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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发布《2019目标守卫者》报告

报告显示全球不平等现象依旧严峻 ■ 本报记者 皮磊

� � 日前，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发布了《目标守卫者：数据
背后的故事》年度报告。 报告由比
尔和梅琳达·盖茨共同撰写，并与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
所合作出版。 报告显示，尽管全球
在健康和发展领域取得了显著进
展， 但不平等问题尤其是最富裕
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仍
然存在， 并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据比尔·盖茨介绍 ， 今年的
报告主要聚焦全球不平等问题。
报告依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
和评估研究所的先进数据模型，
重点考察了贫困人口和贫困地
区的现况、造成不平等状况的地
域和性别等因素，强调了对最底
层人民开展人力资本投资（健康
和教育）的重要性。

报告选取了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数个与健康和发展
相关的指标进行追踪，其中包括
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 、 发育迟
缓 、避孕用品可及性 、全民健康
覆盖 、艾滋病毒 、疟疾 、极端贫
困、普惠金融和环境卫生等。 除
了数据分析之外，报告还讲述了
成绩背后的故事，指出了推动全
球问题进步的原因。

健康和教育问题依旧严峻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各地健
康和教育水平都有显著改善，国家
之间的不平等有所减少，但很多问
题依旧很严峻。 例如，报告对 2017
年乍得和芬兰的儿童死亡率及教
育情况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乍
得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

芬兰人普遍能接受大学教育；乍得
每天死亡的儿童数量比芬兰一年
的儿童死亡率还要高。

报告显示， 过去 17 年里发
展中国家 99%以上的行政区县
的人力资本都得到了提高。 然
而， 除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
发展情况还存在一定差距。

报告引用了印度的案例。 印
度喀拉拉邦奎隆地区约有 260
万人口，儿童死亡率为 1%，人均
受教育年限为 14 年， 几乎与全
球最发达国家相当。 相比之下，
拥有 400 万人口的北方邦布道
恩县儿童死亡率却超过 8%，人
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6 年。

尼日利亚的数据也同样证
实了这一点：巨大的成就与严重
的贫困并存。 该国埃基蒂州的阿
多埃基蒂县，人均受教育年限是
12 年， 而吉加瓦州的加尔基县，
这一数字只有 5 年。

此外，性别不平等也是此次
报告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 报告
指出，性别不平等目前仍是全球
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阻
碍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发展，在贫
困国家和地区更加明显。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女孩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比男
孩少两年。 即使接受过良好的教
育， 女孩们也难以找到正式工
作，全球范围内男女劳动力参与
率存在 24%的差距。 而缺少教育
及就业机会对每个人都有很大
的影响， 其剥夺了女性的权利，
也限制了她们的子女发展的机
会，甚至影响了经济增长。

报告建议，要缩小经济机遇
中的性别差距， 教育是必需的，
但还远远不够。 通常女孩受教育
的时间越长，获得好工作的可能
性就越高。 然而在某些国家，即
使女孩受过良好教育，她们在劳
动力中所占比例依然偏低。 在歧
视女性的相关习俗和政策得到
改变之前，女性无法平等获得高
质量的就业机会。

而要解决上述问题，一个重
要的方案是制定相关政策，帮助
女性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 例

如，在秘鲁女性有权拥有土地和
其他财产，并且随时可以获得避
孕用品从而能够自主计划生育，
这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会随
之上升。 在这份报告里，数字普
惠金融专家雅希·阿迪尔介绍了
印度的政策改革，不仅改善了政
府为贫困人群提供的服务，也在
逐渐削弱男权至上的根基。

比尔·盖茨表示， 性别平等是
盖茨基金会一直关注的领域。“我
们在各项工作中都会对性别平等
状况进行追踪。无论是我们资助的
农业项目，还是开设银行账户等方
面，我们希望女性能够获得并利用
这些资源来帮助她们的家庭，因
为她们带来的帮助往往比男性更
大， 并能大幅改善她们自身的境
况。中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
展，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

记者注意到， 除上述议题，
报告还介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数字普惠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
进步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例如，政府对初级卫生保健
投入越多，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就
会越好。 但遗憾的是，中低收入
国家在初级卫生保健上的投入
平均仅为整体医疗卫生预算的
36%。 有些政府优先为少数公民
提供先进的医疗保健，而大多数
人因此不得不自掏腰包满足基
本的健康需求。 这种不平等加剧
了贫困和疾病的恶性循环。 只有
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初级卫生
保健才能打破这一困局。

加快消除地区间的不平等

该报告选取了六位代表性
人物，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相关
数据介绍了全球在过去几十年
取得的巨大进展，例如极端贫困
人口减半、 儿童死亡人数减半、
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和孕产妇
死亡人数减少近一半等。

但报告同时指出，按现有速
度，一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到 2030 年很难实现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 尤其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在 2030 年实现儿童死亡率和教
育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改
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加快消除地
区间的不平等。

2015 年 9 月，193 位国家领
导人在联合国总部正式通过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承诺
到 2030 年实现消除极端贫困和
抗击不平等现象。 基于可持续发
展目标，盖茨基金会自 2017 年开
始并计划到 2030 年，在每年全球
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
会之际，发布一份《目标守卫者》
报告， 聚焦一系列最佳实践，号
召广大合作伙伴及全球领导人
共同践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承诺。

比尔·盖茨谈道：“基于各个国
家整体数据以及每个国家内部不
同地区的数据，我们发现在 99%的
地区， 儿童死亡率都呈现下降趋
势，但我们仍面临众多的不平等问
题。但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可以相互
传授经验。 因此，我们希望这份报
告的数据能够帮助人们看到哪里
有可供借鉴的最佳实践。 ”

除发布报告外，盖茨基金会
还将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主
办两场“目标守卫者”主题活动。
分享全球在抗击疾病、消灭不平
等和消除贫困等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同时激励新一代目标倡导
者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

在该报告发布之前与多家
媒体的电话沟通会上， 比尔·盖
茨就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解答，
并强调了自己对基金会在华工
作的支持与信心。

据他介绍， 盖茨基金会北京
代表处在中国的工作主要分为两
大领域： 一是帮助中国应对国内
健康和发展挑战， 如抗击结核
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烟草控
制以及支持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等；
另外一个领域是支持中国成为全
球发展的强大合作伙伴，探索对外
发展合作的新模式， 为有需要的
贫困国家（比如非洲的贫困国家）
提供帮助。例如，盖茨基金会目前
正在和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
合作推广玉米种植技术。 据中国
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介绍， 该项
目目前已有上万个非洲农户参
与， 每户的产量稳步提高三到四
倍。 这是基金会和中国在非洲开
展的合作项目案例之一。

比尔·盖茨对记者表示，中
国在很多方面为国际社会树立
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中国正在
利用自身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
帮助， 包括提高健康和教育的绝
对水平、切实解决不平等问题等。
中国还制定了到 2020 年消除极
端贫困的宏伟目标， 对这方面的
工作极为重视，这很了不起。盖茨
基金会正在开展相关项目， 支持
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这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报告指出，性别不平等目前仍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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