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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HOMO TSEO: 愿你的奶牛翻倍增长

这句来自塞索托语的祝福表明了人们对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投资期望看到的效果。 奶牛数量的增长，

显示了家庭和社区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因为艾滋病感染者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且越来越少的人被传染，

随着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减少，在葬礼上宰杀的奶牛也减少了，孩子们回到了学校并得到父母的照料。

花在艾滋病防治上的每一块钱是一种投资而不是花费。投资带来回报，而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

翻倍增长。相比之下，花费带来差距和更多的需求，而且无穷无尽。决策者和民间团体领袖应对艾滋

病的方法将决定所能产生的影响。以人为本的投资方式能够挽救生命，降低成本，并获得最大回报。

该如何去做？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充分投资。三心二意或者空头承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工

程完成一半的道路，不会带你到达最终目的地。如果不充分投资，你在未来将不得不付出更多，而且

没完没了。艾滋病的投资必须是明确的 --- 艾滋病感染者不应该月复一月担心他们是否可以获得治疗药

物。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服务扩大的步伐不应该受制于市场的波动和政治的变化。

第二，进行有效投资—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基于情感做出的投资得不到有效回报，而那

些量少面广的投资也同样如此。对艾滋病防治的投资也遵循同样的道理。投资必须投放到新发感染聚

集和需要治疗的感染者所在地。对措施的选择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证据基础。应对艾滋病三十年的的

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第三，进行高效的投资。艾滋病的应对主要是由公共部门承担。采购和分发体系的各自为政，对

救命药物、诊断试剂以及设备进口的的税收和关税，以及保护主义的存在，只会导致获得艾滋病预防

和治疗服务的人数的减少 --- 纳税人的负担在增加而受益人在减少。通过提高服务提供的效率和促进创

新，我们可以减少投入而提高效果。通过削减管理开支，我们将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服务。

你做好终结艾滋病的准备了吗？如果是，你必须准备好回答本指南中提出的问题。如果你做出诚

实的回答和正确的选择，我可以保证，未来的艾滋病防治支出将减少，而且国家经济增长将重新振作。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米歇尔·西迪贝



做出高明的投资决策

开发本工具的目标 本工具的目标：

任何个人，企业家或政府领导人都不希望他或她来之不易的资源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被挥霍

掉。相反，每个人都希望其投资得到最大的回报和得到更多的收益。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投资其实也

同样如此。

艾滋病防治需要采取以人为本的投资策略，才能使收益最大化。对于防治工作而言，收益是显而

易见的—零艾滋病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亡。新发生一例艾滋病感染、一个歧视案例或

一名艾滋病相关死亡，都显得太多。

艾滋病相关的投资必须是高明的，能够为人民取得效果，这些效果关乎：挽救生命，使人们免受

艾滋病感染，维持生命，保持人们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生产力，以及使孩子们继续上学。

艾滋病防治的资源规划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过去曾经尝试过几种方法，结果成败参半。采

用某些方法可以制定出理想而全面的防治规划，

但却很少能够得以实施。在很多情况下，规划

过程与投资决策过程是分离的，而且，重要合

作伙伴（特别是社区 1）没有参与到决策中。因

此，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其设定的 2010 年防

治目标。对于 2015 年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这

种情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本工具旨在再次激发大家的动力实现 2015

年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2011 年各联合国会员

国在联大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通过这些目标，

并将它们列入 2011 年“艾滋政治宣言”。这些

目标都设立在以人为本，以结果为导向的成果

框架内。

本工具提出了国家在做出艾滋病防治资源

分配决策之前，在计划和投资方面应该回答的

一些关键问题。

本工具可帮助指导设定投资的优先领域（符

合成本效益，高效率，并能产生最大影响）。

它能够帮助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以及发展合

作伙伴的决策者共同讨论和制定协调一致的投

资计划。

通过国家主导和责任共担为艾滋病防治提供

足够的资金；

推动知识，经验，教训和创新的发展，做出

有效的项目决策；

投入资源，获得最佳的结果。

1 “特指某一类 / 群人，他们往往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有着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处于社会长期发展形成
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中。社区成员通过共享信念、价值观和规范（社区在过去的发展中形成，并在将来可能调整）而
获得其个人和社会身份。他们表现出某些作为群体成员的意识，有着一些共同的需求，以及实现这些需求的承诺。”（健
康促进词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998 年）

