031/577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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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news/iom-launches-social-media-campaign-mexico-prevent-discrimination-during-covid-19-pandemic
https://www.iom.int/news/iom-launches-social-media-campaign-mexico-prevent-discrimination-during-covid-19-pandemic
https://www.iom.int/news/iom-launches-social-media-campaign-mexico-prevent-discrimination-during-covid-19-pandemic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错误信息和迁徙的资源 

世界卫生组织：就冠状病毒病对公众的建议：流言终结者。（还有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

和西班牙语等版本） 

战略对话研究所Covid-19不实信息简报#1和#2  

Natalie Banulescu-Bogdan：《当事实不再重要：如何更有效的就移民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沟通》。  

Joan Donavan：《社交媒体能这样抗击“信息疫情”》。 

Marie McAuliffe和Adrian Kitimbo：《粉碎有关迁徙传言的五张图表》。  

辨别真伪 

除了居住在封闭空间内的移民面临的直接

公共卫生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错误信息可能加剧冠状病毒在移民和

难民中的传播。 

通过消息群和社交媒体传播的错误信息，

有时会导致人们采用对COVID-19症状没有

有效记录的治疗方式。一些开发通讯应用

程序的公司已采取行动阻止谎言的传播，

但问题尚未解决。 

在其他情况下，网上传播的谣言可能使人

们害怕获得关键的必需品，包括食品或医

疗服务。在疫情爆发前，人们对政府机构

的信任度较低，建立直接服务移民的应急

方案可能会受到质疑。 

错误信息数据作为迁徙数据 

 

COVID-19爆发后，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必

须以传统公共卫生数据语料库所采用的同

样严格的方式对错误信息进行追踪和分

类。与此同时，把追踪错误和虚假信息作

为迁徙数据的组成部分将有助于未来的分

析。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对待移民和卫生新闻的SIFT方法 

Stop 停止 

Investigate the source 查找来源 

Find better coverage 找到更好的报道 

Trace claims, quotes and media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通过追踪声明、转述和报道找到原始

信息  

来源：迈克·考菲尔德（Mike Caulfield），也可在信息

素养项目的网页上浏览相关信息。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ar/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fr/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ru/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who.int/es/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www.isdglobal.org/isd-publications/covid-19-disinformation-briefing-no-1/
https://www.isdglobal.org/isd-publications/covid-19-disinformation-briefing-no-2/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research/when-facts-dont-matter-immigration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3/17/905279/facebook-twitter-social-media-infodemic-misinformatio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2/world-migration-report-2020-international-migrants-trends/
https://cnnespanol.cnn.com/2020/03/19/facebook-tiene-un-problema-de-coronavirus-whatsapp/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apr/07/how-false-claims-about-5g-health-risks-spread-into-the-mainstrea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apr/07/how-false-claims-about-5g-health-risks-spread-into-the-mainstream
https://www.cnbc.com/2020/04/07/whatsapp-limits-message-forwards-to-combat-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html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4/15/fearing-deportation-many-immigrants-at-higher-risk-of-covid-19-are-afraid-to-seek-testing-or-care/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4/15/fearing-deportation-many-immigrants-at-higher-risk-of-covid-19-are-afraid-to-seek-testing-or-care/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4/07/misinformation-outbreak-is-important-public-health-data/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hapgood.us/2019/06/19/sift-the-four-moves/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新门户网站和网页 

 

全球有关冠状病毒病的研究成果呈现激增态势，几乎每

天都有新增的门户网站和专用资源页面。以下是一些关

于移民和流动的新资源： 

 COVID19社会科学研究追踪系统 

 Covid-19移民健康证据门户网站 

 COVID-19流动影响门户网站 

 牛津大学冠状病毒政府应对追踪系统（OxCGRT） 

 人道主义行动问责和绩效主动学习网络（ALNAP）

COVID-19应对门户网站   

 人口迁移研究中心（CMS）Covid-19迁移走势 

 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ICVA）COVID-19资源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有关冠状病毒的政府措施 

 开放民主组织（openDemocracy）和瑞尔森大学

（Ryerson Univeristy）的大流行病边界博客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0：移民研究和分析（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本概述是对概述#5的更新。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

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  

    关于冠状病毒的国际研究 

一个由哈佛大学、IESE商学院、剑

桥大学、华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等12家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的

国际团队正在收集调研数据，了

解市民如何防范和应对冠状病

毒。迄今为止，来自58个国家的

11万多人参与了调研。调研目前

尚在进行当中，可以用多种语言

在线参与。匿名数据仅供非商业

研究使用。访问网站了解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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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新闻论坛 

多家卫生研究机构将在5月初为使用西班牙语的媒体举办一次虚拟

论坛，主题涉及高质量科学新闻的标准和程序。该论坛将邀请各

学科的专业人员参会，重点分析与冠状病毒病相关的新闻报道。

在这里注册。 

在COVID-19爆发前与移民、人口

流动和大流行病相关的研究 

Kolitha Wickramage等，“移民在

防范大流行性流感计划中的位置？

（2018）”。  

Paolo Bajardi等，“人口流动网

络，旅行限制和2009年H1N1流

感的全球传播（2011）”。  

Benedict Truman等，“移民和难民

对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和应对

（2009）”。  

https://github.com/natematias/covid-19-social-science-research
https://mhadri.org/2020/04/15/migration-health-evidence-portal-for-covid-19/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ronavirus-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https://covid19.alnap.org/
https://covid19.alnap.org/
https://cmsny.org/cms-initiatives/migration-covid/
https://www.icvanetwork.org/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iata.org/en/programs/covid-19-resources-guidelines/covid-gov-mitigation/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pandemic-border/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covid19-survey.org/index.html
https://covid19-survey.org/index.html
https://www.aecomunicacioncientifica.org/registro-abierto-para-el-foro-virtual-e-hispanoamericano-de-periodismo-cientifico/
https://www.aecomunicacioncientifica.org/registro-abierto-para-el-foro-virtual-e-hispanoamericano-de-periodismo-cientifico/
https://distintaslatitudes.net/comunidad/periodismo-cientifico-covid1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bde8oS4R6r1Z2-1y6hJXPlcOyJJfOXAdRyNXOP9fqmR6bnw/viewfor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03973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039731/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file?type=printable&id=10.1371/journal.pone.0016591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file?type=printable&id=10.1371/journal.pone.0016591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file?type=printable&id=10.1371/journal.pone.0016591
https://ajph.aphapublications.org/doi/full/10.2105/AJPH.2008.154054
https://ajph.aphapublications.org/doi/full/10.2105/AJPH.2008.154054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人口统计学和COVID-19 

 

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s）创建一个汇集

与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相关的人口统计

学家分析的网站。人口统计学家（研

究人口问题的科学家）在评估与疫情

相关的死亡人数，分析疫情如何影响

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婚姻、生

育、居住安排、迁徙和流动等），以

及规划/优先考虑社会服务以缓解疫

情对福祉影响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COVID-19和移民网络论坛

 

研究中心、智库和论坛组织了一系列

与冠状病毒病和移民相关的网络论

坛，这些论坛的组织方包括： 

 欧洲大学学院（EUI）移民政策中心

（Migration Policy Centre） 

 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有关COVID-19影响下移民和流动的新近研

究 

Ling San Lau、Goleen Samari、Rachel Moresky、

Sara Casey、S. Patrick Kachur、Leslie Roberts和

Monette Zard：《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冠状病毒病和

从以往大流行病中吸取的教训》。 

Joe Parkin Daniels：《委内瑞拉人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艰难生存”》。 

Hans Henri Kluge、Zsuzsanna Jakab、Jozef Bar-

tovic、Veronika D'Anna和Santino Severoni：《冠状

病毒病应对举措中的难民和移民健康》。  

Kathleen Page, Maya Venkataramani, Chris Beyrer和

Sarah Polk：《美国无证移民和冠状病毒病》。  

Zheng Wang、Zi-xia Yuan和Zu-yao Jia：《根据流动

数据估算武汉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数》。 

George Borjas：《纽约市社区检测率和新冠病毒感

染率的人口因素》。  

Yu Ding、Sihui Luo、Xueyng Zheng、Ping Ling、

Tong Yue、Zhirong Liu和Jian ping Weng：《人口流

动和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管控的联系》。  

Jucier Gonçalves Júniora、Jair Paulinode Sales、

Marcial Moreno Moreira、Woneska Rodrigues Pin-

heiroe、Carlos Kennedy Tavares Lima和Modesto 

Leite Rolim Neto：《危机中的危机：难民在2019

冠状病毒病流行期间的精神健康状况》。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iussp.org/fr/node/11297
http://www.migrationpolicycentre.eu/events/mpc-webinar-migrant-workers-under-covid-19-lockdown/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programs/us-immigration-policy-program-international-program/coronavirus
https://graduateinstitute.ch/events
https://www.gfmd.org/gfmd-meeting/uae-gfmd-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51-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51-2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18-2/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18-2/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91-1/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91-1/fulltext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200595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07.t.20200222.1023.002.html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07.t.20200222.1023.002.html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952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952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8.20024661v1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8.20024661v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517812030786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5178120307861


国际移民组织（IOM）危机应对 

 

国际移民组织关于冠状病毒病和人口流动的声明着重指

出了在持续的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支持移民的重要性： 

在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与其他公民一

样，移民暴露出许多同样的脆弱性，而且程

度往往更严重。 

支持所有弱势全体的努力……应充分考虑避

免不良后果，减少困苦，以及降低公共卫生

风险。  

基于以往应对紧急事件的经验，国际移民组织制定

了COVID-19全球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SRP），以

支持需要额外资金、技术或业务资源的国家。  

 国际移民组织在以下领域发挥直接作用： 

 风险通报和社群接触； 

 危机和跨境协调； 

 培训政府雇员； 

 人口流动建图；及 

 加强监测和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WASH）服

务。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1：工具和资源（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政策应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政策追

踪 

 记录政府限制大流行病对人员

和经济影响的主要应对举措。 

国际增长中心（IGC）COVID-19追

踪 

 提供有关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

的政策干预措施的详细信息。 

国际劳工组织（ILO）国家举措追

踪 

 概述了每个国家为支持劳动力

市场和保护工人制定的措施。 

牛津大学冠状病毒政府应对追踪系

统（OxCGRT） 

 用一致的方法记录各国政府应

对举措的严格程度和反应速

度。 

 

国际移民组织的流动影响数据仪表盘（Mobility Impacts 

dashboard）显示了在3808个入境点实施的限制措施的数量

和类型，绘制了有关世界各地制定的各种旅行中断和限制

措施的地图，并报告哪几类人口受这些措施的影响最大 。  

随着冠状病毒的扩散，许多法域的政

府实施了一系列与迁徙相关的临时措

施，以遏制病毒的传播。费戈曼律所

（Fragomen）整理编辑了国别移民政

策发展综述。 

本概述是对概述#1的更新。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

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全球与COVID-19相关的旅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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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iom_covid_key_messages_19-03_final.pdf
https://www.iom.int/iom-responds-covid-19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
https://www.theigc.org/covid-19/tracker/
https://www.theigc.org/covid-19/tracker/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country-responses/lang--en/index.htm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ronavirus-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ronavirus-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www.fragomen.com/about/news/immigration-update-coronavirus
mailto: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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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源 

世界卫生组织疫情状况报告 

 报告对过去24小时的疫情发展情

况进行更新。 

世界卫生组织“流言终结者”话题

行动 

 面对错误信息和虚假消息，世界

卫生组织发起了冠状病毒病“流

言终结者”话题行动 。  

 
 

移民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开始分析COVID-19对移民和

流动的影响： 

 

COMPAS  

 该论坛推动有关COVID-19对快速运行世界影响的头

脑风暴讨论，涉及主题从跨境移民到种族主义和流

动工作的未来等。 
 

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为抗击COVID-19，政府求助于移民管理工具。从长

远来看，这些政策变化将如何影响移民制度？ 
 

美国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总结新冠疫情下有关移民的事态发展，包括有关大

流行病的政策分析、研究和新闻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系列 

 提供的初步分析涉及COVID-19大流行影响移民的具

体方式和减轻这些不利影响的措施 。  

与移民相关的分析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状况仪表盘（COVID-19 Situation Dashboard）  

          追踪全世界的COVID-19病例 
 

一些机构开发了线上互动仪表盘系统，协助公共卫生

当局、研究人员和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有视觉化的了

解，并进行追踪。 

这些仪表盘显示了国家层面新冠肺炎的确诊、死亡和

康复病例数，以及疫情实时动态数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nCov2019和世界卫生组织开发

的仪表盘应用最为广泛。 

发展中世界的COVID-19分析 

 布鲁金斯学会“关注非洲”  

 世界银行博客“让我们谈谈发

展” 

 牛津大学拉美中心  

 经合组织“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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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地方当局为移民参与相关

的工作 

城市和地方当局是实施移民和融入政

策的主要场所，通常也是了解居民

（包括移民）需求的最佳场所。 

一些城市在移民接收和融入方面采取

了交互文化主义的做法，制定自己的

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多样性。例如，美

国和加拿大所称的“庇护城市”已经

制定了政策和方法来容纳非正规移

民。纽约市向所有居民发放城市身份

证，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以确保市

民获得各种服务。  

这些城市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时与国

家的移民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与政府

当局关系紧张。例如，即使在大流行

病期间，他们保护非正规移民不被政

府当局驱逐。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2：城市和地方当局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自COVID-19首次侵入我们的城市以来，我们夜

以继日地工作，确保所有居民的安全，确保

他们得到支持，这包括我们的移民和难民，

他们是最容易受到大流行病影响的群体。在芝加

哥，说“我们共渡难关”意味着，在这场危机中，

没有人会被遗漏，没有人会被落下。芝加哥市长洛

莉·莱特福特（Lori E. Lightfoot），2020年4月7日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  

城市在大流行病中的角色 

城市之所以成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震中，最突出的

原因是人口稠密。因此，它们与地方当局可以在应

对大流行病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被正式纳

入国际移民组织COVID-19全球战略准备和应对计

划。 

城市对疾病爆发的防范水平各不相同，因为这也取

决于它们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虽然欧洲城

市难以维持其医疗服务，但“全球南部”的城市正

面临其他挑战，特别是在人口密度大、服务有限、

人口大多从事低收入和高风险工作的非正式定居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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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地方当局在大流行病期间对移民的支持 

 

地方当局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反应以及它们向移民提供支持的程度差别很大。例如，在乌干

