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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COVID-19 应对健康平等策略： 
加快进度以致力于缩小 COVID-19 差异并实现健康平等  2020年 7 月

指导方针
缩小健康差异。使用数据驱动的方法。与社区机构及
各个方面领导者进行有意义接触。领导文化性响应的
宣传。减少污名，包括与种族和民族相关的污名。

远见
所有人都可能有机会获得最高的健康水准。

收费
• 旨在降低感染、严重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人群中 

COVID-19 的过多负担。

• 采用整体、全面的应对方法，广泛解决与 COVID-19 
有关的健康差距和不平等问题。

• 制定战略计划，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

 概述
要实现健康平等，就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持续不断的
努力来平等对待每个人，以解决可避免的不平等，历
史和当代的不公正现象，并消除健康和医疗保健之间的
差距。COVID-19 对人们健康的冲击已暴露了长期存在
的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现象已系统地损害了种族和
少数民族人口及其他承担 COVID-19 过多负担的人群的
身体、社会、经济和情感健康。

持续的健康差异，加之历史性的住房模式、工作环境
和其他因素，使一些种族和少数民族人口成员有了更高
的 COVID-19 COVID-19 感染、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
在我们继续深入了解 COVID-19 对不同人群健康的影响
的同时，降低在已知承担过多风险的人群中日益严重的 
COVID-19 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CDC 的《COVID-19 应对健康公平战略》广泛地寻求改善
受影响最大的人群的健康状况，并包括重点关注基于地
点环境而导致的风险，例如食品行业和教养所。

该战略还提出了 CDC 可以进行的活动，以防止 COVID-19 
缓解战略的意外负面后果，如失去健康保险；粮食、
住房和收入不安全；精神健康问题；物质使用；以及由
于社会孤立、财政压力、焦虑和暴力而增加的暴力，以
及缓解努力的其他负面后果。

基于人口和地点的关注 
• 种族和少数民族人口

• 生活在郊区和边远地区的人

• 无家可归的人

• 必要的工人和一线工人

• 残障者

• 药物滥用障碍者

• 司法相关人员（被监禁人员）

• 非美国出生的人

预期结果
• 降低与 COVID-19 相关的健康差异。

• 在 COVID-19 风险增加的人群中，增加测试、接触
追踪、隔离选项，以及预防性护理和疾病管理。

• 确保未来 COVID-19 疫苗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和管理的
公平性。

• 实施以证据为主的政策、系统和环境战略，从而减少
社会和与 COVID-19 相关的健康不平等。

• 降低与 COVID-19 相关的污名和暗含的偏见。

• 在越来越多的多元化的 COVID-19 响应者队伍中扩大了
文化响应力，并实施了健康公平原则。

战略时段
《健康公平战略》注重于可立即采取的应对 COVID-19 大
流行的行动，并追踪其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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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战略 1 
扩大证据基础。

活动 中级结果（3-12 个月）

1. 考虑到组间年龄和性别差异，制定并实施计划，按
详细的人种和种族类别及时、完整和有代表性地收
集和报告关于检测、发病率、疫苗接种和严重结局
的数据。

2. 制定并实施计划，及时、完整和有代表性地收集和
报告其他重点人群的检测、发病率、疫苗接种和严
重结局数据。

3. 使用从 CDC 和/或非 CDC 来源可获得的数据制定并
实施文献审查及分析的计划，从而评估 COVID-19 的
不成比例的影响。

4. 为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相关的特殊研究制定并
实施计划，以扩大知识基础，使健康差异溶入于环
境，并减少污名和偏见。

5. 制定和实施计划，传播与保健平等有关的数据和相
关材料，这些数据和材料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不同的
受众有关。

6. 开发收集、分析、报告、和传播与健康公平相关的
数据的关键性原则和资源，从而在突发性公共卫生
紧急情况时下达行动通知。

• 为大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的、完整的，并具
有代表性的数据，并通知 CDC 解决与 COVID-19 相关
的种族和民族差异的方法。

• 进行了分析，对其进行报告，并纳入了 CDC 指南和其
他可以为未来计划和实践策略提供参考的出版物。

• 传播文化和语言定制产品，以接触不同的受众。

• 开发并采用了关键原则和随附资源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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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战略 2
为了覆盖风险增加的人群，扩大检测、接触追踪、隔离、医疗保健和从缓解策略意外不良后果影响中恢复的项目
和实践。

