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1 年的行动：
事实、数据与成果
行动范围

人员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其代表处、代表分
处和任务团在 80 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其代表处和任
务团分布于世界各地：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平均数量如
下：

非洲
亚洲与太平洋
欧洲与美洲
中东

32
15
27
10

931

总部：
外籍员工

1601
1437

国家红会工作人员

126

临时任务团的当地雇员
一线: 当地员工
一线: 总计¹
总计

38
10011
11612
12543

一线: 外籍员工

¹这一数字不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线雇用的平均 1162
名计日工人

财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1 年的开支

美元

欧元

总部
1.811 亿
2.055 亿
一线
9.392 亿
10.660 亿
小计为 11.203 亿瑞郎，从中减去一线管理费用（5720 万瑞郎），即总计的数字。
总计:
10.631 亿
12.066 亿
汇率： 1.00 美元 = 0.8811 瑞郎; 1.00 欧元 = 1.2345 瑞郎

1.467 亿
7.608 亿

2011 年行动开支最大的 10 个国家
1
索马里
2
阿富汗
3
伊拉克
4
南苏丹和苏丹
5
巴基斯坦
6
刚果民主共和国
7
突尼斯（地区代表处）
8
以色列及被占领土
9
哥伦比亚
10 也门
汇率： 1.00 美元 = 0.8811 瑞郎; 1.00 欧元 = 1.2345 瑞郎

瑞郎

8.612 亿

瑞郎

美元

欧元

9260 万
8400 万
6460 万
6080 万
5710 万
5580 万
5330 万
5170 万
3300 万
2940 万

1.051 亿
9530 万
7330 万
6900 万
6480 万
6330 万
6050 万
5870 万
3740 万
3340 万

7500 万
6800 万
5230 万
4930 万
4620 万
4520 万
4320 万
4190 万
2670 万
2380 万

探视被拘留者

重建家庭联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 75 个国家的 1869 个拘留
场所和 5 个不同的国际法庭探视了 540828 名被拘留
者，并逐一监督其中 28949 人（829 名女性；978 名
未成年人）的情况。2011 年，共有 14790 名被拘留
者（270 名女性；823 名未成年人）得到了首次登记
和探视。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收 集 了 148347 封 并 分 发 了
127109 封红十字通信，从而使因武装冲突、动荡、
骚乱或紧张局势而离散的家庭成员能够互通消息。在
这些信件中，从被拘留者手中收集了 28963 封，并
向 他 们 分 发 了 17148 封 。 此 外 ， 为 家 人 之 间 的
219925 次通话提供了便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拨
打了 8593 通电话将该组织代表所探视的被拘留者的
下落告知其家人。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支持下，15715 名被拘留
者受益于家庭探望项目。
总计发放了 24092 份拘留证明。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登记了 2236 名无人陪
伴或失散的儿童（737 名女孩），其中包括 479 名复
员儿童兵（45 名女孩）。在找到他们的家人，征得
这些儿童及其亲属的同意后，该组织安排并帮助

1045 名儿童（312 名女孩）与家人重聚。截至年
底，该组织还在帮助 1723 名无人陪伴或失散的儿童
（包括 136 名复员儿童兵）：寻找亲人，维持他们
与家人的联系，组织家庭重聚和/或为相关儿童确定
其他的长期解决办法。
在家人提出寻人请求的人员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
定 了 7352 人 的 下 落 。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的 网 站
familylinks.icrc.org 上发布了 31742 人的名字，
帮助他们与亲朋重新取得联系。截至年底，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应家人的请求，依然在采取行动，努力寻找
48465 人（4122 名妇女；5258 名失踪时还未成年的
人）的下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 1505 人（包括 1045 名未成
年人）与家人重聚。该组织安排了 6141 人的移送或
遣返，包括 92 名获释的被拘留者。该组织还安排移
交或遣返了 1050 具遗体。该组织发放的旅行证件使

得 2967 人得以返回祖国或在收留他们的国家安顿下
来。
该组织在边境和前线两边的家庭成员间传递了 3698
份各种类型的正式文件。
总计 703807 人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各地的办事
处联系，寻求有关保护工作和家庭联系方面的服务或
建议。

援助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80 个国家开展援助项
目。主要的工作在下列国家开展：阿富汗、刚果民主
共和国、科特迪瓦、利比亚、马里、尼日尔、巴基斯
坦、菲律宾、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泰国、突尼斯
和也门。

