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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是生物体体内一系列的生物学结构和进程所组成的疾病防御系统。
牛痘-是发生在牛身上的一种传染病，它的症状通常是在母牛的乳房部位出现局
部溃疡。牛痘由牛痘病病毒引发，而该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痊愈后可获终生免疫。
白喉-是由白喉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发热，气憋，声音嘶哑
，犬吠样咳嗽，咽、扁桃体及其周围组织出现白色伪膜为特征。
百日咳-是一种高传染性呼吸道疾病，由生活在口腔、鼻子和喉咙的百日咳博德
特氏菌引起。许多感染百日咳的儿童会持续咳嗽四到八周。
麻疹- 麻疹由麻疹病毒所引起。 病征. 未有麻疹疫苗前，麻疹是一种普遍的儿
童传染病。受感染的人初时会发烧、咳嗽、流鼻水、眼红及口腔内出现白点。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急性传染病，脊髓
灰质炎病毒为嗜神经病毒，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细胞，以脊髓前
角运动神经元损害为主。
卡介苗-是提供给感染结核病风险很高的儿童的 一种注射针剂。卡介苗接种有
助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对抗可导致结核病的细菌。
百白破混合制剂-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简称百白破疫苗，它是由百日
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适量比例配制而成，用于预防百日咳、白
喉、破伤风三种疾病。
破伤风-破伤风是常和创伤相关联的一种特异性感染。各种类型和大小的创伤都
可能受到污染，特别是开放性骨折、含铁锈的伤口、伤口小而深的刺伤、盲管
外伤、火器伤，更易受到破伤风梭菌的污染。小儿患者以手脚刺伤多见。若以
泥土、香灰、柴灰等土法敷伤口，更易致病。
冷链-一般指冷藏冷冻类食品在生产、贮藏运输、销售，到消费前的各个环节中
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以保证食品质量，减少食品损耗的一项系统工程。
效价-是指某一物质引起生物反应的功效单位,可用理化方法检测,也可用生物检
测方法测定；或生物制品活性（数量）高低的标志，通常采用生物学方法测定。
肆虐-自然界事物放肆侵扰或残害。
耐热疫苗-指疫苗在受热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其优良的物理机械性能的性质。
流行病学-是研究特定人群中疾病、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并研究防治
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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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慢性乙肝）是指慢性乙肝病毒检测为阳性，病程
超过半年或发病日期不明确而临床有慢性肝炎表现者。 临床表现为乏力、畏食
、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
流感-流感是一种病毒性感染，主要影响鼻、喉、支气管，并偶尔影响肺部。感
染通常持续约一周，特征是突发高热、肌肉酸痛、头痛和严重不适、干咳、喉
痛和鼻炎。
黄热病-是由黄热病毒引起，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 临床以高
热、头痛、黄疸、蛋白尿、相对缓脉和出血等为主要表现。
Hib疫苗-Hib疫苗又称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Hib是b型流感嗜血杆菌的简称
。Hib是一种引起婴幼儿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致病菌。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对此病毒无免疫
力的儿童被感染后，发生水痘。部分患者被感染后成为带病毒者而不发生症状。
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高传染性疾病。它
侵入神经系统并可以在几小时内导致不可逆转的瘫痪。脊髓灰质炎通过人与人
之间的接触传播。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发的肺部感染性疾病，属于传染病的范畴。
接种率-是指在疫苗的预防接种中，实际接种人数占应该接种人数的比例。
过敏性休克-是外界某些抗原性物质进入已致敏的机体后，通过免疫机制在短时
间内触发的一种严重的全身性过敏性反应，多突然发生且严重程度剧烈，若不
及时处理，常可危及生命。
逆止阀-是指依靠介质本身流动而自动开、闭阀瓣，用来防止介质倒流的阀门
捆绑策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产品或者政策进行合作，从而扩大它们
的影响力。
恒温-相对稳定的温度。
暴露-指露在外面，无所遮蔽；显露；揭露。
耐药性-又称抗药性，系指微生物、寄生虫以及肿瘤细胞对于化疗药物作用的耐
受性，耐药性一旦产生，药物的化疗作用就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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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免疫是种程序，通过它使一个人对某种传染病具有免疫或抵抗力，获得免
疫的办法一般是使用疫苗。疫苗刺激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抵御后发的感染或疾病。