2          为有益于人民的结果而投资

你准备好了吗？

你希望从对艾滋病防治的投资中得到最大回

报吗？

目前你如何做出你的项目决策？投资的决策

者是谁？

对于投资决策你有多大程度的控制权？

你对于目前已有的成果满意吗？

只有充分了解防治工作，才能做出挽救生

命的关键决策。如何达成最终选择没有固定公

式可以沿用，本工具中列举的问题也不尽详尽，

但是它们可以作为达成以结果为导向的投资决

策的起始点。这些问题有助于保证投资决策的

透明度，指导合作伙伴的投资，监测结果和调

动资源。



本工具分四个步骤向您介绍

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以结果

为导向、国家主导的艾滋病防治

投资规划的四个阶段。在每一节的开始都对

关键的概念进行了详述，作为投资决策过程

的每个阶段的背景。

工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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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投资规划的参与者应该包括哪些人？

艾滋病流行的多样性决定了防治工作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就投资选项和如何设定优先领

域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协商来制定国家艾滋病防治投资策略，所有合作伙伴，包括社会组织，应全程参

与讨论的所有阶段。进行这种讨论和协商的平台包括现有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架构和程序，如国

家防治艾滋病委员会、其他管理机构以及伙伴关系论坛。投资框架尤其应该促进艾滋病防治项目与负

责国家发展规划项目计划、发展与拨款的权力机构之间开展深入的对话和讨论。

在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可运用到投资思维和投资规划理念，包括

对艾滋病防治的投资，对持续拨款的讨论，审查和更新国家战略规划，以及为国家战略规划测算成本

和制定实施计划等。

现有一系列规划制定和实施工具可用于投资规划制定的讨论。除了专门应用于艾滋病领域的工具，

还有针对瓶颈问题的边际预算工具，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工具。在运用现有工具、确定和

填补不足方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继续与各国展开合作。

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开放式的，用以激发政

策决策者，社会组织，和社区领袖的投资

思维。一些问题帮助读者探讨和思考目前

的做法和选择，而另一些问题旨在促进投

资决策过程中的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可根

据当地情况增加或调整问题。

决策要点：

投资决策过程每个阶段的最后，决策

者都被邀请用具体的措辞表达他们做出的

选择。通过“填空”练习，决策要点能够

以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传达。

实践中的创新

这节将展示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一些

国家和组织如何在艾滋病防治中创新并在

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服务中运用投资思维的

概念。

案例研究

两个案例通过模拟的方式说明如何在现

实生活中进行投资规划。模拟的国家是虚构

的，但所描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是从现实存

在的项目和最佳实践中借取的。案例研究并

没有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但说明了想要产

生效果，并实现最大收益，必须作出艰难抉

择。



4 InvestIng for results. results for people. 

Resources for the AIDS response are investments 
and not expenditures. If investments in the AIDS 
response are not adequate, well targeted and 
prioritized, not only will future investment needs 
increase but the effectiveness and return on 
current investments will diminish.

Investments in the AIDS response must be based 
on three tenets: equity, evidence and efficiency. 
They are supported by f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country ownership; community 
engagement;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solidarity; and grounded in the local 
epidemiological context.

The estimate of US$ 24 billion is based on 
what is needed to increase the present rates of 
coverage to achieve universal access to HIV 
prevention, treatment, care and support by 2015 
and to maintain this level of access thereafter. 
The global investment requires scaling up HIV 
programme funding from US$ 16.6 billion 
in 2011 to US$ 24 billion in 2015 and then 
declining to US$ 19.8 billion in 2020.

Fewer resources will be needed after 2015 
because coverage will have reached target rates 
and fewer people will acquire HIV infection, 
which would have required treatment and other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There will also be 
efficiency gains, such as costs saved on treatment 
commodities and a shift to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and testing.

Fully funding the AIDS response and investing 
it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can prevent an 
estimated additional 4.2 million adults from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prevent 680 000 
children from becoming newly infec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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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and prevent 1.9 million people from dying 
from AIDS by the end of 2015. Nearly 15 million 
people will be accessing HIV treatment, and 
new infections among children will be virtually 
eliminated. In addition, an estimated 3.9 million 
life-years will be gained—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people.

Are you ready?

 How many resources are needed for the 
AIDS response between 2012 and 2015?