援助物资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购买的援助物资或收到的实物捐助如下：
食品

86134 吨

6400 万瑞郎

种子

6963 吨

700 万瑞郎

11980 吨
包括：
850786 条毯子
7989 个帐篷
299217 件防水油布
259919 件厨具
37335 个卫生用品包
17 吨 衣服

4700 万瑞郎

基本生活用品

医疗和假肢康复用品
水与居住环境用品
总计

2500 万瑞郎
1600 万瑞郎
1.60 亿瑞郎
1.82 亿美元
1.30 亿欧元

汇率： 1.00 美元 = 0.8811 瑞郎; 1.00 欧元 = 1.2345 瑞郎

经济安全
在过去一年中，旨在确保经济安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活动往往是与受影响地区的国家红会合作实施，直
接惠及全球 68 个国家的家庭和社区。超过 494.2 万
国内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居民（一般是指生活在乡
村地区、或因不安全局势、或因基础设施匮乏而难以
接触到的人）和被剥夺自由者获得了食品援助，
311.1 万人获得了基本生活和卫生用品的援助。在接
受食品以及基本生活和卫生用品援助的受益人中分别
有约 63%和 67%为国内流离失所者，约 24%和 25%
为妇女，约 51%和 40%为儿童。此外，约 381.9 万
人（其中大约 29%为国内流离失所者）通过可持续

粮食生产或微观经济等民生项目获益。其中包括各种
应对机制：修复传统灌溉系统、社区小规模工作换现
金项目以及家畜管理或支持项目。

水与居住环境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与当地工程师和
技师参与了 54 个国家的水、卫生设施和建设工作。
这些项目满足了世界各地约 2192 万人（国内流离失
所者、返乡者、居民——一般而言，指生活在乡村地
区和/或由于不安全局势和/或基础设施匮乏而难以接

触到的人——和被剥夺自由者）的需求。其中约有
35%和 36%的受益人分别是妇女和儿童。

医疗保健服务
在这一年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或偶尔为世界各
地的 391 家医院和 524 个其他医疗机构提供支持。
据估计 685.4 万人（33%为妇女；54%为儿童）受益
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支持的医疗保健机构。该组织
在 25 个国家开展社区卫生项目，在许多情况下，都
有国家红会的参与。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30 个国家中所支持的医院收治
了超过 20800 名武器致伤者和 114600 名非武器致伤
者（手术病例），并实施了超过 138200 台外科手
术。这些医院还收治了超过 417900 名其他病人，包
括 196828 名 接 受 妇 产 科 治 疗 的 妇 女 和 女 孩 。 约
159.8 万人获得了门诊服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
8426 人支付了治疗费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战区
附近的 147 家急救站提供支持，这些急救站主要为
武器致伤者提供紧急救治。

照顾残疾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假肢康复技师为 31 个国家的 93
家中心提供了援助，为 222264 名患者（包括 40806
名妇女和 59905 名儿童）提供了服务。总计 8617 名
新患者安装了假肢，30094 名新患者安装了矫形器。
这些假肢康复中心生产并发放了 19740 支假肢（其
中，妇女获得 2537 支，儿童获得 1065 支；地雷受
害者获得 7402 支）和 52832 件矫形器（其中，妇女
获得 8808 件，儿童获得 29027 件；地雷受害者获得
311 件）。此外，该组织还分发了 3492 部轮椅和
31300 支拐杖和拐棍，其中大部分是在当地生产的。
为了确保患者能够获得持续的服务，当地雇员的培训
是工作重点。

武器污染
2011 年全年，武器污染部在 27 个地区（23 个代表
处）为代表处、国家红会和政治当局提供了行动支
持。该部门还与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进一步
发展并加强国际反地雷行动的标准和协作。

法医服务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医服务部门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为一线行动提供支持，以帮助预防和解
决包括紧急情况在内的各种局势中的失踪人员问题。
其开展的活动主要包括推动并支持法医最佳实践的实
施，从而适当且有尊严地对武装冲突、其他暴力局势
和自然灾害中的遗体进行搜寻、管理和身份辨认。此
外，该组织还举办了各种内部和外部培训、传播和公
关活动，包括为各国红会举办的活动，旨在加强各国
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并提高对这一问题的普遍认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红会的合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红会合作的目的是与运动合
作伙伴增进联系和对话，从而使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
力局势影响的人更大程度地获益。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大部分国家中，该组
织都与该国国家红会通力合作，并获得了开展国际工
作 的 国 家 红 会 的 支 持 。 2011 年 ， 超 过 三 分 之 一
（38%）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活动是在与相关国家红
会建立的合作框架下开展的，按项目类型划分如下：
►援助 30.4%
►保护 21.5%
►预防 48.1%
这些活动是由 48 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实施开
展的。作为合作伙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帮助各国
红会加强其在本国开展活动的能力。

公共交流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关注的人道问题及其
开展的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广泛报道。据汇总
世界各地出版和在线媒体资源的 Factiva 数据库显
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11 年被提及超过 18000
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制作了约 130 个印刷和影音产
品，包括向世界各地电视台发布的 26 条视频新闻和
用于不同目标人群的其他 68 个视频新闻和影片。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新闻素材在世界各地被广泛播放，
包括半岛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超过 50 个频
道在其播放的 26 条新闻中都使用了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素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分发了 474000 本出版
物和 7430 份影片拷贝。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页面浏览量总共有大约 1650
万次。与上一年相比，这一数字增加了 1.4%。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利用各种博客和社交网
络、媒体交流平台和微博网站开展宣传工作，共有
323000 多名信息订阅者能够实时接收到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发自一线的最新报道和故事。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在各类媒体交流平台上发布了大约 1600 条视频、
照片和文件，浏览人次超过数百万。