 免疫是一种已得到证实的控制和消灭威胁生命传染病的手段，估计每年能
避免200万至300万人死亡。它是最经济有效的卫生投资之一，具有已获证实的
战略，使之能普及到甚至最难以接触到的人群和弱势人群。它具有明确界定的
目标群体，可通过扩大服务活动得到有效提供，而且接种疫苗不需要任何生活
方式的重大改变。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建立可以实现以更公平的方式向所有社区人群提供现
有疫苗来防止数百万人死亡，依据现有的各地区的疫苗合作的背景，建立疫苗
和全球免疫联盟是一项发展、健康和免疫专家与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的行动。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建立可以联合世界各地的相关领域的专家比如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和世界各大传染病研究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与参与国的政府官
员、卫生专家、学者、生产商、国际机构、开发伙伴、民间组织、媒体和私营
部门等所有合作伙伴通力合作，致力于实现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伟大目标。

 通过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将会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共同制定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从而促进拯救生命的疫苗的探索、开发和输送。该计划建
立是致力于改变从配制到工厂、再到家庭的疫苗输送方式。

全球疫苗和免疫的现状

 琴纳(Edward Jenner)发现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迄今已200多年。人类已
经研制成功几十种人用疫苗 , 广泛应用于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 保护了人类的
健康 , 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全球免疫预防事业的现阶段特点是：
  第一阶段：从 50 年代到 1978 年是全球免疫预防事业逐步得到发展的阶
段。此时人群免疫预防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 天花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健康,白喉
、百日咳、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四种传染病每年发病总数超过一千万, 是儿童死
亡的主要原因。 50年代 ,全球多次开展秋季普种牛痘运动,使天花发病地区逐
年缩小 , 发病率明显降低 , 同时在部分城市开展卡介苗 、白喉类毒素预防接
种活动 ; 60 年代又陆续研制成功一些常用的儿童疫苗, 开展了卡介苗 、脊髓
灰质炎疫苗 、麻疹疫苗 和百白破混合制剂的接种工作;70 年代初开始了破伤
风类毒素的免疫接种,每年冬春季在全球范围开展疫苗突击接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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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1978年以后到目前是正式实施计划免疫是全球计划免疫全面发展
的阶段。在世界卫生组织于1974年发起的扩大免疫规划(EPI)活动,加强了计划
免疫在组织建设 、冷链建设 、目标管理和规划实施等方面的工作;1988年实现
了周岁内儿童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 、麻疹疫苗和百白破混合制剂四种疫苗
免疫的接种率达到85%。如果说80年代是计划免疫建设和扩大儿童计划免疫服务
的时期 ,那么90 年代则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为重点,普及
儿童免疫服务的大发展时期 。此时世界各国政府庄严承诺要在2000 年实现消
灭脊髓灰质炎、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各国政府加强了对计划免疫工作的领
导,落实以消灭脊髓灰质炎为重点的计划免疫工作;在提高计划免疫针对疾病的
监测水平,建设信息系统, 培训专业队伍,开展社会动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

 随着愈来愈多的疫苗研发成功，并且有很多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后期，使
得现阶段人类在疫苗上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但是，免疫接种工作急需创新性
的筹资机制筹集更多资金。为了可以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创造力得
以发挥、更多的知识和专有技术得到应用，特别是使免疫接种服务达及这些弱
势儿童—他们通常生活在卫生服务薄弱的偏远农村、城市贫民区、脆弱国家
(fragile states)和战乱频繁的区域。为应对这一局面，现在有必要联合各国
政府着手开展一项重大的全球推广活动，以努力确保这些难以达及的儿童(多数
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能获得免疫接种，从而共同推动与免疫接种相关的全球目标
的实现，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是当下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效途径。