 What national results are you aiming for 
in 2015?

 What is the opportunity cost you would 
loose if the response is not fully funded?

 What will be the revised resource need in 
2016 if the national AIDS response is not 
fully funded?

The AIDS response must be fully funded to end AIDS. This requires about US$ 24 billion annually by 
2015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is target is not negotiable, as agreed by member states in 
the 2011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HIV/AIDS.2 It is not about charity: it is about global commitment and 
duty. This requires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solidarity of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mmunities, faith-based group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t also requires innovation in 
mobilizing resources and adopting innovative funding models. This will give countries a fighting chance to 
end AIDS within our lifetime.

2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HIV and AIDS: Intensifying Our Efforts to Eliminate HIV and 
AIDS. Sixty-fifth session, agenda item 10, a/ReS/65/277, June 2011, para. 2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为效果而注资和投资

艾滋病防治必须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才能终结艾滋病。到 2015 年，中低收入国家每年需要经费

约 240 亿美元，这个经费目标不允许讨价还价，因为它得到了各成员国在 2011 年“艾滋病政治宣言 2”
中的同意。它不是慈善，而是对全球的承诺和义务，需要政府，民间团体，国际组织，社区，宗教团

体和私营部门的共同负责和团结，需要创新性的筹资和资助模式。达到这一点，将给各国在我们有生

之年一个终结艾滋病的战斗机会。

为艾滋病防治提供的资源是投资而不是花

费。如果对艾滋病防治的投资不足，目标不明确，

或者没有保证优先，那么不仅未来的投资会增

加，而且现有投资的效果和回报将逐渐缩减。

对艾滋病防治的投资应遵循三个宗旨：公

平，证据，和效率。其基础是四个原则：国家主导，

社区参与，责任共担和全球团结，以及根植于

当地的流行状况。

240 亿美元是将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

和支持的覆盖面从现有水平提高到 2015 年的普

遍可及，并在 2015 年后维持普遍可及水平估计

所需要的资金。全球投资策略需要将艾滋病防

治经费从 2011 年的 166 亿美元增加到 2015 年

的 240 亿美元， 到 2020 年经费需求将下降到

198 亿美元。

2015 年以后需要的资源将减少，因为到那

时，覆盖率已达到设定的目标，需要治疗和其

他医疗卫生以及社会服务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

减少。同时，经费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例如，

在治疗药物、试剂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节省，

服务方式转变为社区治疗和检测等。

如果对艾滋病防治给予充分的资金，并采

用有效的投资策略，到 2015 年底，全球估计可

以预防 420 万成人和 68 万儿童感染艾滋病，避

免 190 万人死于艾滋病。约 1500 万人将获得艾

滋病治疗，基本消灭儿童中的新发感染。此外， 

你准备好了吗？

在 2012 年到 2015 年之间，艾滋病防治需

要多少资源？

2015 年你们要实现的国家目标是什么？

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防治工作将增加

哪些机会成本？

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到 2016 年，艾

滋病防治经费需求数该如何调整？

2 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的政治宣言：加强艾滋病防治，消除艾滋病。第六十五届会议，议程 10。a/ReS/65/277, June 
2011, para. 2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4          为有益于人民的结果而投资

估计有 390 万人年生命将挽回，从而改善全人

类的生命质量。

公平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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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的结果

为有益于人民的结果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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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年中低收入国家资源需求估计

2015 年不同地区中低收入国家按项目领域的
资源需求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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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以结果为导向、
国家主导的艾滋病防治投资组合

为实现 2015 年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各国必须能够有效和高效地使用筹集到的资源。决策者必

须确定一个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以结果为导向、国家主导的投资组合方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建议

采取一个“四步“流程 -- 了解，设计，提供和维持—帮助决策者对项目实施选择和采用优化的投资组合。

这个流程中的每一步里，决策者必须保持着投资的视角，要不断地问自己：如何实现对投入的每

一块钱的最大回报？

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以结果为导向、国家主导的艾滋病防治
投资组合的四个步骤

了解面临的问题

1
了解

2
设计

设计解决问题
的投资方案

3
投资

按足够规模实施投资
方案，确保效益的产生

4
维持

保证可持续性，以产生
效果，终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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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果的投资

实证 以人为核心的活动

公平 融合

效率

为人民的结果

关键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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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

