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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到2011年期间，80多个国家艾滋病防治国内投入的增幅超过了50%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国际资助经费的缩减，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增加其国
内的艾滋病防治投入，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创下新纪录，达到800万。 

 

华盛顿特区/日内瓦，2012 年 7 月 18 日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显示，许多国家

的艾滋病防治国内投入已经超过了国际资助。《我们一起来消除艾滋病》这份报告表明，2011
年，中低收入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投入为 86 亿美元，比 2010 年提高了 11%。与此同时，国际资助

仍保持 2008 年的水平（82 亿美元）。 

根据这份报告，2006 年到 2011 年期间，81 个国家增加了艾滋病防治的国内经费投入，增幅

超过 50%。由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其艾滋病防治的国内公共投入也相应增长。以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的国内公共支出为例（不包括南非），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 97%。南非 80%的国内资

源用于公共卫生支出，2006 年到 2011 年期间，其国内经费投入增长了四倍。 

     “这是一个需要全球团结、共担责任的时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

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正在承担起责任，展示出领导力。然而，国际

援助还不够稳定。如果我们要实现 2015 年的目标，就要继续增加国际援助。“ 

为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发挥主导能动作用，共同承担起责任，在华盛顿即将召开的第十九次国

际艾滋病大会前夕，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启动了“在非洲实现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

‘责任共担、全球团结’路线图”。这个路线图为到 2015 年实现艾滋病防治目标，绘制了更加多样

化、均衡和可持续的融资计划，并展示了非洲在全球艾滋病防治框架中的新的领导力和声音。 

2006 年到 2011 年期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不断增加艾滋病防

治的国内公共支出，增幅超过 120%。目前，平均而言，金砖国家的国内投入占艾滋病防治总体

投入的比例超过 75%。在南非和中国，国内经费投入占艾滋病支出的比例超过了 80%，中国政府

已经承诺未来将全面资助艾滋病防治项目。印度也已经承诺下一阶段的艾滋病防治国内投入要提

高到 90%以上。巴西和俄罗斯已经完全用国内资源来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 

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艾滋病防治资源在 2008 年到 2011 年间已经相当稳定，保持在

82 亿美元。美国在艾滋病防治经费援助方面的投入占国际援助的近 48%。 

     “对于全球而言，现在还不是放缓艾滋病防治脚步的时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恰恰相反，

我们必须抓住此时此刻，在我们所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实现没有艾滋病一代的目标”，美国全

球艾滋病协调员 Eric Goosby 大使说。“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通过更有效的投入，尽可能

地发挥每一分钱的作用，来挽救生命，继续尽我们的职责，承担我们应担的责任。” 

 

尽管艾滋病防治的国内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全球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经费仍存在缺口。到 2015
年，估计年缺口将达到 70 亿美元。2011 年，在联合国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各国通过了《艾滋

病政治宣言》，纷纷同意到 2015 年，将艾滋病防治投入增加到 220-240 亿美元。要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各国一致努力来扩大经费投入。 

 

接受治疗人数创下新纪录-这是我们挽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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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资源总额没有显著增加，但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创下新记录。2011
年，在中低收入国家，800 万人获得挽救生命的抗病毒治疗，比 2010 年增加了 140 万人。尽管

有相当数量的人刚开始治疗，但这仅占符合治疗条件的 1480 万人中的一半多一点（54%）。 

 

 

 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 VS 2015 年目标和 2003 年-2011 年中低收入国家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人数 

艾滋病相关死亡     艾滋病相关死亡估计范围          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     2015 年目标 

 

 

这一报告也强调了在儿童中减少新发感染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自 2009 年以来，据估计，儿