  当前阶段建立疫苗全球免疫联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 消灭天花；
● 普及儿童免疫；
● 完善冷链系统；（建立高效的低温冷库、装备冷链运输车辆, 装备冰
箱、冷藏等以保持疫苗效价）
● 提高人均寿命；
● 综合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实施了免疫预防，避免儿童发生可预防可控
的疾病，通过保护儿童健康, 提高全球人口素质。

1 王克安.中国免疫预防事业的成就与展望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年12月第20
卷第6期 Chin J Epidemiol,December 1999,Vol.20,No.6 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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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必要性 

 1. 真实案例证明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有助于加快解决大规模流行病
。上世纪60年代，天花还在非洲和亚洲肆虐。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于1967年启动了强化的消灭天花规划，不到十年，这种疾病退出了全
球舞台。远在1977年报告最后一例天花病例之前，就有专家已提出对其
它疫苗可预防疾病采取类似做法的设想并日益获得支持。Donald A
Henderson博士领导开展强化的消灭天花规划，他看到人类可以以如此
温和的方式实现如此大的成就，这就证实了为大规模的疫情地区接种疫
苗可以加快人类克服流行病对生命的威胁，这需要相关人员获得更多资
源的支持。

2. 如何安全有效的冷链运输需要形成一个高度专业和积极配合的机制
。1974年一项世界卫生大会决议（WHA27.57号决议）确立了扩大免疫规划
（EPI），上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积极推出自己的EPI，但在重要环节上有
所欠缺，包括缺乏可持续的供资、耐热疫苗（热带国家）、适宜的运输手
段和保障疫苗质量的体系。如何提供最新设计的冰箱、冷藏箱、注射器、
针头和消毒器及其它用于疫苗服务的技术，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运行机
制，例如建立疫苗和全球免疫联盟后，可以对各成员国进行冷链培训课程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投入测试，在成员国国家修订后进行测试，以便
分发课程材料。那么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可以有助于建立统一的运输和
监管机制。

3. 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可以推动全球疫苗和免疫事业的进步。各成员国
可以在各种会议上分享国家数据，使得各国卫生部置于同等压力之下，使
得在该领域发展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必须追上或超越看到的邻国规划所取得
的进展。各成员国之间也可以达到资源和数据共享。

4. 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让各国疫苗和免疫行动更高效。建立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有助于把各国的免疫主管和流行病学、初级卫生保健等领域的其他
政府人员聚集起来，列出问题——如何扩大覆盖、进行监测并组织冷链，
然后加以分析。联盟成员针对每个国家的各项问题开展工作，寻找更高效
的解决方案。

5. 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可以促进全球健康和免
疫事业的发展，为该领域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尽管乙肝疫苗从1982年就
已经出现，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它的使用才显著地扩展到了低收入国家
。通过推广乙型肝炎、流感、黄热病等高风险的疾病的疫苗可以联合参与
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捐助国政府、WHO、UNICEF、世界银行、工业化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和科研及卫生技术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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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金，为贫穷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²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战略目标

● 在变化中的世界保护更多的人;
● 引入新疫苗和新技术;
● 在卫生系统中综合部署免疫服务，其它相关的卫生干预措施和监测;
● 在全球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开展免疫接种工作。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应遵循的指导原则

● 公平和性别平等。所有人，无论其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状况
或性别如何， 都应有平等获得所需疫苗和干预措施的权利。

● 自主、合作和责任。通过国际团结，各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根据本国
的计划采取协 调一致的行动，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 义务。免疫领域的利益攸关方和参与者对于其政策和行动公开承担责
任。 强大的基于区一级的免疫接种系统。区一级的干预措施及其监督
可保证当地的承诺和自主权，并使项目的开展适合本地的需求和条件。