达，很难制定对城市难民的支持措施，因为地方当局缺乏关于这些难民的准确数据。其他

城市采取了包容性措施，确保将移民纳入COVID-19应对举措，并遏制病毒的传播。下面列举

了地方当局采取的一些措施。 

确保享有医疗卫生服务： 

 一些地方司法管辖区，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采取

措施，确保包括非正规状态人员在内的群体能获得平等的接受冠状病毒检测和治疗的机

会。 

确保享有社会服务： 

 瑞士日内瓦将社会紧急服务扩展至所有生活在不稳定状况中的个人。 

 加拿大多伦多为满足基本需求提供社区支持 

 美国芝加哥住房支持项目 

限制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 

 南非的一些市镇取消了对非正规食品贸易行业的限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中有移民工

人。 

 美国芝加哥为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包括那些由移民经营的小企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向非正规移民提供现金援助，他们被排除在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

之外。 

 意大利卡帕尼亚大区政府资助多种社会和医疗服务，以支持从事收获作业的非洲移民。 

解决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心理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反对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心理城市联盟（the Coalition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ities against Racism, Discrimination and Xenophobia）发表了一份

声明，强调在大流行病期间有必要团结一致，解决对流离失所者和移民等弱势群体的歧

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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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的流动限制 

随着世界各地的政府继续努力遏制COVID-19的传播，国际和国内的限制措施在近来几周大幅增

加。这包括关闭边界和实施隔离与封锁。在4月初，全球超过十分之九的人生活在有旅行限制

的国家。国际移民组织估计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4月23日，COVID-19有关的旅行限制的数量

达到52262项，分别由215个国家、领土和地区执行。限制措施的数量自2020年4月1日以来大

量增加，当时的限制措施为43781项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3：旅行限制和流动（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  

全球几乎所有的目的地都实施限制 

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UNWTO）发

布的新报告显示，到2020年4月6

日，全球96%的目的地实施了旅行

限制： 

100%的非洲目的地 

100%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目

的地 

100%的中东地区目的地 

93%的欧洲地区目的地 

92%的美洲地区目的地 

在机场的限制措施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对世界各地的机场

状况进行定期更新。协会网站列出了国家及其

对机场实施的各种限制 。  

培训边境工作人员 

作为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的一部分，国际移民组

织继续为机场、海港和过境点的监测官员培训。 

在哥斯达黎加等国，预计到来自尼加拉瓜和古巴的移

民会有所增加，国际移民组织为相关机构提供技术支

持，以执行安全和适当的边界管理措施。 

在孟加拉国，国际移民组织支持政府“在海陆空边界

的工作，为其提供设备，培训卫生和移民事务人员，

以及在入境点加强机构间的协调 。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数据新门户网页 

新近公布的专题网页“移民数据与COVID-

19大流行相关”收集并分析了与移民相关

的数据，包括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国家的移

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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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对性别暴力（GBV）的影响 

由于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BV）相关的服务被

缩减以及受影响者寻求帮助的行动受到限制，

基于性别的暴力在一些难民营呈上升趋势。 

在成千上万罗兴亚难民居住的位于孟加拉国的

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亲密伴

侣暴力和童婚问题都出现了上升趋势。严格执

行的行动限制制约了妇女和女童获得支持服务

的能力。 

为了应对和缓解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日益增加

的风险，一些罗兴亚妇女自发组织起来，在难

民营中提高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包括进行

挨家挨户的宣传。 

歧视性的行动限制 

一些国家/地区实施流动限制的方式正受到

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特别是对包括难民在

内的移民群体。 

近来的媒体报道显示，某些地方实施的宵

禁等措施针对特殊的移民群体。这使人们

担心，针对移民的严厉的限制措施可能会

妨碍他们获得基本看护和服务的能力。 

联合国移民网络近期发表了一份声明，强

调“任何对行动自由的限制都不应过度影

响人权和寻求庇护的权利，实施的限制应

相称且非歧视。” 

暂停移民 

虽然世界各地都实施了旅行限制，但一些国家，如美国，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暂停

所有移民入境。美国政府在2020年4月23日暂停移民入境60天，但某些人群例外，如季节性

农场工人，他们仍可以进入美国 。  

歧视性的行动限制 

寻求庇护的人是受旅行限制影响最大的人群之一。数个国家已经禁止包括寻求庇护者在内的所有

外国人入境。乌干达等长期对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暂停接收新来人员，以此作

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总体对策的一部分。在美国，作为限制COVID-19传播的一项措施，政府

作出一项决定，在抵达时驱逐/遣返无证移民，这可能构成“推回”，使寻求庇护者面临进一步的

迫害。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数百名罗兴亚人被困在船上，此前马来西亚因担心疫情扩散拒绝

他们入境。人们越来越担心2015年的危机会重演，当时偷运移民者把罗兴亚人遗弃在不安全且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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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政府抗击疫情的努力至关作用。在中国大陆，居民

需要有健康码才能通过检查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

民佩戴使用围栏技术的电子手环。俄罗斯把脸部识别技术

和城市监控摄像系统结合起来，实施COVID-19追踪。在新加

坡，政府鼓励公民安装手机追踪应用程序“合力追踪”

（TraceTogether）。该程序使用蓝牙技术识别用户是否与病

毒暴露者有接触。鉴于新加坡的经验，澳大利亚政府鼓励

公民下载“COVIDsafe”手机应用程序。韩国的私营开发商

开发了类似的应用程序。 

苹果和谷歌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占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99%的市场份额。两家公司正在合作开发分散式/匿名式的

接触追踪技术，并承诺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关闭追踪服务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4：支持分析和应对的技术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本质上是一个大数据问题。我们正在努力地在追踪病

毒在全球的扩散。 詹姆斯·亨德勒（James Hendler），伦斯勒

理工大学（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了解COVID-19是如何传播的对制止病毒的蔓延至关重要。

Nextstrain是一个开放源代码项目，使用大数据收集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排序和视觉化处理，显示COVID-19的演变和传

播情况。通过分享700个病例的基因序列，该项目有助于证

实一项评估，即病毒的病毒性（或严重性）不会随着扩散到

其他国家而减弱 。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  

大数据在认识COVID-19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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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xtstrain 

人口监测：COVID-19的

一项遗产？ 
 

许多人担心当前危机过后，

政府可能会将监测技术转用

于追踪和监控包括移民在内

的利益群体。然而，在一些

国家，使用新技术监视人口

的能力已经存在。例如，美

国的移民当局利用人工智能

面部识别技术对交通流中的

人员进行大规模监控，以发

现无证移民。 

利用新技术追踪COVID-19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0/02/29/to-curb-covid-19-china-is-using-its-high-tech-surveillance-tools
https://hbr.org/2020/04/how-digital-contact-tracing-slowed-covid-19-in-east-asia
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tracking-covid-19/
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tracking-covid-19/
https://www.gov.sg/article/help-speed-up-contact-tracing-with-tracetogether
https://www.theverge.com/2020/4/26/21237598/australia-coronavirus-contact-tracing-privac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oronavirus-south-korea-tracking-apps/2020/03/13/2bed568e-5fac-11ea-ac50-18701e14e06d_story.html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apple-google-working-technology-for-coronavirus-contact-tracing/
https://www.theverge.com/2020/4/26/21237598/australia-coronavirus-contact-tracing-privacy
https://healthitanalytics.com/news/understanding-the-covid-19-pandemic-as-a-big-data-analytics-issue
https://nextstrain.org/help/general/about-nextstrain/
https://nextstrain.org/help/general/about-nextstrain/
https://academic.oup.com/bioinformatics/article/34/23/4121/5001388
https://academic.oup.com/bioinformatics/article/34/23/4121/5001388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coronaviruss-genetics-reveal-its-global-travels-67183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coronaviruss-genetics-reveal-its-global-travels-67183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nextstrain.org/ncov/global
https://nextstrain.org/ncov/global
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tracking-covid-19/
https://foundation.mozilla.org/en/blog/borders-and-pandemics-human-rights-impacts-covid-19-technology-migration/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news/ice-weaponizes-state-licences-against-undocumented-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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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创新挑战 

位于美国加州的3D建模公司CAD Crowd发起了

为期一个月的原型设计大赛，征集有助于防

止COVID-19传播的发明创造。到目前为止，

共有138个参赛作品，从免手触开门器到紫外

线消毒现金抽屉不一而足 。  

冲突地区的创新 

在叙利亚叛军的最后据点伊德利卜（Idlib），

许多医院毁于战火。为抗击新冠疫情，由12名

自愿者组成的团队使用自制设备设计了一台简

易呼吸机，并计划增建数百台 。  

来源：冠状病毒创新应对方案分布图  

世界各地的追踪创新 

支持和加强COVID-19应对举措的创新激增，冠状病毒创

新应对方案分布图对此进行了视觉化处理。 
 

由StartupBlink、健康创新交流（Health Innovation Ex-

change）和莫斯科创新局（Moscow Agency of Innova-

tions）共同发起的分布图类似一个目录，显示了成百上

千项的创新解决方案，还把这些资源分为五类：防范、

诊断、治疗、信息和生活工作应变，并显示如何在居家

的情况下接受药物治疗。 
 

点击这里观看分布图 。  

快速数据生成的风险 

虽然新技术使实时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成

为可能，并帮助我们了解病毒的特点，如传

播性和病死率，但这样产生的数据可能不准

确。 

这意味着一个开放式的同行审议程序对确保

数据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即使该程序可由人

工智能工具支持，协助资助方选择同行审议

专家。 

用人工智能治疗COVID-19 

随着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

机器学习被用于开发解决方案。 

有几项工具被用于病人分诊：一项放射软件

能够扫描病人，并在10分钟内计算出感染的

概率；个人助理程序可根据用户的症状和病

史对其进行诊断，对他们居家还是寻求治疗

提出建议。机器学习工具还被用来快速筛选

成功率较高的治疗性抗体。该工具将很快被

用于预测病毒如何影响医疗资源的需求 。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cadcrowd.com/contest/2332-covid-19-coronavirus-product-design-and-3d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syria-ventilator/in-syria-rebel-stronghold-building-makeshift-ventilators-to-fight-virus-idUKKCN2251AL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syria-ventilator/in-syria-rebel-stronghold-building-makeshift-ventilators-to-fight-virus-idUKKCN2251AL
https://coronavirus.startupblink.com/
https://coronavirus.startupblink.com/
https://coronavirus.startupblink.com/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presscentre/featurestories/2020/april/20200408_covid-19-innovations
https://coronavirus.startupblink.com/
https://coronavirus.startupblink.co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how-policymakers-should-use-covid-19-data
https://blog.frontiersin.org/tag/covid19/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30-03-2020-who-releases-guidelines-to-help-countries-maintain-essential-health-services-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datarevenue.com/en-blog/machine-learning-covid-19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4/23/1000410/ai-triage-covid-19-patients-health-care/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dc-microsoft-coronavirus-chatbot-feeling-sick-should-i-go-hospital-2020-3?r=US&IR=T
https://healthitanalytics.com/news/data-scientists-use-machine-learning-to-discover-covid-19-treatments
https://www.cam.ac.uk/research/news/progress-using-covid-19-patient-data-to-train-machine-learning-models-for-healthcare


2019冠状病毒病的性别分析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一项新的快速性别分析显示，随着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在不同环境中

的逐渐显现，相当数量的性别视角得到关注。这些包括: 

 妇女正承担照顾劳动的负担 

 获得医疗服务机会的不平等与性别有关 

 基于性别的暴力正在增加 

 妇女要求获得关于COVID-19的有针对性的信息 

在这里阅读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和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对上述内容及更多性别因素的

分析。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5：性别视角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  

 

对流离失所现象中性别暴力（GBV）

的影响 

由于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BV）相

关的服务被缩减以及受影响者寻求

帮助的行动受到限制，基于性别的

暴力在一些难民营呈上升趋势。 

在成千上万罗兴亚难民居住的位于

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亲密伴侣暴力和童

婚问题都出现了上升趋势。严格执

行的行动限制制约了妇女和女童获

得支持服务的能力。 

为了应对和缓解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日益增加的风险，一些罗兴亚妇女自

发组织起来，在难民营中提高人们对

新冠肺炎的认识，包括进行挨家挨户

的宣传 。  

把干预性别暴力融入人道主义行动指南——关于

2019冠状病毒病的新资源 

新冠肺炎应对措施导致性别暴力增加的证据令一

线从业人员极为关切。在性别暴力指导知识中心

（GBV Guidelines Knowledge Hub）新增有关2019

冠状病毒病的内容为从业人员提供了关键资源，

以支持把降低性别暴力风险纳入新冠肺炎应对措

施。所涵盖的领域包括： 

点击这里获取资源，如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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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ights.careinternational.org.uk/media/k2/attachments/CARE-IRC_Global-RGA-COVID-19_April-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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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en/news-and-events/stories/2020/04/feature-women-mobilize-to-prevent-covid-19-in-rohingya-refugee-camps
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en/news-and-events/stories/2020/04/feature-women-mobilize-to-prevent-covid-19-in-rohingya-refugee-camps
https://insights.careinternational.org.uk/media/k2/attachments/CARE-IRC_Global-RGA-COVID-19_April-2020.pdf
https://gbvguidelines.org/cctopic/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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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19冠状病毒病和妇女政策

简报》 

2020年是《北京行动纲要》颁布25周年，

也是为性别平等开创新局面的一年。然

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在过去几

十年取得的有限成果也有倒退的危险。这

场大流行病加深了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暴

露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脆弱性，而

这些脆弱性反过来又加剧了疫情的影响。 

一份新的联合国秘书

长政策简报探讨了妇

女和女童的生活正在

发生怎样的变化，并

概述了随之而来的即

时应对和长期恢复努

力的优先措施。   

为什么我们在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中需要女性领导 

在世界经济论坛“议程”（Agenda）博客上，一些作者支持更多女性担任领导职务，并着重指

出： 

 在全球一线医务工作者中，女性占绝大多数，这意味着女性的代表性问题对解决新冠肺炎危机

至关重要。 

 全球医务工作者中70%是女性，但全球领导人中只有25%是女性。 

 没有女性担任领导职务，女性议题在整个疫情危机中都不会得到解决。 

   全球的评论人士提出了类似的议题，其中有人问到，为什么女性在新冠危机中是如此优秀的领

导 。  

处于一线的移民家政工 

因工作需要，家政工在他人家中工作，并与

可能携带病毒的个人和物品密切接触，他们

处于疫情的一线，面临感染的风险。大多数

家政工是女性，其中许多人还是移民（见下

图）。可阅读这篇文章，它概述了南非、墨

西哥、美国、荷兰、印度和巴西的应对举

措。 

按照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和性别分类的移民家政工

数量统计                                                   

来源：《世界移民报告》（World Migration Report），基于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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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ego.org/domestic-workers-frontline-care-workers-face-covid-19-challenges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en_chapter2.pdf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en_chapter2.pdf


分析概述#23已予详述，几乎所有国家都实施了旅行/行动限制，力图遏制2019冠状病毒病的传播。

关闭边境、宵禁和封锁等措施对境内移民和国际移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许多人无法返回原籍国/

原籍地，或是抵达目的地。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6：滞留的移民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无法返回家园 