童中新发感染已经下降了大约 24%。2011 年，大约 33 万儿童新发感染艾滋病，这一数字大约是

2003 年儿童新发感染高峰时期的一半(高峰期时儿童新发感染数为 57 万)。 

在扩大抗病毒治疗的覆盖面和消除儿童中新发感染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在实现

2011 年《艾滋病政治宣言》中消除儿童中新发感染和使 1500 万人获得抗病毒治疗这两个目标方

面，各国都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是各国目前所需要的，而且也将是一直所需要的，”西迪贝先生说。“我

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够消除艾滋病。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实现，而在于什么时侯能实现。” 

 

 

 

 



 

  3

儿童中艾滋病新发感染数（0-14 岁），2001-2011 年和 2015 年目标 

 

 

扩大抗病毒治疗的覆盖面可以帮助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抗病毒治疗在抑制感染者体内的病

毒载量方面的积极效果可以有效地阻止艾滋病的传播。行为改变与艾滋病流行疫情的自然趋势以

及抗病毒治疗的扩大相结合，已经持续地减少了新发感染，比 2001 年减少了 20%多。 

这份报告在即将召开的第十九次华盛顿国际艾滋病大会前夕发布，提供了新的数据，数据表

明，到 2011 年大约有 3420 万艾滋病感染者。2010 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道，至少 56 个国

家已经将艾滋病流行保持在稳定状态，或者已经显著地降低了艾滋病新发感染率。在过去 10 年

里，全球艾滋病流行趋势趋于稳定，艾滋病新发感染减少将近 20%。新的数据表明，有 250 万人

新发感染艾滋病，比 2010 年 260 万新发感染数减少了 10 万。 

大约有 490 万青年艾滋病感染者，其中 75%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从全球来看，年

龄在 15 岁到 24 岁的青年女性仍是艾滋病最易感人群，2011 年，估计有 120 万女性和女童新发

感染艾滋病。 

 

2011 年主要艾滋病数据 

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3420 万 [3180 万 – 3590 万] 

艾滋病新发感染人数: 250 万 [220 万 – 280 万] 

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人数: 170 万 [160 万 – 190 万] 

800 多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权益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 

艾滋病大会在过去 20 年里，于今年首次在美国举行，刚好是在主办国取消对艾滋病感染者

旅行限制的两年后举行。该报告中的数据表明，46 个国家、领土和地区仍然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

境、停留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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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社区以权力，在该报告中也被广泛认为这

对艾滋病防治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该报告也强调社区为基础的防治在提供艾滋病服务方面的

重要性和优势。 

     “我们看到在东欧和中亚，公民社会和主要受影响人群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强而有力的领导力和

参与，但在这个区域艾滋病流行仍在快速增长，”乌克兰艾滋病感染者网络（All-Ukrainian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的 Svitlana Moroz 说。“对性工作者、吸毒者和男男性行为

者的惩罚性政策，以及对艾滋病传播的刑事定罪，是加速艾滋病流行的因素。我们需要发展和维

持艾滋病、结核病、药物成瘾和病毒性肝炎的综合治疗方案，在艾滋病治疗和预防之间寻求适当

的平衡。” 

这份报告强调，维持艾滋病防治需要各国发挥主导作用以及全球的团结努力。同时也强调投

资必须是可持续的和可预见的，各国必须能够有效地动员和使用资源。 

     “花在艾滋病防治上的每一分钱都是投资，而不是支出”，西迪贝先生说，“我们不仅需要致

力于实现 2015 年的目标，而且需要把眼光放长远，并坚定不移地实现零艾滋病新发感染、零歧

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亡这一既定目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系人 

日内瓦 | Saira Stewart | 电话: +41 22 791 2511 | stewarts@unaids.org 

华盛顿特区 | Sophie Barton-Knott |电话: +1 202 735 46 05 | bartonknotts@unaids.org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致力于领导和促进全球实现“零艾滋病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

亡”的共同愿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集合 11 个联合国机构的共同努力，这包括联合国难民署

（UNHC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联合国妇女基金会（UN Women）、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全球和各国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最大限

度地实现艾滋病防治成果。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aids.org 或与我们通过 Facebook 和

Twitter 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