了解面临的问题

了解面临的问题有助于将防治重点放在那

些可以带来最大影响的核心行动上。 这个过程

使决策者获得当地艾滋病流行情况的关键数据，

深入了解艾滋病疫情动态，同时，向决策者提

供如果保持现状不变艾滋病流行未来发展趋势

的信息。

各国必须能够确定本国疫情的主要驱动因

素，注意到艾滋病流行与制约人们获得和利用

艾滋病相关信息和服务能力的行为和社会环境

之间的关系。这就要全面了解法律和社会文化

环境，评价羞辱和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人

们对于服务的需求和利用。

了解问题有助于各国通过确定、筛选和资

助最适合本国疫情状况和环境、最有效的艾滋

病预防措施，优化艾滋病防治策略和措施 -- 既
包括在普通人群中，也包括对有较高感染风险

的人群中优先实施合适的艾滋病预防措施。

对于一个有效的防治措施，让接受艾滋病

预防和治疗服务的人群参与到项目设计和实施

中至关重要。同等重要的是，要对哪些措施有效、

不同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在一定的人力和

财力资源状况下这些措施的可行性等进行持续

分析。

实践中的创新

在某国，数据显示 30% 的艾滋病新发感染来自于性工作者或男男性行为者，该国随之在一般人群、

性工作者与男男性行为人群中采取了更为均衡的防治策略。针对性的行为改变项目依然是当地艾

滋病预防的重点，而艾滋病相关服务扩展到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人群中。

某国将资源投入方式从原来的各省平均发放转变为依据各省艾滋病疫情轻重程度来发放的模式，

从而使得疫情负担较重的地区能够获得较多的资源。

某国在发现其 40% 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自于感染状况不一致的亲密关系人群后，开展了针对单阳配

偶的干预项目。

在另外一个国家，各大城市都实施了各自的艾滋病防治项目。这种权力和资源的下放使艾滋病相

关服务的提供更有效率。

已有 30 多个国家开展了传播途径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各国艾滋病规划主管确定最需要开展针

对性措施的人群。例如，其中一个国家将工作重点调整到性工作者和嫖客上，因为研究表明此类

人群占感染人群的大多数，而得到的防治资源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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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决策要点：

下 1000 个新发感染何时发生？下 1000 个新发感染会发生在哪里？

（地区分布如何？在哪些人群中？）

下 1000 个新发感染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行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

如何防止这些人感染艾滋病？

哪些方法证明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你有什么证据？

防治工作如何覆盖到普通人群？你如何能够有效地促进行为改变？

哪些人需要抗病毒治疗？

哪些人在接受抗病毒治疗？

哪些人没有得到抗病毒治疗？为什么没有？

哪些人失访或者发现得太晚？

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如何？

艾滋病防治经费主要投资在哪些方面？为什么？

艾滋病防治资源来自哪里？他们与资源所有者的利益有多大关联？

我 / 我们选择 _______ 人群作为外展重点人群，因为这样可以在未来两年预防 ____________ 人

感染艾滋病。

我 / 我们同意在今后两年保证 ___________ 人获得抗病毒治疗。这样可以确保 ____% 符合治疗

条件的感染者 / 病人得到治疗。

我 / 我们同意将为 ____% 的孕妇提供艾滋病检测，为 _____% 感染了艾滋病的孕妇提供抗病毒治

疗。这样可以在 2015 年将儿童新发感染数从 ____ 降低到 _____。

我 / 我们没有将 ______ 人群作为外展重点人群，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更多的决策要点。请以“我”或者“我们”作为开头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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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