世界各地许多移民工人无法返回家园，在失业的情况下滞留在原来的工作国/工作地区。原籍国

或目的地国极少或没有为他们提供援助，数千人被困在拥挤肮脏的生活环境中，面临更高的感

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位于海湾国家的移民占该地区数个国家人口总数的较大比例。他们受到了疫情不成比例的影

响。尼泊尔禁止所有的公民回国，造成许多尼迫尔工人滞留在海湾国家。印度最近也暂

停从海湾地区接回本国公民。一些目的地国，如科威特和巴林，和一些移民原籍国协

调，开通了送返移民的航班。 

对有意外出务工和回到原籍国办理证件的移民而言，边境关闭意味着他们被困在了原籍国，

没有工作，还面临负债的风险。 

国际移民工人不是唯一受到旅行限制和封锁措施影响的群体；一些国家（如印度）的境内流

动工人自封锁实施以来，一直被困在城市和工业区，没有工作或收入。印度数百万外出

务工的农民工在家政、建筑、交通等多个行业就业。包括北方邦（Uttar Pradesh）在内

的一些邦最近派大巴车送滞留的移民工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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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滞留移民的签证 

为了帮助移民应对当前的旅行限制，包括封锁和边境关闭，一些国家实施了签证/许可续签、延期

或临时豁免。例如，泰国实施了签证延期政策，将持非移民签证入境的外国人的签证延期三个月，

续签至7月底。新西兰延长了在4月初过期的移民工人的签证。俄罗斯的一项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将

“外国公民临时居留期限延长三个月”，国际移民组织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使移民能够保留合法

身份，更快地找到工作，而且无需支付与居留许可相关的费用 。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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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nz.co.nz/news/national/414257/covid-19-lockdown-visa-disruption-leaves-immigrants-businesses-wo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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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庇护者被拒绝入境 

由于许多国家对包括寻求保护者在内

的所有外国人关闭了大门，寻求庇护

者受到当前大流行病的严重影响。 

数百名被拒绝进入马来西亚的罗兴亚

人被困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包括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在内的多家

机构对此表示关切，呼吁国家共担责

任，避免重演2015年危机。在那场危

机中，数千名罗兴亚人难民被偷渡组

织者遗弃在海上。 

在拉丁美洲，边境关闭使许多移民滞

留在过境国；数千移民因哥斯达黎加

关闭边界滞留在巴拿马，还有许多移

民被困在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边境

地区。墨西哥边境地区仍有无法进入

美国的滞留的寻求庇护者。 

国际移民组织援助滞留的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在世界各地援助受流动限制影响以及

无法工作或返回家园的移民。 

 在尼日尔，边境关闭导致滞留移民的数量激

增；国际移民组织和欧盟联合实施的一个项目

正在向位于国际移民组织六个收容中心的2300

多名移民提供支持。 

 国际移民组织巴拿马代表处与巴拿马政府和联

合国难民署合作，向滞留在三个移民接收站的

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三个移民接收站位

于巴拿马与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接壤的边境

地区。 

 波黑是移民从希腊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个主

要过境国。约8000名移民因与新冠肺炎疫情有

关的流动限制而滞留在该国。在国际移民组织

的帮助下，配备1000张床位的安置营地开始运

营。 

 在泰国等国，国际移民组织一直在追踪滞留移

民的人数。2020年3月26日至4月23日，国际移

民组织记录了泰国境内五个地点的660名滞留移

民。 

—新一期时事简报  

在移民和边境管理处（Immigration and Border Management Division）发布的新一期的国际移民组织

时事简报（IOM Issue Brief）中，提出的建议涉及移民、领事和签证程序，包括调整监管方法以维护

法律框架，同时融入必要的调整，使移民的停留符合移民法规。这要求各国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允

许“特殊签证或居留许可过期后的合法停留”，以及“为普通签证持有者的合法停留提供便利”。

在这里阅读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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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期间的儿童保护 

与成人相比，儿童感染2019冠状

病毒病的症状较轻，许多病例为无症状或轻

中度感染。 

然而，这场大流行病仍然对世界各地的儿童

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身处脆弱

境况（如处于迁徙和流离失所状态）的儿

童。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儿童面临着四大亟待

解决的风险，以确保儿童得到保护 : 

  

- 教育  - 健康 

- 食物  - 安全 

2019冠 状 病 毒 病 （COVID-19） 分 析 概 述 #27儿 童 保 护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目前儿童基本没有

出现疾病最严重的症状。但是，他们的

生活已经被完全改变。我呼吁世界各地的家

庭和各级领袖——保护我们的儿童  

         点击这里阅读完整通报和/或观看视频 

继续教育 

 

虽然一些国家开始复学，但由于许多国家关闭了学校，这场大流行病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全世界

超过15亿学生辍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强调，学校关闭对儿童造成严重影响，特别

是对处境最脆弱的儿童。除了学习中断和辍学率上升，学校关闭还可能对儿童的营养产生不利

影响，导致儿童看护方面的差距，并使儿童暴露在社会隔离、虐待、暴力和剥削的风险之下。 

通过远程学习提供包容性学习机会被用来减轻学校关闭的影响。例如，全球教育联盟（Global 

Education Coalition）寻求为国家、社区、家庭和儿童提供支持，提供一系列的国家学习平台

和远程学习解决方案。由于处境最脆弱的儿童，如移徙和流离失所儿童，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

技术，因此有人呼吁支持儿童获得数字技术，同时探索其他创新解决方案，以确保移民儿童获

得最低限度的持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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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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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对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此类家庭的子女面临的风险 

由于积蓄少和没有医疗保险，移民父母可能被迫在疫情期间继续工作。除了增加他们及其家庭

的感染风险外，他们的子女可能因学校关闭而独自留在家中，面临下列风险： 

 社会隔离，心理压力变大。 

 即使能接触到数字技术,他们可能无法获得继续远程教育的支持；由于对他们的在线活动缺

乏有效监测,他们可能面临性剥削的风险。 

随着世界范围内移民就业领域的失业增加，以及由全球衰退引发的收入减少，移民父母可能发

现自己处于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不能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将子女留在原籍国，自己移徙到国

外工作的父母可能就面临这种情况，他们可能无法汇款来供养家庭，或者可能由于失业而不得

不返回原籍国。对他们子女最突出的风险包括: 

 家庭内部焦虑和压力的增加，移民儿童面临更大的遭受虐待、暴力和剥削的风险,包括基于

性别的暴力。 

 经济状况困难导致的高辍学率和/或因被迫寻找其他有偿活动面临被剥削和落入人贩子手中

的风险。 

  

流离失所儿童面临的特殊风险 

虽然流离失所儿童可能经历与移民儿童类似的风险，但他们与流离失所境遇及其生活条件有关的

特殊脆弱性可能使他们在大流行病期间的发展、福祉和安全面临严重的风险，例如: 

 约400万难民儿童在2017年就无法就学，在大流行病期间，长时间的关闭学校会引发辍学率上

升的风险，即使在复学后也可能出现此类情况。相关组织正在通过继续教育解决方案来化解

这一风险。 

 更高的健康风险，特别是由于拥挤的营地缺乏用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设施,无法保持必要

的社交距离，以及保健服务不足而感染新冠肺炎。一个解决方法是缓解拥挤，并将住在这些

营地的无人陪伴儿童重新安置到其他国家。 

 卷入冲突的（流离失所）儿童无法获取人道主义援助。3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停

火，以集中精力解决大流行病期间的人道主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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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是指政府对外国公民入境、停留、甄选、定居和驱逐的立场，涵盖了一系列领域，包括家

庭移民、劳务移民和难民/寻求庇护移民。虽然近年来的趋势是管控政策变得更复杂、更严格，但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移民政策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大流行病可能使移民政策的限制性变得更强，但也

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转向政策更好地反映流动形式的需求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8：对移民政策的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场大流行病使人们注意到，移民

对发达国家的许多部门，如医疗卫

生和季节性农场工作，至关重要，

同时也注意到疫情导致了移民数量

和流动性的下降。 

长期影响尚不明朗，但流动性下降

的影响正日益受到关注。例如，新

加坡的“枢纽城市”模式正面临越

来越大的威胁。在欧洲，在收获季

节采取的政策需要新的变通性和灵

活性。 

国际移徙和流动与劳动力市场和全

球化紧密相连，因此，当我们开始

看到经济衰退成形，长期移徙模式

的改变才会出现。这种态势的发展

在全球是不均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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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影响？ 

COVID-19爆发后的移民政策 

追踪移民政策 

移民律师事务所费戈曼（Fragomen）提供了一个摘

要，列出了全球不同法域当前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而

实施的业已确认的移民限制和特许情形。在这里查看

定期更新的摘要 。  

行动中的政策变通性和灵活性 

鉴于移民事务办公室和服务机构的关闭使身份确定变

得困难，许多国家在移民程序方面展现了变通性。法

国、俄罗斯和阿联酋已自动延长或简化签证延期程

序，以防止因疫情而出现广泛的非正规移民现象。葡

萄牙暂时将所有在疫情爆发前申请居留许可的移民合

法化，以确保移民能够获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意

大利也在讨论类似的方案。约旦免除了对希望返回母

国的移民工人的罚款和收费，并创建了一个在线平台

推进相关程序 。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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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后的移民政策 

2020年2月，英国政府公布了脱离欧盟后的积

分制移民系统计划。该计划将对移民进行限

制，特别是限制低技术移民。在新冠疫情爆

发后，该计划受到批评。国会议员和智库指

出，按照拟议的制度，许多在大流行病期间

赢得赞誉的工人将不被允许入境。  

当前危机教会我们的一件事是，许多被

我们认为是低技术的人实际上对我们国

家的顺利运转非常重要，他们事实上被

视为关键工人。 

英国国会议员史蒂夫·达柏（Steve Double）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方面取得相对成功之后，两国政府提出了

“跨塔斯曼海泡泡（trans-Tasman bub-

ble）”计划，即放松两国之间的边境限

制。 

这一想法被视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

方式，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移民走廊是大

洋洲国家间第三大最受欢迎的移民通道。 

中止赴美移民 

美国总统在4月22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暂停向进入美国的移民发放绿卡。暂停的

期限为60天，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

该行政令可能被延长。该行政令旨在防止

境外疫情输入，缓解美国出生工人的就业

竞争压力。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

icy Institute）估计，根据行政令涉及的签证

类型，约52000张绿卡的发放会被暂停60

天。研究所也指出，由于国务院因疫情基

本暂停了签证申请的面谈，行政令短期内

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  

对技术和劳务移民的重新思考 

在移民政策中心（Migration Policy Centre）最近组

织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马丁·拉什（Martin 

Ruhs）教授、布里奇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

son）教授和弗雷德里希·波什凯尔（Friedrich 

Poeshcel）博士讨论了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各国衡

量技术的方法，以及他们在政策制定中对低技术

移民的重视程度。点击这里观看网络研讨会。  

流动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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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述是对概述#6的更新。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

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29：污名化和歧视（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人口监测：COVID-19的一项遗产？ 

许多人担心当前危机过后，政府可能会将监控技术转用于追踪、监控和歧视包括移民在内的利益群

体。然而，在一些国家，使用新技术监视人口的能力已经存在。例如，美国的移民当局利用人工智

能面部识别技术对交通流中的人员进行大规模监控，以发现无证移民 。  

仇外污名化 

对移民的污名化导致仇外对抗的增加。亚太政策与计划

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记录了

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在美国发生的1500起歧视和仇外事

件。若干国家的报告指出，歧视和反移民行为导致了粮

食不安全问题，并迫使一些移民返回原籍国 。  

歧视性的流动限制 

一些国家/地区实施流动限制的方

式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特别

是对包括难民在内的移民群体。 

近来的媒体报道显示，某些地方实

施的宵禁等措施针对特殊的移民群

体。这使人们担心，针对移民的严

厉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妨碍他们获得

基本照顾和服务的能力 。  

危机情境中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歧视  

虽然在传播过程中COVID-19本身 “不具有歧视性”，但广泛的研究和报告表明，这场大流行

病加剧了原有的社会和经济差距，移民是面临污名化和歧视的额外负担的群体之一。有关先

前分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分析概述#6 。  

 点击这里观看国际

移民组织旨在减少

污 名 化 和 歧 视 的

COVID-19应对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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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和针对移民的歧

视与污名化的文章 

Juan Zhang：《如果我戴口罩，每个人都把

我当病毒：关于口罩的争论》。  

Lorenzo Guadagno：《移民和COVID-19大流

行：初步分析》。  

Roberto Castillo：《对非洲人的歧视和中国

的监控将如何重置移民趋势》。 

Yasmeen Serhan和Timothy McLaughlin：

《另一场问题重重的爆发》。 

Jo Vearey：《为什么仇外心理对南非的整

体健康有害》。  

Alison Mountz：《疫情脆弱性的方方面

面》。  

Marie McAuliffe和Celine Bauloz：《冠状病

毒大流行或对世界移民造成毁灭性影

 

处理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心理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反对种族主义、歧视和

仇外心理城市联盟（Coalition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ities against Racism, Discrimina-

tion and Xenophobia）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

有必要团结一致，解决疫情期间流离失所者和

移民等弱势群体面临的歧视问题。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环境危害歧视 

两项独立研究提供的初步证据表明，长期暴露

于空气污染与更易感染新冠病毒之间存在关

联。移民不成比例地生活在污染和环境危害较

大的地区。 

工作中的脆弱性 

移民是基础产业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基础产

业的工作场所现已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震

中。由于缺乏适足的防护设备，美国多地爆

发数百起病例，移民不成比例地受到影响。 

在其他行业，移民工人的就业状况不稳定，

无法获得持续的社会保障。 

获得医疗服务 

由于一系列显性和隐性政策，许多地方的

移民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在获取医疗服

务时面临特殊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设施匮

乏、缺乏医疗保险以及与移民身份相关的

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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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0：残障者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暴露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风险 

根据个体的情况，残障者暴露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

风险更大。世界卫生组织称，面临这些风险是因为: 

 落实基本卫生措施面临障碍，如洗手 

 需要触摸物品表面来获取信息或获得身体支持 

 因支持需要或集体生活难以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残障者（PWDs）患重症感染的风险更大，因为： 

 现有健康状况的恶化 

 获取医疗服务面临障碍 

 现有支持体系受到干扰 

为残障者额外考虑 

在COVID-19爆发期间对移民的强力

支持包括为残障者进行额外的考

虑。 

由于各种因素，残障者感染新冠肺

炎的风险可能更大，获得正确的公

共卫生信息可能更困难，并可能面

临获得医疗服务或社会支持的障

碍。 

评估残障移民的需求 

欧盟资助的“残障移民获取服务（AMiD）项目”开发

了需求评估工具。这项评估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使残障移民有机会在融入过程中表达需求和偏好。 