● 通过技术和财政的能力建设实现可持续性。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
合作，不断加 强基础建设，实现财政和技术自力更生的目标。

● 以证据和最佳操作规范为基础的政策和策略。政策、策略和操作规范
来源于实施研究、监测、监督和评估、疾病负担和影响的评价、以及
经济分析的资料，并且是吸取类似情况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形成的。

2 胡善连.对全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工作的几点建议,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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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投资的健康回报 

 如果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大力支持免疫接种的开展，帮助许多低收入国家
加强常规疫苗服务系统，引进未充分利用的疫苗(如乙肝疫苗、Hib疫苗和黄热
病疫苗等)，因而免疫接种的开支开始再度上升。但免疫接种是最符合成本效果
原则的卫生干预措施，它的成本有多高?资金投入是否值得?在20世纪80年代，
发展中国家用于免疫接种的年度总支出平均约为每名活产婴儿3.50~5.00美元。
这些投入是否值得?免疫接种成本效果分析的结果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例如
，全球消灭天花运动历时10年，截至1977年共花费1亿美元，而此后每年可省去
13亿美元的防治费用。另外，水痘疫苗。除了疫苗接种，似乎没有其它措施可
以控制水痘在易感人群中的传播或发病。水痘-带状疱疹免疫球蛋白和抗疱疹病
毒的药物非常昂贵，主要用于暴露后预防或对发生严重疾病风险高的人群的治
疗。由于极具传染性，几乎世界上所有孩子或年轻人都经历过水痘。从1990年
至1994年(未使用水痘疫苗)，美国每年大约发生400万水痘病例，其中约1万人
需要住院治疗，100人死亡。尽管通常不认为水痘是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但
是水痘可影响所有儿童，而要照顾儿童就会引起家长误工，因此工业化国家不
应低估这种疾病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最近上市的水痘疫苗已证明是安全、
有效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美国最近的成本-效益分析指出常规水痘疫苗接种
节省的资金5倍于投资。甚至仅考虑其直 接成本，效益也几乎能够平衡成本。
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类似的研究。然而，各国社会组织的不同对于水痘在社会经
济学方面的影响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而另一方面，在高HIV感染率的地区，水痘
和带状疱疹的公共卫生影响正在增加。 ³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尚未获得免疫接种，儿童的生命及其所在社区都将面
临风险。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免疫接种每年能挽救200万至300万
儿童的生命。在1980年和1995年之间，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手
对6种致命疾病进行免疫接种：小儿麻痹症、破伤风、麻疹、百日咳、白喉和肺
结核，接种率从5%到80%不等，每年挽救了约2500万儿童的生命。疫苗保护儿童
免受严重疾病的威胁，在终结可预防的儿童死亡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实行免
疫接种项目不仅有助于关注那些卫生系统尚未覆盖的儿童，还能为这些母亲和
儿童带去其他挽救生命的医疗护理服务。疫苗接种每年能从麻疹、腹泻和肺炎
等致命的疾病手中挽救200万至300万儿童的生命。通过实行疫苗接种计划，许
多疫苗可预防疾病已经被消除了，而其他几种疾病的发病率也已有所减少。比
如，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由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它会侵害神
经系统，在几小时内导致全身瘫痪。在那些瘫痪的患者当中，5%-10%的患者死
于因呼吸肌麻痹而导致的呼吸衰竭。自从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发起“消
灭脊髓灰质炎行动”以来，患病人数的减少幅度已超过99%。 ⁴

3  WTO立场文件，（《流行病学每周记录》，第32期，1998年8月7日，第241-
248页）URL: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Varicella_Chinese.pdf?ua=1 
4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1998-1999年两年期最终支助概算和2000-
2001年两年期初步概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告,199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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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苗和免疫的投资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接种疫
苗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自身的抵抗力，抵御病菌的侵袭，从而起到
保护人体的作用。所以，每个人出生后都会有计划地接种疫苗，诸如乙肝、麻
疹、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就是通过计划免疫得到了控制。