设计解决问题的投资方案

投资方案的设计是以人为本、实现目标的

关键策略之一。决策者既需要在即将资助的干

预项目组合，和这些干预措施在减少新发感染

或者降低相关死亡上的有效性两方面做出选择。

一个好的设计可以节省开支，减少浪费，产生

需求，并能保障工作的持久性。

要实现既定的 10 个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

需要一些在每一个国家实行并产生影响的干预

或活动的投资组合。其中包括一系列以人为本

的活动，这是活动建立在可以营造因地制宜的

有利环境的策略之上。此外，防治工作的实施

方式必须能够利用卫生和发展部门的合作使效

率最大化。

开支的模式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各项防治行

动中所需人群的规模。因此，地区和国家的不同，

开支的模式也不同。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需要同

样的干预组合和同样的干预程度。以人为本的

投资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流行病学和人口情况

来制定具体的优先次序。

最优先的行动要包含：

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

染治疗；

以预防为目的的治疗：为预防单阳配偶间的

传播，提供抗病毒治疗；

为怀孕的妇女和女童提供艾滋病预防服务；

开展行为改变工作，包括向普通大众宣传安

全套的使用，重点关注有多伴侣的、有随意

性行为的人群，以及青年人；

实施男性包皮环切（尤其针对艾滋病高流行

而包皮环切率低的国家）；

关注高危人群的外展工作：如注射吸毒人群

（包括年轻人和女性吸毒者），性工作者和

他们的客户（如流动人口，卡车司机），以

及男男性行为者（包括年轻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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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规划和管理得当，行为改变项目将产

生显著的影响。成功的行为改变项目把社区对

话和大众传媒，以及宣传活动结合在一起，不

仅旨在改变个人行为，还致力于改变社会规范。



艾滋病防治应当支持地方自主开发、自己

实施、且可以被评估和跟踪的干预项目。 主要

的目标应该包括减少性伙伴数量，延迟性行为

发生时间，以及安全套的使用。行为改变项目

可以包含对安全套的社会营销，促使有多伴侣

的，有随意性行为的人群使用。

每一个疫情环境中，都有一个重点次人群

或者地点。这类人群可以是有感染危险的普通

大众中很集中的一部分人，也可以是占大多数

新发感染人群中的一类人群。他们可能是上述

中的几类人群，也可能是其他人群，比如渔民

和矿工。

这些活动都需要上层关键推动因素的支持。

没有这些推动因素，这里阐述的很多行动获得

成功的可能性并不理想—结果有可能是对资源

和机会的双重浪费。环境不同，关键推动因素

也不同，而且很难预估，但是这些关键因素却

必不可少。社区组织必须在选择关键推动因素

上起到带头作用。

社会推动因素可以是艾滋病检测、减少歧

视、人权倡导和社区动员活动。规划推动因素

包括战略计划，规划管理，以及针对社区组织

的能力建设。艾滋病规划必须利用和其他卫生

和发展部门的合作来降低易感染人群的感染风

险，改善人类的安全环境（尤其与性别相关的

暴力），并将社会保障覆盖到艾滋病感染者。

实践中的创新

如果采纳世界卫生组织的治疗指南，以及使用合理化的治疗方案，数个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将他们

的一线治疗开支减少 60%。

如果通过社区提供服务，并且将关怀管理工作由医生转交给护士，可以减少 11% 的开支。

在某个国家，一旦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怀孕，就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并终身接受治疗，这种做法

节省了大约四年的服务费，同时改善了新生儿的感染情况。虽然终生制的抗病毒疗法有些贵，但

是改善了新生儿的感染状况，这种改善抵消了治疗的高开支。

在某个国家，当支出分析报告显示新发感染人数的增长超过了每年治疗规模的扩大速度后，这个

国家的艾滋病预防项目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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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决策要点：

哪些规划行动可以降低暴露的风险，或者是你确定的上述人群的暴露风险？

各个艾滋病防治规划行动的相对比重是什么？

这些规划行动都有证据支持吗？它们遵循了国际认同的准则吗？

针对普通大众里的各种不同人群，你做了哪些区分？

获得治疗的先决条件（检测，转诊和接受护理）和留下接受护理的条件是什么？

你是否运用实际数据，对防治工作的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际的评估？

你的决定将带来哪些不足？你打算如何弥补这些不足？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弥补这些不足？

投资的决策者是谁？投资和支出有没有透明的决定过程？你需要在这方面做改动吗？

项目管理的投资占你全部投资的比例是多少？

项目实施的投资占外部投资的比例是多少？

我 / 我们选择以 ___________ 方式提供服务，根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

我 /我们将促进___________________为主要的艾滋病预防战略，针对________________人群，

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 我们不考虑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 _____________ 的战略来覆盖的人群，因为

这并不符合 ___________________ 的成本效益，为此，我 / 我们选择 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更多的决策要点。请以“我”或者“我们”作为开头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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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