 

 

残障移民 

许多国家为支持残障者的广泛的社

会保障计划提供资金。在很多情况

下，国家的医疗支助取决于工人在

正式就业期间的定期缴款。在公共

卫生和经济危机中，这种安排对残

障服务形成了障碍。 

没有充分的支持，残障移民面临的

障碍将倍增，使他们更加难以获得

基本的食物、住所和健康必需品 。  

来源：AMiD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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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残障者的有关COVID-19的资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为残障儿童和残障成年人考虑”。 

朝着残障包容的新冠肺炎应对措施前进：国际残疾人联盟的10条建议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事处权利专家，“2019冠状病毒病：谁在保护残障者？”。 

欧洲残障照护者联合会，“残障移民：保障获得高质量服务的机会” 。  

为残障儿童考虑 

 

通常用于向儿童传达安全信息的沟通渠道，如

幼儿项目和学校教育，可能不适用于残障儿

童。通过使儿童成为信息的来源，沟通策略可

以根据当地社区和个体的需求进行调整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国际移民组织与残障难民一起工作  

面对大流行病，至关重要的是每

个人都能获得关于如何防控新冠

病毒的信息……在应对新冠肺炎的

各个阶段，残障组织应参与咨询及

其他相关的活动。 

— 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卡塔丽娜·德

班达斯（Catalina Devandas） 

在位于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

约5%的罗兴亚难民有某种形式的残障。国

际移民组织正在努力解决罗兴亚难民营面

临的障碍。点击此链接或右边的图片以更

多地了解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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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长期以来利用移民带来的收益，帮助解决原籍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他们对发展的贡

献，如通过国际汇款推动发展，广为世人所知。侨民在发展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移民问题

全球契约》（GCM）上也有所反映，如目标19所述，“为移民和侨民充分促进所有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创造条件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1： 侨 民 参 与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侨民如何为应对COVID-19作出贡献 

在各国政府和社会持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世界各地的侨民社区纷纷出手相助，在助力

国家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纽约和埃里温的医生最近举办了一场经验交流会，亚美尼亚的侨民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

议。在会议上，美国医生向他们的亚美尼亚同行介绍了纽约医院应对冠状病毒病的趋势和

相关的治疗方法。 

 在美国的孟加拉国侨民联合起来筹集资源，支持原籍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民众。他

们还募集资金为卫生系统薄弱的孟加拉国的医务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 

 在卢旺达努力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同时，南苏丹的卢旺达侨民募集了数千美元，向原籍国

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 

 在澳大利亚的黎巴嫩侨民在提供检测试剂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厄立特里亚的侨民截

至4月中旬已捐款近400万美元，支持黎巴嫩政府的抗疫工作。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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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3/195
https://www.iom.int/news/local-medics-team-diaspora-battle-covid-19-cyberspace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4/diaspora-offers-helping-hand-bangladesh-reels-coronavirus-200413073227801.html
http://apanews.net/en/news/rwandan-diaspora-offers-covid-19-help-back-hom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30/lebanon-bsharri-coronavirus-pandemic-covid-19/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0/04/18/eritrea-s-coronavirus-rules-chinese-italians-iranians-to-be-quarantined/
mailto: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侨民债券重受追捧？ 

据世界银行称，COVID-19大流行及其对许多

发展中经济体的毁灭性影响可能会使侨民债

券重新受到追捧。世行预计，海外侨民债券

每年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约500亿美元的收

入，可以此弥补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造成

的资金缺口。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

资预计将下降37%。允许移民支持原籍国的

侨民债券“一直是向政府等成本更高贷款人

借款的一种重要替代方案”，危机时期也不

例外。印度和以色列等国在通过这一机制筹

集资金方面非常成功 。  

 
 

国际侨民虚拟交流活动 

为了让侨民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举措，国

际移民组织最近组织了全球侨民应对COVID-

19虚拟交流活动。该活动主要有两个目标： 

 创建一个协助空间，让侨民团体交流与

疫情有关的最佳做法和经验； 

 展示侨民团体正在进行的工作，并让他

们的努力得到关注。 

由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安东尼奥·维托里诺

主持的首次交流会于2020年4月22日举行。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信息。  

对汇款的影响

 

虽然侨民继续在支持母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许多人也受到了大流行病

的严重冲击，为原籍国作贡献的能力受到限制。最受影响的贡献之一是汇款。根据世界银行的

预测，2020年向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将减少近20%。可在分析概述16中了解更多COVID-19对汇

款的影响。汇款减少对严重依赖汇款的人群、社区和国家具有重大影响。 

 

支持侨民 

2019冠状病毒病对许多国家的侨民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失业、企业倒闭、甚至死亡。数个国家的

政府开始为旅居国外的本国公民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应对疫情。例如，在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使团

组织了虚拟会议，和侨民讨论并解决与移民和就业相关的问题。爱尔兰政府筹建了新冠肺炎疫情专

项应对基金，以支持向爱尔兰侨民提供服务的组织。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diaspora-bonds/pandemic-could-fuel-demand-for-diaspora-bonds-says-world-bank-idUSKCN2263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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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fa.ie/global-irish/staying-in-touch/latest-news/newsarchive/support-for-the-irish-diaspora-covid-19.html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2：经济社会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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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正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

领域。据估计，2020年全球将有约49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这场大流行病暴露并加剧了原

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包括移民面临的不平等，并将对移民的原籍国和原籍社区产生影响。

尽管移民对全球应对大流行病作出了贡献，但一些移民特别容易受到大流行病的长期影响。  

国际移民 

包括难民在内的一些移民因为全球经济衰退返回了原籍国，他们在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方面

遇到困难。大流行病可能降低一些目的地国的吸引力，也可能促使一些人(以不正规的形式)

迁徙到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更富裕的国家。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是极端贫困最严重

的地区。 

流离失所人口 

在大流行病之前已处于弱势地位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国

家已经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包括寻求庇护者。如果人道主义资金因援助转向抗击国内疫情

而被削减，贫穷和过度拥挤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恶化。 

移民工人 

移民工人通常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工作，如制造业和酒店业。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

下，他们受到的负面影响特别大，依靠他们汇款生活的亲属也受到冲击。一些从事季节性工

作的移民也由于旅行限制而无法工作。 

国际汇款 

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国际汇款将骤降20%，这将是“近代史上最大的降幅”。对依赖国际

汇款的大小经济体和移民的亲属而言，汇款的减少令人关切。 

融合和社会凝聚力 

污名化和歧视助长了针对移民的仇视，这可能对他们的社会经济融合产生长期影响，更广泛

地说，还可能对接受他们的社会的凝聚力产生影响。 

对移民的经济社会影响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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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29_stigmatization_and_discrimination_update.pdf


联合国框架 

3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团结一致，共抗

疫情。题为《共担责任、全球声援:应对新冠

病毒的社会经济影响》报告指出，全球应对侧

重三个优先领域： 

1. 应对卫生紧急状

况 

2. 将社会影响和经

济应对及恢复作为

重点 

3. 帮助国家恢复得更

好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角色 

认识到移民将是受社会经济影响的最弱势

的群体之一，国际移民组织于4月15日呼

吁各方提供4.99亿美元，支持其扩大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全球战略准备和应

对计划。该计划先前的资金需求是1.161

亿美元。世界多地立即响应，如孟加拉

国、突尼斯、巴拿马、乌干达、意大利、

乌克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在这里阅读

更多信息）。 

 

国际移民组织的部分应对措施侧重缓解疫

情对移民的社会经济影响（战略优先事项

4）。在这一方面，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

包括： 

• 快速分析以评估冠状病毒病的即时社

会经济影响； 

• 监测大流行病的次生影响； 

• 确认和试点有效、可推广的用于动员

医务移民工人和广泛移民社区的机

制； 

• 加强雇主对保护移民工人的承诺；及 

   优先考虑受流离失所影响社区的生计

和就业机会。 

 

在此背景下，国际移民组织的外勤工作人

员正在为快速分析COVID-19对移民的社会

经济影响作出贡献，以支持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和驻地协调员的工作。 

秘书长发起了联合国COVID-19应对和恢复多伙伴

信托基金，为三项目标的实现提供财政支持，特

别是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最贫穷、最脆弱的社区。 

 

关于目标2和紧急社会经济应对，联合国的工作

重点是五根支柱： 

1. 保护医疗服务和卫生系统 

2. 社会保障和基本服务 

3. 保护就业和中小企业 

4. 宏观经济应对和多边协调 

5. 社会凝聚力和社区恢复力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3/1059752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hared-responsibility-global-solidarity-responding-socio-economic-impacts-covid-19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hared-responsibility-global-solidarity-responding-socio-economic-impacts-covid-19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iom.int/news/iom-launches-usd-499-million-expanded-covid-19-response-plan-help-address-critical-socio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SG-Report-Socio-Economic-Impact-of-Covid19.pdf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COV00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COVID19-Response-Recovery-Fund-Document.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news/2020/UN_sets_out_COVID_social_and_economic_recovery_plan.html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3：打击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仇外种族主义 

COVID-19本身“不具有歧视性”，然而，广泛的研究和报告显示，这场大流行病正在加剧原有的

不平等，移民是面临额外歧视负担的群体之一。请参阅分析概述#6和#29的先前分析。 

虽然这在危机局势中并不鲜见，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关于冠状病毒的种族歧视（coronaracism）的

表现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歧视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凸显，但社交媒体也可成为促进

宽容的媒介 。 #Tolerance 

国际移民组织（IOM）总干事表示迫

切需要应对仇外心理 

5月7日，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安东尼奥·维

托里诺与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团和世界各地的

媒体举行了网上新闻发布会。在议题广泛的

会议上，维托里诺总干事介绍了国际移民组

织和移民在新冠肺炎时代面临的挑战。除其

他议题外，总干事还概述了助长仇外情绪的

错误信息以及对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污名

化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  

在这里观看视频 。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和种族主义的新

近研究文章 

Delan Devakumar、Geor-dan Shannon、

Sunil Bhopal和Ibrahim Abubakar：《COVID-

19应对举措中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Melanie Coates：《COVID-19和种族主义的

抬头》。  

Anneliese Depoux、Sam Martin、Emilie Ka-

rafillakis、Raman Preet、Annelies Wilder-

Smith和Heidi Larson：《社交媒体疫情恐慌

比COVID-19传播得更快》。  

Mohammed Mamun和Mark Griffiths：《由

于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和仇外心理，孟加拉

国发生首起COVID-19自杀事件：可行的自

杀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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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些什么？” 

能够实现信任最大化和恐惧最小化的领

导者对于在不确定和危机时期减少焦虑

和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这

关系到政治领域、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

的领导人。然而，这并不仅限于领导

者，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也可以做很多

事情，比如： 

 传播事实 

 接触社会影响者 

 放大亲历者的声音 

 推动新闻道德 

 积极塑造种族多样性 

 纠正流言和刻板印象 

 挑战塑造偏见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社交媒体自助

出版，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比以往更加

重要。  

媒体中的传播 

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正在蔓延，给移民、难民和

其他弱势群体带来灾难性后果。国际移民组织

（IOM）发布了关于在大流行病和其他移民背景

下开展宣传活动的指导意见。欧洲联盟基本权利

署（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the Fundamental 

Rights）的一份新简报涵盖了有关虚假信息、隐

私和数据保护的一节内容，涉及COVID-19媒体报

道中的仇外情绪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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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COVID-19的关联性表述 

打击网络媒体上的仇外情绪是一个挑战。3月9日

当周，社交媒体分析公司Synthesio报告称社交媒

体上有3920万次关于COVID-19的关联性表述，企

业社交科技公司Sprinklr发现在24小时内社交媒

体、博客和新闻网站上有2000万次关联性表述 。  

给家长和看护人的建议 

儿童特别容易受到仇外种族主义的

影响。美国全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US Na-

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发布

了指南，为遭遇COVID-19相关种族主义行为儿

童的家长和看护人提供指导。旨在减少儿童焦

虑的指南着重指出(除其他事项外)需要对他人

表现出接纳和同情。  

最具影响力的网络红人？ 

4月20日当周，有着8120万互动量的Lady Gaga是对

COVID-19最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她发起了“团

结在家”（Together at home）线上音乐会，为世

界卫生组织的Covid-19团结应对基金（Covid-19 

Solidarity Response Fund）募集了1.28亿美元 。  

https://www.apa.org/news/apa/2020/03/covid-19-leadership
https://www.apa.org/topics/covid-19-bias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iom-campaign-guidelines.pdf
https://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fra-2020-coronavirus-pandemic-eu-bulletin_en.pdf
https://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fra-2020-coronavirus-pandemic-eu-bulletin_en.pdf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synthesio.com/coronavirus/
https://www.vox.com/recode/2020/3/12/21175570/coronavirus-covid-19-social-media-twitter-facebook-google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climate-safety-and-crisis/health-crisis-resources/countering-covid-19-(coronavirus)-stigma-and-racism-tips-for-parents-and-caregivers
https://www.synthesio.com/blog/infographic-coronavirus-social-monitoring-4-20-2020/
https://www.wired.com/story/lady-gaga-covid-19-coronavirus-relief/
https://www.wired.com/story/lady-gaga-covid-19-coronavirus-relief/


 

 

灾害中的医疗卫生和流离失所者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堪重负的医院可能无法照顾受

灾群众；一些灾后措施，如提供大规模庇护所可能

难以为继，因为庇护所可能成为新冠肺炎进一步传

播的热点地区。 

2019冠状病毒病和环境流动 

环境压力影响全球每年数百万人作出迁徙的决

定。然而，与其他推动因素一样，由于世界各国

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了流动限制，与

环境压力有关的流动已基本停止。 

欲了解更多有关环境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信

息，可访问载有相关新闻、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

的国际移民组织环境移民门户网站 。  

 

 

关于环境移民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新近

研究和分析 

Dina Ionesco和Mariam Traore Chaza-

noël：《不只是一场卫生危机？评估

COVID-19对气候迁徙的影响》。 

Alex Randall（视频）：《气候、迁徙和

2019冠状病毒病》。  

Lorenzo Guadagno：《移民与新冠肺炎

大流行：初步分析》。 

Mikio Ishiwatari、Toshio Koike、Kenzo 

Hiroki、Takao Toda和Tsukasa Katsube：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期间的灾害管理：

洪灾应对方法》。  

Riyanti Djalante、Rajib Shaw和Andrew 

DeWit：《建设抵御生物性危害和大流

行病的恢复力：2019冠状病毒病及其对

〈仙台框架〉的影响》。 

Emily Munro：《加强以更好预测为基

础的防范工作：2019冠状病毒病之

后》。  

城市和2019冠状病毒病：脆弱社区的食

物获取（即将举行的网络研讨会） 

面临双重危机的小岛屿国家 

小岛屿国家面临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目前正在

努力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全球大流行。粮食不

安全、旅游业下滑和环境风险可能在未来几年持

续影响这些国家的劳务迁徙和汇款。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4：环境迁徙和流离失所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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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害而流离失所以及被滞留的人口 