免疫接种工作的重要意义：

● 免疫接种能挽救儿童的生命。尚未接种最基本的疫苗的儿童处于患上危
险疾病的风险中；
● 免疫接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儿童健康干预措施。在儿童免疫接种上所投
入的每1美元可获得44美元回报的效益，其中包括节省的医疗费用和避免的生产
力损失； ⁵
● 五岁以下儿童因肺炎、腹泻和麻疹而死亡的大部分人本可以通过接种疫
苗来预防。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需要克服的障碍 

保证疫苗和免疫的安全性。疫苗和免疫只有在绝对安全、有效的条件下才
能阻止一些致命或者伤害性。即使在对所有疫苗进行严格管理之后，有关疫苗
的不良事件仍有发生。疫苗的不良反应是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的一种不良的副作
用。这类反应分为局部反应、全身反应或过敏反应。局部反应（如皮肤泛红）
通常是最不严重的也是最常见的。全身反应（如发热）发生的频率比局部反应
少，而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发生的频率最低。尽管严重的疫苗不良
反应十分罕见，对保证疫苗和免疫的安全性的生产，运输，注射等监管是建立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合作需要克服问题之一。作为用于大规模公共卫生干预的疫
苗，如何实行和监督符合GPV政策条文在疫苗质量方面所规定的质量要求; 安全
并能显著影响所有目标人群中疾病的传播; 如果拟在婴儿或幼儿中使用，应当
能较方便地适应国家儿童免疫规划所规定的免疫程序和时间; 如与其他疫苗同
时使用，应不会显著干扰这些疫苗诱导的免疫应答; 配制的疫苗适合普通的技
术限制要求，如冷藏和贮存能力等以确保疫苗安全和质量。如何监控冷链运输，
如何对所有到货疫苗进行检查，以确保接收的疫苗质量良好，没有遭受过度
热损害，并且符合所有采购规范需要达到监控冷链的到货疫苗检查环节的基本
要求。

5 Bhaskaram P，Nair KM，Hemalatha P，Murthy N，NairP。在新生儿期对小
儿麻痹症疫苗的全身和粘膜免疫应答。 J Trop Pediatr.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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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规范在实行疫苗和免疫过程的规范性。比如，如何保证注射安全。可
以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在免疫接种服务中使用自毁式注射器的要求。
自毁式 (AD) 注射器是能够防止重复使用的一次性注射器产品。这种注射器内
置有单向逆止阀，使用一次后会自动报废。除了此项注射安全联合策略外，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还为疫苗供应服务制定了捆绑策略。策略方针要求，必须确保
在每次疫苗注射时提供足够数量的自毁式注射器、疫苗再配制注射器和安全箱
。为了进一步落实注射安全的概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提供疫苗再配制注射
器，以避免重复使用，防止造成器械污染。这些类型的注射器称为带再用防止
特性 (RUP) 的注射器并且已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格预审。为了在再用过程中造
成污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逐步淘汰常规的一次性再配置注射器，替换为
RUP 注射器。 ⁶