各国加入国际人道法条约与国内实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与各国政府当局开展积极对
话，推动其加入国际人道法条约并开展国内实施工
作。该组织为政府提供法律和技术方面的建议，鼓励
并支持它们建立全国性的部委间委员会来负责国际人
道法的国内实施。2011 年，新成立了 5 个国际人道

法国家委员会（库克群岛、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
几内亚比绍和土库曼斯坦），这使得全世界国际人道
法国家委员会的数量达到 101 个。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或协助组织了 25 项有关国际
人道法以及将其纳入国内法方面的地区性活动，来自
46 个国家的 1100 多人参加了这些活动。

►7 个专为学生举办的地区性国际人道法竞赛（2 个
在非洲；1 个在亚太地区；4 个在欧洲和美洲），共
有约 360 名学生和讲师参加
►一年一度的让-皮克泰竞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 48 支
学生队伍参赛

支持学校的国际人道法教育

这项工作促成 39 个国家提交了对国际人道法条约的
46 份批准书（其中包括 1 份《第一附加议定书》批
准书以及 5 份《第三附加议定书》批准书）并促成
14 个国家通过了与不同国际人道法条约有关的 39 项
国内立法。

世界各地教育当局和国家红会获得了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支持，努力将国际人道法和人道教育正式纳入中
学课程。青少年项目继续在拉丁美洲得到拓展，这类
项目将人道教育纳入其中，旨在全面应对城市暴力的
影响。

与武器携带者的关系

2011 年：
►在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开展的最
后两个教育项目被正式移交给相关国家当局
►在 22 个国家的 560 名学生和国家红会志愿者中试
用精简版探索人道法教材
►超过 1.1 万人使用了探索人道法项目的网络资源中
心——探索人道法虚拟校园
►19 个国家红会参加了以“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
局势影响的儿童”为主题的研讨班，探讨在融入社
会、心理和社会支持以及预防城市暴力方面的最佳实
践和吸取的教训
►以青年和人道行动为主题的全球学生竞赛的优胜者
展示了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格鲁吉亚、黎巴
嫩、利比里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塞内加尔的人道
局势，而这些局势对青年人影响深远

在 2011 年全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与冲突地区
的不同武器携带者进行接触，不论是军队和警察部队
的成员还是准军事单位、武装团体和私营军事公司的
员工。
►30 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专业代表举办或参与了
100 多个课程、研讨会、圆桌会议和演习，共有来自
90 多个国家的大约 1.1 万名军队、安全和警察部队
成员参加。来自 25 个国家的至少 49 名军官获得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奖学金，参加了在圣雷莫举行的
10 项有关国际人道法的军事课程。
►来自 53 个国家的 57 名将官和高级军官获得了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资助参加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的
有关规制军事行动之国际规则的高级研讨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 161 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以及
约 30 个地区的 80 多个武装团体（大多是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的武装团体）保持联系
►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工作的专业代表在
约 15 次国际军事演习中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监督
了国际人道法或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情况

与学术界的关系
80 多个国家的大学得到了国际人道法教学方面的支
持；与此同时，许多教授在课堂之外也参与国际人道
法的发展、实施和推广进程。我们的 60 多个代表处
为大学讲师提供培训，协同组织研讨会，支持举办学
生竞赛，促进学术界就如何改善国际人道法遵守情况
展开讨论。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或协同组织了：
►16 个针对学术界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国际人道法
培训班（5 个在非洲；3 个在亚太地区；5 个在欧洲
和美洲；3 个在中东），共有 1000 多名教授、讲师
和研究生参加
►在比利时、波兰和肯尼亚为大约 85 名经过激烈角
逐脱颖而出的学生、讲师、国家红会工作人员和其他
人道工作者举办了国际人道法培训强化课程

信息和文件管理与多语言交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和信息管理部管理的档案记录
平铺开来可长达 16000 米，该部门还收藏有 20 万本
书籍、期刊、照片和视频资料，共接待 2700 多名来
访者，并处理了 3500 多次来自国家红会、非政府组
织、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媒体的信息服务请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维护和寻人处共处理了过去武
装冲突的受难者发来的 3800 个请求，与此同时，记
录管理处回应了大约 600 个查看档案用于研究的内部
请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接待了 210 个团体总计约
5600 名来访者。其中，51%是大学生，15.5%是各
国红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13%是中学和技校学生，
7.5%是武装部队成员，5%来自外交界，4.5%来自非
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3.5%来自私营企业。
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语言部门工作的专兼职翻译和编
辑们共计翻译、编辑并校对了 1000 多万字的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