 

随着各国投入大量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对其他防灾工作正在退居次要地位的担忧日渐加

深。灾害事件一直是造成流离失所的第一大原因。根据最新的数据，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估计，自然灾害在2019年造成了24.9起新的流离失所事件。如果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发生台风、地震或野火等灾害，流动限制将妨碍有效紧急援助的提供。更多信息请参阅概述#8流

离失所事件和概述#26滞留的移民。 

大流行病期间的环境变化和流动治理 

政府的居家政策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暂时下降，虽然这是历史性的，但这种下降不会改变

推动环境变化和人员流动的主要动因。专家们强调，长期的气候改变不是来自大流行病期间

的临时政策，而是来自所有治理层面的协调工作 。  

国际环境治理 

年度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因新冠疫情推迟举行，与移民有关的讨论和流离失所者问题

工作组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有关《全球移民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这份重要国际公约的区域层面

的政策审议即将开始，但对话可能被推迟 。  

国家层面的治理 

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中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这使得法国加大了对不依赖化石燃料

的交通系统的支持 。  

次区域和市级层面的治理 

许多城市对从农村向城市的快速劳务迁徙没有进行全面的行政和管理监督，非正式

定居点在这些城市广泛存在。由于非正式定居点房屋密集，而且只能获得临时市政

服务，许多人担心，定居点的居民会面临公共卫生和环境问题的双重风险 。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ouble-disaster-emergency-preparedness-era-covid-19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20/
https://us19.campaign-archive.com/?e=&u=2dca09f67efb6fc090574a83f&id=ebda53aa45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8_displacement_ev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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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26_-_stranded_migrants_0.pdf
http://www.rfi.fr/en/international/20200403-covid-19-biggest-drop-in-co2-emissions-since-wwii-but-little-impact-on-climate-change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blogs/more-health-crisis-assessing-impacts-covid-19-climate-migration
https://unfccc.int/news/cop26-postponed
https://unfccc.int/process/bodies/constituted-bodies/executive-committee-of-the-warsaw-international-mechanism-for-loss-and-damage-wim-excom/areas-of-work/migration--displacement-and-human-mobility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es/node/1470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es/node/1470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upporting-material-regional-reviews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upporting-material-regional-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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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iadb.org/ciudades-sostenibles/es/pandemia-coronavirus-covid19-asentamientos-barrios-informales-medidas-emergencia-recupera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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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conversation.com/too-many-left-behind-the-failing-of-covid-19-prevention-measures-in-informal-settlements-and-slums-137288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covid19_key_messages_eng_1.pdf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5：民间社会的应对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民间社会有关移民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声明 

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组织了两场网络研讨会，并收集整理了

民间社会组织有关大流行病的公开发言。点击这里访

问网页。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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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间社会应对和2019冠状病毒病

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民间社会行动委员会（Civil Society 

Action Committee）：《首先，拯救生

命：新冠疫情解决方案以及与移民和

难民的新团结——全球民间社会的声

明》。点击这里查看签署机构名单。 

Ayisha Osori：《冠状病毒：民间社会

在西非的角色》。  

Saskia Brechenmacher、Thomas 

Carothers和Richard Youngs：《民间社

会和冠状病毒：受到干扰但仍具活

力》。  

Mohammed Sinan Siyech和Naweeda 

Jouhar：《印度的民间社会和2019冠

状病毒病：低调的英雄》。 

民间社会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 

许多与移民和难民合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为应对COVID-

19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造成的双重冲击作出了贡

献。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倡导反对仇外心理，开

展研究和分析以确保弱势群体的融入，弥补社保系统

的不足，消除阻碍移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障碍。 

联合国-民间社会简报 

5月18日，联合国组织了一

次题为“抗击与COVID-19

相关的污名化、仇外心

理、仇恨言论和种族歧

视”民间社会简报会。联

合国还征集了民间社会组

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方面的故事 。  
图 片 来 源 ：UNICEF-USA/

@katchyaphotos 

民间社会对有关2019冠状病毒

病错误信息的调查 

联合国要求应对疫情危机的民间社会

组织从他们的视角对联合国在宣传和

错误信息主题方面的工作进行反馈。

点击这里查看调研 。 

http://www.gfmd.org/covid-19
http://www.gfmd.org/covid-19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csactioncommitte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Civil-Society-Statement-on-COVID-19-and-Migra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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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sactioncommitte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Civil-Society-Statement-on-COVID-19-and-Migra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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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4/21/civil-society-and-coronavirus-dynamism-despite-disruption-pub-8159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ivil-society-and-covid-19-india-unassuming-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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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vpolicy.org/working-across-nepals-data-ecosystem-as-the-economic-crisis-starts-to-hit-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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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sf.org/msf-covid-19-crisis-update
https://www.un.org/en/civil-society/civil-society-briefing-fighting-stigma-xenophobia-hate-speech-and-racial
https://www.un.org/en/civil-society/csos-response-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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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组织和倡导 

多年来，新加坡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在倡导改

善移民工人的生活空间，最近由于公共卫生

措施不得力而导致疫情爆发，这项工作现在

获得了更多认可。巴西的一个移民集体联盟

推动居住在巴西的移民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基

本公共服务，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 。  

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 

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弥补世界各地提供公共服务

的不足。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

tières）向世界各地派遣医疗队，支持诊所为

老年人、无家可归者和迁徙人口提供有关2019

冠状病毒病的专业医疗服务。在印度，90多个

民间社会组织协调了他们建立的广泛网络，向

数百万人分发食物和口罩，其中包括许多流动

劳工 。  

对抗仇外心理和歧视 

针对被视为外国人的种族主义虐待和暴力与大

流行病同时扩散。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开始努力

扭转这些趋势，例如荷兰反歧视组织Art.1 MN

发起了一场反对仇外和虐待的活动。波兰的一

个非政府组织正在制作材料反驳新冠病毒阴谋

论 。  

 
 

对关键问题的分析 

民间社会组织扮演的一个关键性角色是收集

和分析重大议题的数据，并向公众呈现所得

结果。美国的民间社会团体记录、跟踪和收

集了移民在农业和畜牧业劳动条件的相关数

据。一些尼泊尔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发了手机

应用程序并对分析加以运用，以确保将弱势

群体纳入卫生政策应对措施。 

民间社会关于数字监测的联合

声明 

调整用途后的监控技术被用于在大流行病期

间追踪接触者和监测人员流动。在一项联合

声明中，100多个组织敦促政府： 

 

发挥领导作用，确保为应对疫情而使用

数字技术追踪及监测个体和群体严格遵循人

权标准 。  

Source: DD4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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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6：对隐私的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在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和生物识别技术的同

时保护隐私和数据 

作为COVID-19系列政策简报的一部分，经合组织发

布了一份关于开发和使用数字工具进行人口监测的

简报，指出： 

数字技术为各国政府遏制COVID-19的大流行

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必须认识到它对隐

私和数据保护的影响。接触追踪应用程序应该在

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使用，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协

商，提供有力的设计隐私保护……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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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隐私、流动体系和冠状病

毒病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Sai Sri Sathya、Gunjan Sinha、

Santanu Bhattacharya和Ramesh 

Raskar：《隐私保护性的移动大数

据分析和COVID-19应对举措：电信

公司的挑战和机遇》。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和

Florimond Houssiau：《我们能否不

借 助 大 规 模 监 测 抗 击COVID-

19？》 。 

Petra Molner和Diego Naranjo：《监

测不能阻止冠状病毒》。  

Christiane Kuhn、Martin Beck和

Thorsten Strufe:《Covid概念：朝接

触追踪服务中的隐私保护目标和主

张保护的正式定义——文档化理

解——前进》 。 

Iniobong Ekong、Emeka Chukwu和

Martha Chukwu：《COVID-19移动定

位数据接触追踪和患者隐私条例：

在尼日利亚探索全球应对战略和数

字工具的使用》。 

非常措施正常化？ 

作为这场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世界各地正在进行

前所未有的人口监测和数据挖掘。与旅行限制和封

锁规定类似，许多涉及隐私的措施以特殊权力为基

础，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临时使用。数据保护法律中

有关分享数据的豁免也被利用。总部位于英国的国

际隐私组织（Privacy International）正在通过监测涉

及隐私的相关措施的变化情况追踪全球疫情响应。

放宽旅行限制和封锁相对容易监测，但其他一些措

施则非如此。点击这里访问有关COVID-19的网页。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racking-and-tracing-covid-protecting-privacy-and-data-while-using-apps-and-biometrics-8f39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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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COVID-19数据保护和隐私资源 

联合国“全球脉动”（Global Pulse）计划的网页上刊载了与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相关的数据保护和隐私资源列表。由于数据和隐私保护以及疫情的不断变化，

该网页会定期更新。“全球脉动”页面上的如下信息图表显示了政府支持的COVID-19数据分享

举措的分布情况。来源：联合国“全球脉动”  

2019冠状病毒病和数据保护 

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创建了一个有关

2019冠状病毒病和数据保护的专门网页。网页上

刊载了相关的宣言、资料便览、分析文章和更多

资源的链接。来源：欧洲委员会 

 

 

 

民间社会关于数字监测的联

合声明 

调整用途后的监控技术被用于在大流行

病期间追踪接触者和监测人员流动。在

一项联合声明中，100多个组织敦促政

府： 

发挥领导作用，确保为应对疫情而

使用数字技术追踪及监测个体和群

体严格遵循人权标准。 

来源：欧洲委员会 http://www.dds4dev.org/covid-19.html  

计划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olicy/covid-19-data-protection-and-privacy-resources/。  

https://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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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rw.org/news/2020/04/02/joint-civil-society-statement-states-use-digital-surveillance-technologies-fight
http://www.dds4dev.org/covid-19.html
http://www.dds4dev.org/covid-19.html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olicy/covid-19-data-protection-and-privacy-resources/


2019冠 状 病 毒 病 （COVID-19） 分 析 概 述#37： 全 球 人 才 流 动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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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全球人才流动和2019冠状病

毒病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Amit Kramer和Karen Kramer：

《新冠肺炎大流行对职业地位、

离家工作和职业流动的潜在影

响》。  

全球人才流动平台TOPIA：《在大

流行病期间怎么进行全球人才流

动？》 

Francesco Fasani和Jacopo Mazza：

《关键移民工人：他们对欧洲应

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贡献》。  

 

丹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量

留学生毕业后留在了这些国家工作，新冠肺炎

疫情引发的对大学的冲击对全球人才招聘构成

了重大障碍。最近一项对准留学生的调查发

现，约60%的学生因疫情改变了学习计划。然

而，约一半的学生计划在今年开始他们的学

习，即使这意味着在网上开始课程学习 。  

不是所有的专业技能都可以通过Zoom或Skype解

决，某些专业技术的提供需要旅行，而现在所

有的航班都停了                                                                                          

波士顿咨询公司（新加坡）采购专家亚历克斯·多利亚              

（Alex Dolya） 

 

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特别是需要

进行大量国际旅行的工作，从工厂经理到工程师，不一

而足。例如，在对在泰国经营的日本公司进行的一项调

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隔离等措施阻碍了商业

活动。 

因此，有人预测，一旦危机过去，企业将把它们的供应

链和专业技能本地化，减少对环球旅行员工的依赖 。  

全球供应链中流动员工的未来 

明天的人才 你知道吗？ 

《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分析了哪些国

家最善于招聘高技术移民人才。 

通过衡量各国启用、吸引、培养和留存高级

技能工人的能力，2020年报告发现，瑞士、

新加坡和美国最具竞争力，排名前20个国家

中有13个欧洲国家。在这里查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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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2019冠状病毒病在短期内几乎迫使商务旅行完全陷入停止状态——在2020年4月接受全球商

务旅行协会（GBTA）问卷调查的公司中，98%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取消或暂停了

“大部分”或“所有”国际商务旅行。大多数受访公司(62%)预计国内旅行将在两三个月

内恢复，39%的公司认为国际旅行将在6至8个月内恢复。 

 

 

这场大流行病促使视频会议平台的使用大幅增加。Zoom公司首席执行官袁征（Eric Yuan）

表示，今年4月，每天有3亿多人在Zoom平台上参加会议；在2019年12月，这一数字仅为

1000万。类似的，中国的钉钉平台（Dingtalk）也不得不增加两万台临时服务器来应对流量

高峰。疫情结束后，这种朝数字化迈进的趋势不太可能完全逆转。 

航空分析师马克·曼杜卡（Mark Manduca）认为，抵境隔离要求或基于近期旅行史的入境

限制要求可能会导致商务旅行的结构发生变化。例如，一些个人旅行会被“三个月的会议

工作期”取代。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商务旅行的长期下滑。尽管很难预测商务旅行会衰退到何种程度，但斯

皮里特航空公司（Spirit Airlines）的前首席执行官本·巴尔丹扎（Ben Baldanza）预测，与

疫情爆发前相比，商务旅行将永久减少5-10% 。  

来源：全球商务旅行协会（2020年4月28日） 

2019冠状病毒病对商务旅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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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gbta.org/Portals/0/Documents/GBTA-Poll_Key_Highlights_April_28_2020.pdf
https://www.gbta.org/Portals/0/Documents/GBTA-Poll_Key_Highlights_April_28_2020.pdf
https://blog.zoom.us/wordpress/2020/04/22/90-day-security-plan-progress-report-april-22/
https://blog.zoom.us/wordpress/2020/04/01/a-message-to-our-users/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002/20/WS5e4dec2fa310128217278eb1.html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coronavirus-business-travel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52594023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ielreed/2020/04/15/covid-19-wont-kill-leisure-or-business-travel-but-it-will-change-it-significantly-perhaps-forever/#b564d050b432
https://www.gbta.org/Portals/0/Documents/GBTA-Poll_Key_Highlights_April_28_2020.pdf
https://www.gbta.org/Portals/0/Documents/GBTA-Poll_Key_Highlights_April_28_2020.pdf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8：移民的社会保障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社会保障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的重要性 

根据预测，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使全世界约4900万人陷

入极端贫困，社会保障已成为COVID应对举措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以确保获得医疗服务和职业与收入保

障。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过去危机的证据表

明，提供强有力的普遍性社会保障的国家在应对诸如

当前大流行病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之类的危机时，准备

得更加充分。 

在2月1日至5月12日期间，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监

测（ILO Social Protection Monitor）记录了全球168个

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915项社会保障措施（地区

比率见下图）。 

 

移民尤其可能被排除在这些社会保障措施之外，特别

是非正规移民、临时/季节性移民工人、自营职业和

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的移民。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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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保障和2019冠状病

毒病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Mauro Testaverde：《COVID-19危