按足够规模实施投资方案，
确保效益的产生

投资组合的规模应该确保效益的产生，从

而覆盖更多的需要服务的人群。精心设计的方

案如果没有覆盖到广大的民众，是没有意义的。

要达到规模，决策者必须保持对类似的服务提

供一致的投资组合，以确保投资方式是合理的、

没有重复，并且能产生好的成本效益。 

虽然还在倡导降低商品的价格，但是，艾

滋病防治工作必须尽可能有效地落实，减少并

行的结构和单一的服务模式，降低项目成本。

最终，艾滋病的防治将成为卫生系统内可持续

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艾滋病防治的决策者必须不断地寻求单位

成本的信息，并且力争提供的艾滋病服务是有

效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提供服务的场所不

尽相同，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采取更有

效的服务方式， 艾滋病防治的总成本必须下降。

高效的防治规划可以降低成本，加快服务

的提供， 促使规模和覆盖面的最大化。 如果防

治规划集中在与行为相关的方面，而不是所有

的人群，效率也会提高。

实践中的创新

某个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招标程序，取消了保护措施，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单位成本减少了

53％。节省的资源投入到了治疗方案中，从而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在某个国家，各个合作伙伴曾经各自负责采购自己的药物和维持自身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在实行

了国家采购和共同配送药物后，单位成本降低了，浪费现象也减少了。在另一个国家，相关的单

位成本降低了 37％。

某个中等收入国家通过强制许可，生产了一个关键的二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节省了近 9500 万美

元。

在某个国家，各地的独立的艾滋病检测和咨询中心的单位成本相差 10 倍之多。大多数中心都是闲

置的，没有经营能力，需求少。在某个地区，相关服务已转移到通过移动社区来提供，从而在一

个星期内覆盖率提高了 80%，显著地减少了检测的单位成本。

几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艾滋病治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诊所单

位成本显着降低。在其中一个国家，成本从每人 500 美元下降到每人 200 美元。

提供单一服务的设施的人头和管理费用很大。某个国家通过将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服务纳入现有的

卫生设施中，成功地减少了开支。

提高临床效率后，可以降低男性包皮环切术的单位成本，这包括镊子引导手术，病人流水线式管理，

工作转换和社区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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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决策要点：

你如何确保防治的规模足够应对疫情的状况？

你所选择的每一个方案的单位成本是为多少？你根据现有基准（如从类似的国家或方案的成本数

据）对这些方案进行过评估吗？成本降低了吗？

你找到了可以产生项目协同性，提高投资效益，以及减少随访成本的统一的服务提供平台和切入

点了吗？

你的规划是否通过了审计，没有重复之处？

合作伙伴是否遵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单位成本？是否有资金管理准则，以确保资金的投入符合既

定协议？

对于重点防治行动，你有所有的伙伴达成一致的投资方案吗？这个方案是由主要的资助者监测吗？

这些资助者包括捐赠者、全球基金赠款中央执行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各部委和其他供资机构。

我 / 我们有 _________（当地货币）在 __________ 年投放到————行动中。

我 /我们声明 _________  行动的单位成本是 ____________（当地货币），这是可以比较且实际的。

我 / 我们将投资 _________（当地货币）用于 __________________ 行动中，这样可以预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的新发感染或者艾滋病的相关死亡。

我 / 我们决定不投资在 ___________________ 行动上，因为投资的回报率未能达到协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平。

在 ________________ 年间我们所需要的相关资源是 ___________________( 当地货币 )。我们

预计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获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地货币 ), 以及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获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地货币 )。

我 / 我们掌握着 _________________（当地货币）的资金流动，并且根据一致同意的投资方案，

同意将其运用在艾滋病防治上，并承诺 _______________（时间）到账。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更多的决策要点。请以“我”或者“我们”作为开头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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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持