 如何减轻疫苗和免疫产生的费用使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发挥最大化的作
用。就目前工业化国家使用水痘疫苗的情况来说，水痘疫苗似乎已满WHO的要求
。然而从全球整体来看，在价格和储存方面还存在限制条件。例如，目前可获
得的一种疫苗要求在-15°C条件下储存，并且在稀释后30分钟内使用。如何针
对不同的市场制订合理的价格等这些客观因素都将会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产生
深刻的影响。如何推动疫苗和免疫可以服务于贫困国家和地区。截至1999年国
际免疫项目发展缓慢，大约3000万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无法获得恶性流行病的疫
苗接种，还有很多儿童从未接受过任何免疫。构成这种困境的的主要原因是市
场失灵。高效的疫苗可以通过市场发展获得，但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无力完
全自付注射疫苗所产生的费用。如何鼓励市场上的疫苗生产商在短期内降低一
些贫困国家疫苗的采购费用，使得受助国逐渐获得自行承担疫苗全部费用的能
力也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合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避免疫苗免疫资源浪费。冷链系统于1970 年代由WHO的免疫扩展计划
(EPI)，为了保证在疫苗的生产、运输、使用过程中，可以被维持在一定条件下
而发展出来的国际协议规定。这些条件包括昂贵且笨重的恒温冰柜。在极热的
气候环境下，冷链系统通常被认为是“脆弱的”。如果保健人员怀疑在无冷却
的保温箱里存在受热或储存时间过长，根据冷链协议，需要将整个批次的疫苗
丢弃，以防受损的疫苗被接种给儿童。虽然这些安全保护措施对于确保疫苗规
划的执行中，疫苗不暴露在热源中是有效的，但在无法确认每个疫苗是否受损
方面，时常导致疫苗的浪费。疫苗的浪费，对于发展中国家欠缺资金的健康卫
生部门来说是昂贵的代价，从而也降低了接种儿童的数量。不仅如此，在储存
与运输过程中将疫苗维持在建议的环境下，对于贫困国家中的健康卫生工作人
员来说也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偏远地区。 结果导致伴随着冷链协议而产生的多
个问题，降低了可以使儿童免于疾病的疫苗接种。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需要
制定出合理方案解决这些问题。

6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声明.
7 世界卫生大会决议（WHA27.57号决议）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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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合作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合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加强合作：

 加大各成员国的对话交流:免疫界应确保免疫接种与全球卫生和发展议程，
包括全球卫生安全，卫生系统强化和全民健康覆盖，以及打击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充分一致和整合;

 加强资助资金的过渡:在实现消灭现有的疫苗和免疫目标之前，应该获得重
点国家保持财政和技术支持，以确保消灭工作取得成功，并减轻对传染病监测
、常规免疫和更普遍的全球卫生安全构成的风险;

 对相对“弱势”国家特殊协助: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应与在实现全球疫苗
行动计划等目标方面遇到最大困难的国家合作，以制定和实施多层面补救计划
，整合现有的国家改进计划;

 接受和协助每个成员国现实国情:每个国家都应制定一项战略，以提高对疫
苗接种的接受程度和需求，其中应包括社区持续参与和建立信任，积极预防犹
豫现象，定期对疫苗方面的关切进行国家评估和制定危机应对计划;

 技术和知识共享: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应与区域和全球伙伴合作，支持国
家的 技术能力建设，采取多层面方法，利用区域和国家的机构能力和专门知
识以及全球工具和资源共享;

 疫苗获取等细化机制的管理和监督: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等应与各国合作，确认并系统地处理影响疫苗获取的采购，分发，监督和
其他规划问题;

加强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各国应扩大和深化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交往，以 提
高其国家免疫规划的绩效和覆盖面。

8 日内瓦科学咨询专家组会议报告，1998年6月9日至11日，WTO/GPV/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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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人们寿命长了，婴儿死亡率低了，疾病能得到及时
检查，这些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具备基本的健康服务条件、免疫措施、净水
和卫生条件。传染疾病对全人类仍旧是一个主要的威胁。疫苗可以保护儿童免
受严重疾病的威胁，在终结可预防的儿童死亡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成立全球
疫苗免疫联盟将为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它合作伙伴在疫苗免疫中提供制定计
划和开展合作的框架，以应对今后的挑战协助人类将免疫扩大至除婴幼儿以外
的年龄组，达到最佳使用疫苗以促进全球的卫生和安全，使全球社会团结一致
，确保所有人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所需的疫苗。从而让更多的人受到保护，免受
更多疾病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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