机期间的移民社会保障：正确和

明智的选择》。  

Ella Haley等：《移徙农场工人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脆 弱 性 加

剧》。  

Ugo Gentilini、Mohamed Almenfi

和Ian Orton：《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措施：国家

措施的实时回顾》。  

François Gerard、Clément Imbert

和Kate Orkin：《针对新冠肺炎危

机的社会保障措施：发展中国家

的选择》。  

你知道吗……？ 

2017年，据估计，全球只有45%

的人口享受到至少一项社会福

利，有40亿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福

利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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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医疗服务 

2017年，只有33%至49%的世

界人口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

移民往往无法或无法充分获得

医疗服务，更不用说医疗覆盖

了。认识到全球卫生风险，一

些国家境内的移民，如哈萨克

斯坦境内的临时移民工人、韩

国境内的移民工人和马来西亚

境内的非正规移民，获准享受

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 。  

非正规移民 

非正规移民仍处境困难，他们常被排除在支

持计划和措施之外。但一些国家和地方当局

已经把非正规移民纳入了其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举措： 

 爱尔兰的大流行病失业救济金适用于“因

COVID-19大流行而失去工作的雇员或自营

职业者”，无论其移民省份如何。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的非正规移民提供现金援助，因为他们被

排除在经济刺激计划之外 。  

福利和社会安全网措施 

社会安全网包括直接提供现金、物品或服务(食物或住

宿，如印度尼西亚的“大米自动提取机”)，以减轻大

流行病的影响。有些国家使移民也有资格享受这些福

利，如将已申请居留许可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身份合

法化(葡萄牙)。 

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缅甸和乌兹

别克斯坦，也实施了应对大流行病的新计划。这些计划把移民纳入其中，特别是

持有居留许可或临时工作签证的移民。一些国家还采取了针对移民的特殊措施，

例如，巴拿马为大约2500名滞留的移民提供食物和住宿 。  

印度尼西亚的“大米自动提取机”向符

合条件的居民提供大米（来源：美联

社A.Ibra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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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39：留学生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COVID-19大流行颠覆了许多留学生的生活，他们陷入了

一场无法预测、无从准备的危机。最近的估计显示，全

球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在2017年达到530万。中

国、印度和德国是前三大留学生来源国，而最大的留学

目的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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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学生和2019冠状病毒病

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Jack Britton、Elaine Drayton和Laura 

van der Erve：《留学生数量减少给

大学财政收入造成巨大的影响》。  

Quacquarelli Symonds：《COVID-19

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准留学生有何影

响》。 

Wim Gabriels和 Rasmus Benke-

Åberg：《危机时期的学生交流》。 

滞留海外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实施了旅行和行动限制，这造

成许多留学生滞留海外。在限制措施生效前没有回国

以及没有被原籍国接回的留学生发现自己被滞留在海

外，其中有些还滞留在废弃的大学校园。伊拉斯谟学

生网络（Erasmus Student Network）就新冠肺炎对欧洲

交换生流动性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学

生最主要担心之一是无法回国。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学

生，如澳大利亚、塞内加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

也被滞留 。  

 

你知道吗？ 

留学生为一些国家的经济作出了重要

贡献。2018-2019年，留学生为美国

经济贡献了近410亿美元，而在澳大

利亚，上一财政年度留学生在学费、

税收和消费方面的贡献超过380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15%) 。  

QS准留学生调查 

正在进行的一项QS准留学生调查显示，截至4月中旬，

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影响了他们的留学计

划，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延迟到明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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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满足基本需求的途径 

留学生也受到封锁、宵禁和关闭商业活动的影响。许多人失去工作，陷入不稳定的状况，没有收入

来满足住房和食物等基本需求。在塞内加尔，大学关闭和航班停飞使一些留学生无家可归。在美国

等国家，虽然本地学生可以获得联邦政府为应对疫情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援助，但留学生不在援

助的范围之内。在澳大利亚，新冠疫情预计会对留学生支付房租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由于政府帮

助极少或没有提供帮助，一些留学生也面临着无法完成学业的困境 。  

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由于有人把留学生与新冠病毒的传播联系

在一起，部分留学生受到且不得不忍受种

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影响。在英国的中国

留学生报告说，针对他们的种族主义和歧

视有所增加。澳大利亚也报道了种族主义

事件，包括对亚裔学生的种族袭击。与此

同时，针对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的新冠种

族歧视也导致一些学生被赶出宿舍。国际

移民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近来几周对所

有的种族主义事件进行了谴责。分析概述

#33有更多关于对抗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

的信息 。  

 

支持国际学生 

有数个国家——通过联邦或州政府——已经加

大了努力，为那些滞留和失业的留学生提供支

持。在加拿大，政府已经实施了数项措施来帮

助留学生，比如暂时允许在读留学生每周工作

时间可以超过限定的20小时，只要他们从事关

键行业的工作。这不仅确保了紧要部门有足够

的工人，也使留学生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在澳大利亚，一些州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为在大流行病期间挣扎的留学生制定了援助计

划 。  

留学生的重要贡献 

留学生不仅在目的地国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对他们就读学校和居住地的经济

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冠肺炎大流行限制了学生的流动，并导致大学被关闭，至少在短期内可能

会减少留学生对经济的贡献。例如，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下一学年没有新的留学生入

学，高等教育行业的收入将减少约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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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返回移民和2019冠状病毒病

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Laavanya Kathi-ravelu和Arokkiaraj 

Heller：《新冠话语的跨国流

动：返回的问题》。   

挪威难民理事会：《COVID-19迫

使移民和难民返回危机四伏的委

内瑞拉》。 

Suganda Nagpal和Vatsalya Sri-

vastava：《新冠疫情在印度引发

的大规模迁徙：我们如何误解了

印度的流动工人》。  

在大流行病期间返乡 

虽然旨在减少新冠肺炎传播的封锁和旅行限制遏制了大

部分的人员流动，但这些措施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返乡

潮。为了避免疫情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以及被滞留海

外，移民纷纷返乡。全世界都出现了此类情况，这使得

移民尤其脆弱，并在封锁期间面临饥饿和无家可归的风

险。这些移民居住的国家要么只向移民提供有限的社会

保障，要么认为移民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更多关于

移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可以在概述38中找到 。  

增长最快的一百万人口 

受COVID-19的影响，新西兰的人

口达到了500万。根据新西兰统

计局的数据，新西兰历史上“增

长最快的一百万人口”是由“不

同寻常的国际旅行和移民模式”

促成的：在海外生活的公民返回

新西兰，在国内居住的人“不能

或不愿意”旅行 。  

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许多国家已经接回了因新冠疫情而滞留海外的公民，但

这些行动都无法与印度撤侨行动的规模相比。在和平时

期有史以来最大撤侨行动的第一阶段，印度动用了商用

和军用飞机以及海军军舰，将总数多达180万的移民工

人、留学生和弱势公民从海外接回。回国者需支付旅

费，并在出发前接受新冠肺炎筛查检测，只有无症状者

才允许搭乘飞机和船只。在约有300万印度人居住的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有近20万印度人申请回国。 

mailto:research@iom.int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transnational-mobilities-of-covid-discourse-the-question-of-return/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transnational-mobilities-of-covid-discourse-the-question-of-return/
https://www.nrc.no/news/2020/april/colombia-venezuela-press-release/
https://www.nrc.no/news/2020/april/colombia-venezuela-press-release/
https://www.nrc.no/news/2020/april/colombia-venezuela-press-release/
https://blogs.lse.ac.uk/southasia/2020/04/03/long-read-indias-coronavirus-mass-migration-how-weve-misunderstood-the-indian-migrant-labourer/
https://blogs.lse.ac.uk/southasia/2020/04/03/long-read-indias-coronavirus-mass-migration-how-weve-misunderstood-the-indian-migrant-labourer/
https://blogs.lse.ac.uk/southasia/2020/04/03/long-read-indias-coronavirus-mass-migration-how-weve-misunderstood-the-indian-migrant-labourer/
https://migration.iom.int/
https://www.nrc.no/news/2020/april/colombia-venezuela-press-release/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26_-_stranded_migrants_0.pdf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analytical_snapshot_38_social_protection_of_migrants_0.pdf
https://www.stats.govt.nz/news/new-zealands-population-passes-5-million
https://www.stats.govt.nz/news/new-zealands-population-passes-5-mill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18/new-zealand-reaches-population-of-5m-after-citizens-rush-home-amid-covid-19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4/27/covid-19-indonesians-stranded-abroad-return-home-amid-mudik-ban.html
https://www.dailysabah.com/politics/diplomacy/over-40000-turkish-citizens-repatriated-since-start-of-covid-19-crisis-mfa-say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05/world-s-largest-evacuation-begins-as-india-brings-back-citizens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sasia-migrants-idUKL8N2CU5GH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india-52555432
https://www.ft.com/content/7c0267f4-220d-4169-bd6e-ac330bdc9a45
https://www.ft.com/content/7c0267f4-220d-4169-bd6e-ac330bdc9a45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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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移民的污名化 

担心返回的移民带回病毒意味着许多移民在返回时会

被污名化。 

当大流行病开始在欧洲蔓延时，许多塞内加尔移民选

择返回，付钱让渔民带他们越过(当时已关闭)边境。

然而，一些船只被当地居民阻止靠岸，报纸报道这些

返回者想偷偷潜回国内。危地马拉的回返者也受到类

似的污名化。 

你可以在概述6和29发现更多有关移民在新冠肺炎大流

行期间被污名化的信息。概述33有关于反对仇外心理

和种族歧视的信息 。  

2019冠状病毒病和委内瑞拉移民的返回 

近年来，超过450万委内瑞拉人因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逃离，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逃往了

邻国哥伦比亚。许多居住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没有正式身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无法

享受哥伦比亚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非正式工作因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实施的封锁措施而消

失，这迫使成百上千的委内瑞拉人——他们在接收国无法获得供水，并面临着被驱逐的命运——

返回原籍国，他们知道自己在那里才有栖身之所。 

由于航班和公共交通都被中断，一些人组织和乘坐私人巴士回国。然而，对其他人而言——比如

徒步返回的人——回程充满了风险：移民受到武装团体的威胁，进行非正规流动可能让人贩子有

可趁之机。返回的人必须隔离两周，已有人对隔离设施的条件表示了担忧，如肮脏拥挤，食物和

水的供应常常不到位等 。  

 

 

滞留的尼泊尔工人的返回 

尼泊尔先前禁止大多数公民回国，

导致许多移民工人滞留。尼泊尔预

计在6月2日放宽封锁，官员估计将

有40万移民回国，其中10万人将立

即返回。 

马来西亚和四个海湾国家共收容了

150万尼泊尔人，其中许多人因新

冠封锁失去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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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 状 病 毒 病 （COVID-19） 分 析 概 述#41： 对 旅 游 业 的 影 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你知道吗？ 2019年，旅行和旅游业创

造了9万亿美元的收入，为全球GDP贡

献了10.3%的份额，提供了全世界十分

之一的工作岗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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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旅游业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新近

研究和分析 

Helen Dempster和Cassandra Zimmer：

《旅游业中移民工人：2019冠状病毒

病 如 何 影 响 他 们 ， 未 来 前 景 如

何？》。  

Stefan Gösslin、Daniel Scott和Michael 

Hall：《大流行病、旅游业和全球变

革：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评估》。  

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

velopment）：旅游业中的移民工人：

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视频）。 

旅游业受到COVID-19的沉重打击。大流行病及相关的旅行和流动限制降低了需求，同时大量减少

了该行业的就业岗位。截至4月20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WTO)报告称，全球100%的目的地都

实施了旅行限制，这是历史上对国际旅行最严格的限制，也是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旅游业面临的

最严重危机。 

仅在2020年的前三个月，COVID-19就导致国际游客抵达人数下降了22%。根据旅行限制的持续时间

和遏制病毒传播的速度，游客抵达人数预计将减少58%至78%，这可能直接导致1亿至1.2亿人失

业。 

国际劳工组织（ILO）预测，包括住宿和食品服务在内的次级行业在经济产出中最有可能出现大幅

下降 。  

 

 

国际游客抵达人数，2019年和2020年第一季度                       

（变化百分比）  

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2020年一季度，亚洲的游客抵达人数下降规模最

大，达33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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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在旅游业就业的移民损失惨重 

冠状病毒病对全世界从事旅游业的数百万移民工人的破坏性影响特别大。例如，在美国和欧洲，移

民分别占旅游业从业人员的20%和16%；澳大利亚的旅游业严重依赖持临时工作签证的移民工人。

旅行限制，以及诸如酒店和食品服务等许多旅游业的次级行业被迫暂时关闭或大幅度削减服务，已

导致大量移民被迫休假或工资减少。这影响了他们向亲友汇款的能力，2020年国际汇款预计将减少

20%。了解更多关于国际汇款的信息，请查阅概述#16。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许多严重依赖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旅游限制、封锁和较小的当地顾客基数意味着急

需的外汇收入急剧减少。例如，非洲的许多旅游国家很少接待国内/当地游客，主要依靠高薪的国

际游客来维持旅游业的运转。这场大流行病使国际旅游趋于停滞。新冠肺炎疫情还重创了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这些国家高度依赖国际旅游业，承受当前危机经济冲击的能力有限；旅游

业平均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0%，每年产生约300亿美元的收入 。  

滞留在海上的移民工人 

 

严重依赖移民工人的旅游业的次级产业，如邮轮业，受到了

疫情的沉重打击。 

截至4月底，超过10万名船员被困在海上，至少50人感染，

数人疑似死于COVID-19。值得注意的是载有数百名菲律宾籍

船员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它直到最近才把这些船员送

回菲律宾。数百名无法返乡的印度工人也被困在邮轮上。除

了无法上岸以及与朋友、家人少有联系外，一些船员的工资

被扣，而且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  

在2018年的移民研究系列论文

《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流动

性和城市化：走向更加一体化

的方法》中，罗纳德·斯凯尔

顿教授（Ronald Skeldon）认

为，“游客是世界各地发展的

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形式的

人口流动相联系。”他建议将

旅游业纳入移民问题全球框

架，包括将其纳入有关移民与

发展的辩论以及移民管理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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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2：                                                           

整个移民周期中的人权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抗击COVID-19相关措施的人权影响 

虽然冠状病毒病威胁个人健康，但疫情应对措施有时会

对整个移民周期的人权产生影响： 

 

 从原籍国出发：流动限制影响个人行使离开任何国家

的权利。 

 

 进入过境国或目的地国：边界关闭和入境限制影响不

推回原则。 

 

 在过境国或目的地国的停留：对移民的基本服务不足

或欠缺，其中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在不安全条件下继

续实施移民拘留；歧视、污名化和仇外心理；追踪措

施可能引发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返回原籍国：流动限制影响个人离开国家和进入母国