活动 中级结果 
（3-12 个月）

1. 在 CDC 计划中制定具有优势、劣势、机会、威胁（SWOT）的分
析，实施注重于减少健康差距并解决缓解战略负面影响的投资
计划。

2. 凭借有效的针对文化和语种量身定制的计划和实践来建立社区能
力，以适应受影响更大的人群，从而对处于高风险和基于所在地的
人群进行测试、接触追踪、隔离、疫苗接种和护理策略。

3. 用对文化和语言有响应能力的材料和信息制定卫生传播战略，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传播准确的信息，减少缓解战略的不利影响，并强调
健康就诊和预防保健的重要性。

4. 与重要的合作伙伴确定并建立合作关系，这些重要合作伙伴与服务
和支持 COVID-19 风险增加的人群的地方性机构息息相关。

5. 与和种族/民族 COVID-19 患病风险增加的人群息息相关的重要合作
伙伴确定并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传播在科学上来说准确的，并具有
文化和语种特性的回应信息，促进获得与健康有关的服务。

6. 确定并与其他重点人群相关的关键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这些人
群的 COVID-19 风险增加。

7. 为防止缓解战略在未来传染性疾病暴发和其他紧急情况中的不良反
应而制定战略。

8. 通过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支持 COVID-19 疫苗分配和管理的能力建
设，这其中包括联邦、州、地方、部落和区域机构、国家的非政府
组织、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

9. 确定并与隶属于其他重点人群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组织建立伙伴
关系，以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战略，在风险最高的人群中预防 
COVID-19。

10. 为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部落机构提供针对文化的 COVID-19 
支持。

• 实施并定期评估计划的进度。

• 在确保实施伦理保护的同时，提高接
触 COVID-19 风险增加人群的能力。

• 增加伙伴网络的覆盖面，传播减轻医
疗不信任的材料。

• 增加 STLT 辖区内 COVID-19 风险增加
人群的检测、隔离选择和护理。

• 提高全国有效执行缓解战略的能力重
点人群。

• 确立的疫苗策略，额外的免疫活动的
重点是确保在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最
高的人群中获得免疫。

• 增加对州和地方决策者关于在高危
人群中预防 COVID-19 的循证策略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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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战略 3
扩大计划和实施活动，进而支持基础的一线工人，以防止 COVID-19 传播。

活动 中级结果（3-12 个月）

1. 在 CDC 计划中开发 SWOT 分析，并为降低一线和
基础工人之间 COVID-19 相关的健康差距实施投资
计划。

2. 通过有效的针对文化和语种量身定制的计划和实践
进行测试、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护理策略，以建立
覆盖基础一线工人的能力。

3. 开发对文化和语种具有响应能力的材料和信息的健
康交流战略，推进在预防 COVID-19 以及针对一线和
基础工人量身定制的健康就诊的重要性方面的准确
科学信息。

4. 与服务于并支持一线和基础工人安全的机构（例
如医疗保健、食品工业、食品杂货、零售、餐馆组
织）确定并建立合作关系。

5. 通过与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支持一线和基本工作
者疫苗分发和管理的能力建设，这其中包括联邦、
州、地方、部落和区域机构、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

6. 确定并与隶属于其他重点人群的州和地方政策组织
建立伙伴关系，以制定循证策略，减少一线和必要
工人暴露于导致 COVID-19 的病毒。

• 实施并定期评估计划的进展，以减少健康差异。

• 通过对 COVID-19 进行测试、接触追踪、隔离选项和
护理，扩大了对一线和基础工人网络的覆盖能力。

• 增加了针对一线和基础工人量身定做的信息宣传。

• 扩大对州和地方政策制定者关于减少一线和必要工人
接触引起 COVID-19 病毒的循证策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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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战略 4 
扩大广泛的员工队伍，从而可以评估并解决日益多元化美国人口的需求。

活动 中级结果（3-12 个月）

1. 发展面向文化和语种的量身定制的 COVID-19 响应者
培训和资源。

2. 建立多样化的应对人员队伍（例如，不同的种族、
族裔和社会背景，多学科、多语言和多代人）。

3. 为可能由于 COVID-19 大流行而导致受损和挑战的 
CDC 响应者提供支持。

4. 实施团队活动的包容性实践，以评估并满足日益多
样化的美国人口的需求。

• 在部署后 1 个月内，超过 50％ 的公共卫生响应者完
成了培训。

• 各级的多元化工人越来越多地持续参与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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