的能力；原籍社区对移民的污名化；不顾公共卫生危

机继续驱逐非正规移民。 

 

国家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国际人权法规定，任何对人权的限制或减损应合理、必

要和适当，包括非歧视。一些人权，如不推回原则，是

绝对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或减损 。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

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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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人权

影响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A. Ponta：《冠状病毒时代的人

权法》。  

M.G. Giammarinaro和L. Pa-

lumbo：《2019冠状病毒病和不

平等：在大流行病期间保护移民

的人权》。  

P. Pillai：《2019冠状病毒病和移

民 —— 国 际 法 律 框 架 的 缺

陷？》。  

D.P. Molnar：《边界和大流行

病：COVID-19相关技术对移民的

人权影响》。 

联合国全球契约学院（UN Glob-

al Compact Academy）举办的网

络研讨会：2019冠状病毒病和

人权：保护最弱势群体。  

A.E. Yamin和R. Habibi：《人权和

冠状病毒：真相、信任和民主面

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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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保护移民、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的14

条原则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Co-

lumbia）、康奈尔法学院（Cornell Law 

School）和佐尔伯格迁徙与流动研究所

（Zolberg Institute on Migration and Mo-

bility）的专家根据国际法确定了14项保

护移民、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的原

则，为国家行动提供信息和指导。获得

近800名国际专家支持的这些原则涉及

以下领域 ： 

 

1. 平等待遇/非歧视 

2. 健康权 

3. 国家有义务打击污名化、种族主

义和仇外心理 

4. 国家间的流动限制 

5. 国内的流动限制 

6. 非返回和准许入境 

7. 执行移民法，包括实施拘留 

8. 在安置营地、集体庇护所和定居

点的人享有生命和健康得到保护

的权利 

9. 信息权 

10. 保护隐私 

COVID-19和移民人权指南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新冠肺炎

疫情背景下的移民人权指南。该指南强调，有必

要把移民纳入公共卫生和恢复对策，以保护他们

的权利；避免仇外心理和保护“整个社会的健

康”，并采取特殊措施保护那些处于脆弱境况的

人。包括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其

他联合国机构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联合国移民

工人委员会和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也就此发

表了联合指导意见 。  

在4月发布的《2019冠状病毒病

和人权》政策简报中，联合国呼

吁“人权至关重要——对响应和

恢复工作而言”。移民被认为是

潜在的弱势全体 。  

本网络呼吁各国在大流行病期间暂停

强制遣返，以保护移民和社区的健

康，并维护所有移民的人权，不论其身

份如何。如果不维护人权，就无法成功

应对这场大流行病  

联合国移民网络（UN Network on Migra-

tion）声明，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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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COVID-19 

影响下移民和流动的新近研究 

Alan Gamlen：《2020大流行病后的移民和

流动：一个时代的结束？》。 

Gabriella Sanchez和Luigi Achilli：《困局：

COVID-19对非正规移民和偷运移民的影

响》。 

James Dennison和Andrew Geddes：《为什

么冠状病毒对欧洲的激进右派而言是坏消

息》。  

Alon等：《发展中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措施应有何不同？》。 

Tanja Bastia和Ronald Skeldon：《移民与发

展：在COVID-19背景下何去何从？》。  

乌干达内政部Agnes Igoye：《流动和移

民：乌干达和COVID-19大流行》。 

Mariña Fernández-Reino、Madeleine Sump-

tion和Carlos Vargas-Silva：《从低技能工人

到关键工人：紧急事件对移民政策的影

响》。  

Marie McAuliffe、Cé-line Bauloz和Adrian 

Kitimbo：《实时分析的挑战：厘清2019冠

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影响》。  

Andrea Milan和Reshma Cunnoosamy：

《COVID-19和移民管理：一个全局视

角》。  

国际移民组织（IOM）有关COVID-19                                      

的研究和分析 

最新的移民研究系列论文（第60期），Lorenzo 

Guadagno：《移民和COVID-19大流行：早期分

析》。 

新一期在线季刊《移民政策实践》（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的主题涉及COVID-19和全世界

的移民与流动政策  

COVID-19移民健康证据门户网站（Migration 

Health Evidence Portal for COVID-19）包含一个

有关COVID-19的研究出版物的开源搜索资料

库，刊载出版物的主题涉及移民、迁徙和流

动。此外，该门户网站还包含了证据简报，整

理综合与国际移民组织COVID-19战略准备和应

对计划相关的关键信息 。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环境和气候处（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Division）主办了一次

论坛，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可以就与COVID-19

相关的问题交流经验、知识和观点，如COVID-

19与环境移民、灾害所致流离失所以及迁徙决

定对环境的影响等议题存在何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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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视觉分析  
 

《金融时报》制作了最新的可免费观看的COVID-19如

何传播的解说视频。该页面直观地展示了与世界各地

确诊病例、政府应对措施和死亡/超额死亡率相关的数

据。 

他们还制作了一份交互式COVID-19轨迹图，使用户能

够比较不同国家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发展态势，并利用

牛津大学政府应对追踪系统的数据开发了政府应对措

施可视图 。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网页和门户网站 

随着全球有关冠状病毒病的研究成果出现激增，现在

出现了大量的门户网站和专用资源页面。被引用最多

的与流动和大流行病相关的页面和门户网站包括 : 

 柳叶刀移民（Lancet Migration）的移民和Covid-19

论坛 

 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ICVA）COVID-19资源 

 COVID-19流动影响门户网站 

 COMPAS的冠状病毒和流动论坛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有关冠状病毒的政府

措施 

 人口迁移研究中心（CMS）Covid-19迁移走势 

 开放民主组织 (openDemocracy) 和瑞尔森大学  

(Ryerson University)  

 牛津大学冠状病毒政府应对追踪系统（OxCGRT） 

ApartTogether 

与 根 特 大 学 合 作 进 行 的

ApartTogether调研旨在了解难民和

移民经历的疫情社会心理影响，以

及他们如何应对出现的挑战。 

调研配有30种语言版本，并附有音

频，用于向相关组织和决策者提供

信息，帮助他们在疫情期间和疫情

结束后更好地支持移民和难民。 

点击这里参加调研。 

COVID-19和移民网络论坛 

研究中心、智库和论坛组织了一系列

与冠状病毒病和移民相关的网络论

坛，这些论坛的组织方包括 : 

 欧洲大学学院（EUI）移民政策中

心（Migration Policy Centre  

 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Oxford De-

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

ment） 

 全球发展中心（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 （Global Fo-

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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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地方当局和2019冠状病

毒病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M. Godoy和H. Bauder：《我们能从拉丁

美洲的团结城市学到什么？》。  

R. Muggah和V. Zanuso：《移民和市长为

何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无名英雄》。 

G. Hudson：《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我们需要庇护城市和恢复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络研讨会）：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城市应对冠状病毒

病的措施——难民和移民  

移民对城市和地方当局的重要性 

 

移民主要生活在城市，对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

和（有时）政治生活作出贡献。虽然他们在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长期存在，这场大流行病揭

示了危机时刻他们在一线发挥的关键作用。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批准外国学历尚未得

到承认的委内瑞拉移民在卫生系统工作。德国的

一些州，如萨克森州，游说国家当局允许移民医

生在大流行病期间提供医疗援助 。  

城市地区原有的不平等 

大流行病揭示并加剧了一些城市中居民面临的不平等现象，特别

是包括移民在内的边缘群体面临的不平等。这种情况也非特大城

市和其他大型城市独有，这些城市中分布着重要的非正式定居

点，如贫民窟和棚户区，容纳了全球超过10亿的人口。疫情也暴

露并恶化了经合组织成员国城市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如美国和

加拿大。减少不平等正日益成为有效防范和应对COVID-19大流行

和未来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 。  

 

你知道吗？ 

虽然欠缺城市移民数量

的全球统计，但据估

计，全球19%的外国出生

人口生活在全球性或世

界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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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城市 

作为大流行病的震中，为应对COVID-19的众

多影响，包括边缘群体面临的影响，一些城

市面临重大的财政挑战。一些慈善基金会已

经开始为城市提供支持，例如开放社会基金

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该基金会

投入1.3亿美元支持纽约、布达佩斯和米兰

等城市应对COVID-19。城市联盟也通过分享

良好做法的方式提供支持 。  

有关城市和地方当局良好做法的精选

资源 

 市长移民理事会（Mayors Migration Coun-

cil）：实时行动追踪系统：兼顾移民和难

民的城市COVID-19应对和恢复努力 

 欧洲委会会（Council of Europe）：交互

文化城市中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COVID-19专门网页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城

市和地区分享向移民传递疫情信息的实践  

重新安置移民儿童 

十座欧洲城市向欧盟领导人提议，重新安置来自希腊的无人陪伴儿童。这些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

巴塞罗那和莱比锡。在这十座城市中，其中七座位于没有承诺参与欧盟委员会重新安置工作的国家 

。  

 

世界范围内的团结城市 

如概述#22所述，主要位于北美的“庇护城市”和市长在大流行病期间积极地为移民提供支持。从

纽约、洛杉矶、纳什维尔、芝加哥到多伦多，对移民的支持措施包括分享有关COVID-19的信息、

现金补助、提供检测和医疗服务和/或更广泛地获得福利和服务，而不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在这些典型的“庇护城市”之外，世界各地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当局在当前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向移

民表示声援。同样地，在庇护城市，团结一致也以其他的形式得到表现：分发粮食 (如哥伦比亚

的索阿查和印度的喀拉拉邦)，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如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向弱势群体提供现

金援助(如哥伦比亚的波哥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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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5：旅行限制和流动（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

的扩展，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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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旅行限制和2019冠状病毒

病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Gabriella Sanchez和Luigi Achilli：

《滞留：2019冠状病毒病对非正规

移民和偷运移民的影响》。  

Agnes Igoye：《迁徙和移民：乌干

达和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Janine Dahinden：《鉴于冠状病毒

大流行的移民-市民关系：我们能否

将应对举措去移民化？》。  

 

 

近几个月来，由于世界各国试图遏制冠状病毒病的传

播，全世界见证了前所未有的流动限制。根据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报告，截至4月20日，全球

100%的目的地都实施了旅行限制，许多国家正在努力

应对限制措施带来的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然而，随

着感染及死亡人数在世界某些地区开始下降，这一趋

势正在逆转，数个国家开始放松旅行/通行限制 。  

放宽旅行和行动限制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5月底发布的最新研

究显示，全球3%的目的地已开始减少旅行限制，七

个目的地放宽了旅游限制，还有几个目的地已开始

讨论重新开放边界。 

作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实施了最严厉

的封锁措施。6月3日，意大利向游客重新开放边

界。挪威和丹麦计划在6月中旬放宽两国之间的旅行

限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最先建立所谓的“旅行泡泡”，允许彼此的公民在

三国之间自由旅行。 

印度和南非等国家也关注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在感

染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开始放宽国内的封锁 。  

 

可及性上的挑战和边境限制的影响 

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在5月

联合发布了一份简报，详细评估了

边境限制带来的挑战和影响。简报

强调，旅行限制需要有一些例外情

况，“以维护基本的权利，包括维

护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权

利”。简报还指出，许多政府往往

不执行这些例外情况，使人权面临

严重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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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瑞士国家研究能力中心（Swiss 

National Center of Competence in 

Research）研发了大流行病中公

民迁移和流动工具，提供关于国

际旅行限制、流动和边境控制的

详细信息 。  

重启旅游业的全球指导 

随着世界各国开始放宽旅行和行动限制，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了各国重启旅游业的指

导方针。旅游业预计将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2020

年游客抵达人数将减少60%至80%，危及1亿至2亿

人的工作。了解更多关于COVID-19对旅游业的影

响，请查阅分析概述#41。   

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有所增加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近期发布了一份研究简报，探讨这场大流行病对偷运移

民和贩运人口进入欧洲和北美可能产生的影响。简报显示，尽管旅行和行动受到限制，但偷运移

民仍在继续，对人口走私者的需求甚至可能增加，因为许多人要逃离冲突、暴力、侵犯人权和危

险的生活条件。简报还指出，大流行病及相关的遏制措施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导致失业率

攀升，这可能会助长跨境人口贩运问题 。  

支持滞留的移民 

许多移民滞留在世界各地，由于旅行限制无法返回家

园，或因国内封锁无法工作。国际移民组织继续支持处

于上述境况的移民；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国际移民

组织-欧盟联合倡议正在以发放食品券和卫生用品包等非

食品物项的形式向滞留的移民提供紧急援助。在科特迪

瓦等西非国家，国际移民组织一直在向滞留的移民提供

必需品。该组织最近还向数百名罗兴亚难民提供了紧急

医疗援助，这些难民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附近离岸

后被困在海上 。  

在最近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流动人

口政策简报”视频致辞中，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 :  

“150多个国家为遏制病毒的传播

实施了边境限制，其中至少99个国

家对为免受迫害而寻求庇护的人不

予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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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6对移民的经济影响（更新）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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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经济影响的新近

研究和分析 

世界银行：《支持移民工人的新冠疫

情潜在应对措施》。  

《英国医学杂志》（BMJ）：《应对

2019冠状病毒病的举措忽视了低收入

移民》。 

Guy Abel和Stuart Gietel-Basten：《国

际汇款和新冠肺炎的经济社会影

响》。  

 

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工人的经济影响 

 

研究发现位于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比其他工人更易暴

露于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 

Garrote-Sanchez 等（2020）在欧盟制定了暴露

于大流行病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发现移民在

受新冠疫情影响容易失业的职业中所占比例

偏高。  

Gelatt （2020）调查美国国内移民在关键行业和

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发

现移民在这两类行业的所占比例偏高。 

失业对移民工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因为他们经

常从事非正式工作，在失业或生病时缺乏社会安全

网的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和临时移民而言

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最多只包括工

伤赔偿或医疗福利。 

这些挑战对非正规移民而言更为深刻,他们在没有

资格享受社会福利外，还由于缺乏就业保障易被公

司解雇 。  

Sourc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

19 and human trafficking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在近期的研究简报中提

出警告，新冠疫情引发的失业率飙

升可能导致跨境人口贩运的增加，

被贩运者可能来自就业率下降速度

最快和持续时间最久的国家。 

研究简报也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投资助力创造就业和经济恢

复能缓解这些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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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2019冠状病毒病和国际汇款 

据估计，移民在2019年向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亲属的汇款达到了5510亿美元，是这些国家收到

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三倍多。这些汇款是世界最贫困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常占到家庭收入

的60%，其中75%用于支付食物、学费和医药费等生活必要开支。 

然而，由于新冠病例最多（截至5月中旬）的20个国家收容了全世界55%的移民，而这部分移民

的汇款占到全世界汇款总额的54%，汇款额预计在2020年将下降2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为

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冲击了经济，导致移民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机会减少。即使移民有钱寄

回家，汇款也变得更加困难——大约80%的汇款是汇款人通过汇款服务提供商汇出的，但许多汇

款系统已经部分或全部关闭 。  

 

全世界对移民的经济支持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为移民提供经济支持。一些国家

通过扩大享受现有社会保障方案的资格来提供支持，

而另一些国家则制定了移民可享受的新方案。在意大

利和爱尔兰，持有居留许可的移民工人可以申请收入

补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外籍劳工有资格接受技能培

训；在缅甸，国内的流动人员和回国的移民属于有资

格获得紧急现金转账支持的弱势群体 。  

长期经济影响 

长期而言，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意

味着对移民工人需求的减少，例如

在新加坡，当劳动力短缺时，移民

工人填补劳动力的不足，但在经济

疲软时，对移民工人的需求就会下

降。如果长期的旅行限制引发了取

代人类劳动的技术进步，这种情况

可能会恶化， 

然而，有证据表明，家庭也不认为

移民在长期内是可行的:名为“倾听

乌兹别克斯坦公民”的社会调查发

现，考虑季节性移民的家庭成员的

数量较前一年下降了95% 。 

国际劳工组织（ILO）预测，2020年

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将较2019年第

四季度减少约10.7%，相当于流失

3.05亿份全职工作岗位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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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7：错误信息（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联合国“核实”倡议 

 “好的信息拯救生命” 

联合国发起了一项名为“核实”

的倡议，以打击冠状病毒病大流

行期间日益增多的错误信息。

“在遏制病毒的同时，我们也必

须遏制错误信息” 。  

 

有关错误信息和2019冠

状病毒病的新近研究和

分析 

T. Shams：《全球流行病不

应归咎于移民：来自过去和

未来的洞见》。  

J.S. Brennen等：《COVID-19

错误信息的类型、来源和主

张》。  

C. Pazzanese：《抗击错误信

息流行病》。 

K. Patel和H. Binjola：《人际

交流在冠状病毒流行期间充

斥着虚假消息》。 

M. McAuliffe、C. Bauloz和A. 

Kitimbo：《实时分析的挑

战：厘清2019冠状病毒病对

移民和流动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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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的人道成本 

正如概述#19所述，关于冠状病毒病的错误信息，包括

阴谋理论，继续在数字世界传播。有关病毒错误信息

的人道成本包括中毒案例、危重病症、种族紧张关系

和暴力袭击。和以往疾病爆发时的情况类似，错误信

息谣传移民在全球传播COVID-19。  

 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要点可以消除“移民是活动的病

毒载体”的恐惧：虽然人员流动将地区间人与人之间

的传播转变为疫情的全球大爆发，但移民和难民相对

于季节性旅客而言是静止的。与临时但定期跨境往返

的游客和商务旅行者不同，移民和难民相当于在接收

国永久地安顿下来。他们资源有限，无法经常旅行 

。—塔赫辛·沙姆斯（T. Shams）  

 

本概述是对概述#19的更新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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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信使（Migrants as 

Messengers）倡议 

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信使”倡议被证明有助于

打击和防止COVID-19错误信息的传播。来自西非

国家的志愿者制作和分享视频，以提高所在社区

的防疫意识。 

在几内亚，返回的移

民参加了国际移民组

织举办的培训，培训

的重点是提高移民对

冠状病毒病的认识，

特别是提高女性社区

成员对它的认识 。  

国家和社交媒体平台采取的防范性措施 

社交媒体平台和国家都加大了发现和删除COVID-19错误信息的努力。 

 欧洲数字媒体观测项目（European Digital Media Observatory project）：项目与媒体组织和

媒体专家合作，以更好地限制不实信息的传播和加强社会对此类信息的抵抗力。 

 推特COVID-19数据流：推特宣布，它将对涉及COVID-19的有争议的或误导性的推文进行标

记和发出警告。 

 脸书协调性非真实行为报告：该报告涵盖了因违反脸书反对有害健康的错误信息政策被封

号的账户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防止错误信息传播的五条措施 

 批判性地看待社交媒体上的信

息； 

 礼貌地要求发送人移除虚假信

息； 

 向平台管理员举报虚假信息； 

 如有怀疑，对他人分享的信息进

行核实； 

 比发送虚假信息的人发出更大的

声音 。  

来源：纳迪亚·拉菲（Nadia Naffi），

也可浏览The Conversation网页 。  

https://www.migrantsasmesseng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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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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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境内流动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新近研究

和分析 

Sugandha Nagpal和Vatsalya Srivastava：《新冠

疫情在印度引发的大规模迁徙：我们如何误

解了印度的流动工人》。  

Qiujie Shi和Tao Liu：《境内流动人员应该为新

冠肺炎的传播承担责任？》。 

世界银行：《移民视角的新冠肺炎危机》。 

Samik Adhikari：《新冠肺炎疫情造成非洲国

家境内汇款的减少：这对贫穷家庭意味着什

么？》。  

Jolanta Szymańska：《申根区和冠状病毒大流

行》。  

Nikos Askitas、Konstantinos Tatsiramos和

Bertrand Verheyden：《封锁策略、流动模式

和2019冠状病毒病》。  

 

 

境内大规模流动 

在3月实施封锁后，印度见证了自1947年印

巴分治以来最大规模的境内人员流动，截

至5月23日，750万人从城市中心流向农村

地区。世界银行称，封锁影响了印度国内

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生计，他们通常在非正

规行业就业，没有社会保障。 

政府的应对是设立配备基本设施的营地，

供流动人员居住，然而，许多人选择返

乡，其中一些人的行程超过1000公里。一

些移民在返乡后被污名化，即使在隔离14

天后，村民还担心他们是病毒携带者 。  

2019冠状病毒病和国内汇款 

虽然国际汇款在支持人类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的记录，国内汇款发挥的关键作用却较少

得到关注。研究表明，国内汇款流向更多的非洲家庭，包括更多最贫穷的家庭，这可能是因为国

内流动的人数远远多于跨境流动的人数，而且由于移徙到国外的前期成本较高，贫穷的人无法承

担。因此，大流行病导致的国内汇款减少可能使农村家庭失去一个重要的补充收入来源，而这反

过来又可能导致贫困加剧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8：境内流动 

mailto: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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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research@iom.int）。重要免责声明：文件仅代表作者意见，并不一定反映国际移民组织的观点。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其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意见 。  

 

关闭内部边界 

今年4月，随着新冠疫情在澳

大利亚开始加剧，数个州设

立水屏障和道路检查站，以

防止除了必要旅行以外所有

来自邻近地区的旅行，这是

自100年前西班牙流感以来首

次采取此类措施。 

6月中旬，这些内部边界开始

重新开放，南澳大利亚州放

松了与大多数州之间的边界

控制，但人口最多的两个

州——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

利亚州——仍保留了这项控

制，这两个州报告了大多数

的新冠肺炎病例。两州的边

界预计将在7月底开放 。  

 

 

在新冠病毒席卷中国之时，有人指出，中国春节期间的国内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新冠肺炎扩散的主要

推手。然而，在Shi和Liu在论文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发现，最初受影响的城市都是巨型城

市，与武汉有商业和旅游联系，它们之间的人员流动不显著。他们还指出，新冠病毒在假期过后欧

洲的扩散尤为明显，病毒的传播不应责怪某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因为人员流动正日益成为一种常

态。   

根据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任何人都可以穿越

申根区——申根区包括大多数欧盟国家——的内部边境，而

无需接受边界检查。然而，在大流行病爆发后，许多国家单

方面重新实行边境管制，试图减缓病毒的传播。随着欧洲的

病例数开始下降，各国开始解除这些限制措施。斯洛文尼亚

于5月15日开放边境，而大多数申根国家——从法国、意大

利到波兰和希腊——在6月中旬取消了边境限制。与此同

时，瑞典、卢森堡和荷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闭边境。欧盟

启动了“重新开放欧盟”网络平台，提供有关边界和可用交

通方式的实时信息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是非洲最大的自由流动地

区，它在3月中旬实施了边境限制，使那些在该地区流动的

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获得社会保障。政府部长们提议，

作为分三个阶段执行的计划的组成部分，在7月重新开放陆

地、空中和海上边界。同样，肯尼亚在5月关闭了与东非共

同体（EAC）成员国接壤的边界，并部署了九个流动实验

室，在东非共同体的内部边界进行系统性的检测，特别是在

肯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边境 。  

中止人员的自由流动 

为什么冠状病毒病的扩散不应责怪境内流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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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49：                                                        

对非正规经济中移民的影响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妇女在高危非正规就业中的比例

过高。42%的女性工人在这些部

门工作，而男性工人在这些部门

的从业比例为32% 。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

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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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非正规经济领域移民和2019

冠状病毒病的新近研究和分析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9

冠状病毒病和劳动世界第三

版》。 

Rajneesh Narula：《新冠疫情给

非正规经济部门规模较大的经济

体带来的政策机遇和挑战》。 

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支持移民工人的新

冠疫情潜在应对措施 》。  

正如广泛报道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冲击波对大多数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影响。这场大流行病

严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把一些国家的失业率推至前所未有

的水平，并大幅拉低了经济增长。但对那些在非正规经济中

就业的人来说，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尤其具有破坏性。由于

缺乏可靠的就业合同以及没有工作场所保护和代表权，在移

民所占比例过高的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工人是受疫情影响最严

重的群体 。  

“非正规经济”的含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非正规经济”是指“在法律

或实践中，未被正规安排所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工人和经济

单位的所有经济活动。” 

据估计，全球有20亿工人在非正规经济中谋生，占全球就

业人口的62%。在低收入国家，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占90%；

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67%；在高收入国家则为

18%。 

缺乏保护 

包括移民在内的许多非正规工人，无法获得医疗和就业福利，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病时，不一定能得

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此外，包括在建筑、农业和家政服务等低技能领域从业人员在内的许多人因

工作条件，面临安全和健康风险，如无法获得水和卫生设施，增加了他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在

非正规经济中就业的非正规移民工人面临更加危险的处境，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被任何正规安排所覆

盖，无法享受政府制定的恢复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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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负担 

随着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遏制新冠肺炎疫

情的扩散，非正规工人受到了双重打击，

即供应和需求的双双下滑。 

在诸如东非的次区域实施的关闭边境和行

动限制措施限制了供应链，而主要由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的消费减少则引发了非正规

行业的失业和收入丧失，很多受到影响的

人是来自次区域国家的移民 。  

对境内汇款的影响 

城市非正规工人的汇款占国内汇款总额的较大比例。由于城市非正规行业受到大流行病的严重冲

击，预计农村地区的汇款收入将减少。国内汇款往往是受领人，特别是农村地区受领人的生命

线，也是这些家庭非劳动收入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印度等国内有大量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移民的

国家将深受影响。印度的5亿工人中有近90%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这一数字在孟加拉国超过

85%。全球非正规工人的收入预计将在危机的第一个月下降60%，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这一

数字可能高达81% 。  

支持非正规行业的工人 

一些政府已采取措施支持不享受社会和就业福

利的非正规行业的工人。一些国家，如越南，

扩大了现有的社会援助计划，把包括非正规行

业工人在内的更多人纳入了这些计划。菲律宾

为非正规行业的工人制定了紧急就业措施。在

印度，政府准备了一项行动计划，对失业的移

民和非正规行业的工人进行新技能培训 。  

国际增长中心（International Growth Cen-

tre）近期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非正规工

人和移民工人的影响组织了一次网络研讨

会。点击这里观看 。  

国际移民组织（IOM）就2019冠状病毒病和流

动性的近期声明强调，移民工人面临的挑战包

括 

“……可能在按日结薪、短期雇佣或不稳定的

非正规经济中就业；这些工作往往只提供有限

社会保障、食物、住房、卫生和社会服务。移

民工人也可能因为恐惧，不敢寻求这些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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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 #50：社会经济影响（更新） 

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对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社会经济影响的新近研

究和分析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国家工作队：《冠状病毒

病在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经济影响》。 

Maria Nicola和Ziad Alsafi：《2019冠状病毒

病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和

非洲：社会经济影响和政策应对》。 

S. LaRochelle-Côteì 和Sharanjit Uppal：《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移民关注的社会和

经济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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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述是对概述#32的更新。 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分析概述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收集最新的信息和分析而设

计。随着分析的扩展，一些主题将不时重复。如果您有内容需要添加，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iom.int。 

 

政策简报：2019冠状病毒病和流动

人口 

6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布了最新一期的

新冠疫情政策简报，提醒各国负有保护流

动人口的义务。针对社会经济危机，简报

指出，收入减少、失业增加和开支上涨对

流动人口的影响最大。此外，危机使妇

女、女童本已岌岌可危的处境更加严峻。 

政策简报列出了四点核心原则，为应对方

案提供指导： 

1. 排斥的代价是巨大的，而包容必有

回报； 

2. 应对新冠疫情和保护流动人口的人

权并不矛盾； 

3. 除非人人安全，否则无人安全； 

4. 流动人口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对发展中国家与移民相关的社会经济

影响 

国际移民组织时事简报探讨了与移民相关的

社会经济影响： 

 发展中国家被融入了全球产品和劳务

供应链，受到需求下降的影响； 

 旅行限制正在影响依赖旅游业的社

区； 

 许多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劳务移民，

他们切身感受到汇款减少的影响 。  

面临风险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统计，全

球有三分之一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生活在新冠

疫情风险最高的十个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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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的社会经济影响 

正如概述#32所述，这场大流行病暴露并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包括移民面临的不平

等，并对移民的原籍国和原籍社区产生影响。加拿大统计局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移民和难民

比在加拿大本土出生的人更担心新冠疫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因此，抗击疫情的措施可能通过

多种渠道留下持久的创伤，特别对移民而言： 

 贫穷：新近的研究表明，大流行病使穷人更加落后。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病爆发数年

后，教育水平高的人在就业方面几乎不受影响，只有基本教育水平的人则受到较大冲击，

在疫情爆发五年后，他们的就业人口比率下降5%以上。 

 失业：在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期间，移民工人比本地出生的工人更容易受到失业和工资损

失的影响。例如，在乌克兰东部，49%境内流离失所者拥有的公司被迫停止运营。  

 包容和社会凝聚力：一些国家以疫情为借口歧视移民，责怪他们传播病毒。没有把非正规

经济领域移民工人纳入其中的冠状病毒应对措施使移民工人及其家人面临更大的剥削的风

险 。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分析概述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处（IOM Research）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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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IOM)称，西非和中非地区

为遏制冠状病毒传播停止“非必要活

动”对3.4万返回的移民产生了严重的社

会经济影响 。  

 

危机中的汇款：如何保持它的流动 

国际汇款预计将减少20%，减少额约为1100

亿美元。为此，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UNCD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宣布联

合支持由成员国牵头的一项倡议，以改善移

民发送和接收汇款的渠道，并在新冠疫情期

间降低汇款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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