保证可持续性，
以产生效果，终结艾滋病

维持艾滋病的应对工作，需要国家发挥主

导作用。一个国家主导的防治工作可以确保在

卫生和发展方面所作的投资是协同的，重点的

服务是整合的，没有重复。同时还可以设立公

平的资源配置参数，并保证资源配置与当地的

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流行病学状况是一致的。

全球艾滋病应对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

预计将从 2010 年的 150 亿美金增加到 2015 年

的 240 亿美金。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全球的

团结并共但责任。

当前，艾滋病应对在中、低国家的投资每

年约 150 亿美元（2010 年底）。其中 51% 的

资源来自国际支援，其余则来自国内。在国家

一级，国内和国际的资金分布取决于疫情的规

模和国民收入。共但责任和全球团结的投资概

念必须融汇在全球卫生投入的架构内。

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由本

地生产所需药物，尤其是在有 80％的人需要接

受治疗的非洲。如果提高了当地的药物生产能

力，可减少非洲目前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进

口依赖。

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提高社区对提供服务

的拥有和管理能力。在以人为本的防治活动中，

社区在活动的实施，监测和问责方面要发挥带

头作用。这种做法增加了对关键服务的使用，

同时减少了个人，家庭和艾滋病的整体防治成

本。社区参与在倡导行动，促进需求，和确保

成果问责制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间

社团组织作为推动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

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工具，以长期发挥

作用。

减少艾滋病防治活动的垂直开展，并将其

融入到卫生和社会发展系统中，是另一种保障

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例如，将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与结核病或者其他合并感染治疗结合起来，

比各自单独治疗的成本要低。这样的方法必须

应用到将艾滋病纳入常规孕产妇和儿童的保健

方案中。

同时，必须保持和加强必要的管理框架，

技术支持和监督。过程要精简   ,   成本要控制。

必须监测资金的使用，确保资金运用在有需要

的地方，并且在尽其所能发挥着作用。

 以人为本、向终结艾滋病迈进的投资工具          15



实现非洲在抗病毒药物上的自力更生—降低应对艾滋病的依赖性

实践中的创新

当地生产所需的成本

非洲对进口药品和医疗产品的依赖是巨大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全球

3400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的 68％在非洲，但非洲 80% 以上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自进口。

鉴于这种情况，提高药品和医疗产品供应的安全是非洲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在当前形势下，虽然

从某种角度来说，以较低的成本提供高品质的药品，对非洲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呼吁提高非洲自供药

品的理由也很充分。

在某个地区，如果他们集中采购或将价格谈判到接近区域的通用低位价格，就可以使接受治疗的

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增加 1.2 到 3.8 倍。

在某个国家，尽管将艾滋病治疗服务纳入现有的卫生设施没有减少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费用，

但减少了其他医疗费用，以及病人的私人开支，从而增加了接受服务的人群的满意度，并减少了交通

费用。

在一些国家，针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预防服务规模增长了，同时单位成本也下降了。当由社区来

管理这些预防活动时，成本会进一步下降。

外部合作伙伴资助的服务活动，其成本往往高于国内资助的相关活动。研究发现，对于每一美元

的外部资金，如果由国内资金替代，项目管理成本可以下降 0.20 美元。

在非洲建立一个先进的药品生产设施将耗资 3000 万美元到 5000 万美元。平均而言，这样的设施

的年运营成本可能在 1500 美元到 2500 美元之间。建立五个这样的设施，就可以满足非洲的需要。

可以通过各种组合方法来建立这些设施，如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合资企业，外国直

接投资和南南合作技术转让。

应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投资，同时，对当地生产的投资不应妨碍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公

平地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权利。当地自主的生产预计不会在短期内降低成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项投资会有可观的回报。

加强非洲的制造能力，可以确保生产出非洲需要的药品，治疗其受严重影响的疾病，而这些药品，

世界其他地区是不提供的。

它可以缩短供应链，减少缺货，降低库存成本。从经济上考虑，更多的本地生产，有助于缓解贸

易不平衡和汇率差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压力。本地生产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能促进更广泛的制

造业和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在非洲，许多人都认同这个应该减轻依赖的原则。随着非洲国家的发展，

他们在满足其人民对药品的需求上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作为一种高价值的商品，药品生产极具

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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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决策要点：

你的整体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资源组合是怎样的？实现这个组合的可预见性如何？你有国内和国际

合作伙伴长期的资源承诺吗？

您的国际合作伙伴如何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独立，协同或以综合的方式？

对抗病毒治疗的费用来说，有多少是来自国内资金支持？你采取了什么样的决策减少对外部资金

的依赖？有这样的决策吗？

你有什么样的系统或担保来确保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能够可靠地获得？你有没有考虑通过国内或区

域合作来确保商品的供应？

你有实时监测效果的信息管理系统吗？

为不断提高防治质量，你有对项目进行监测的体系吗？监测的频率是什么？

你采取什么方式对项目效果进行实时监控？这些监控的目的是监控防治工作体系的表现，并根据

工作和疫情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并设立激励机制表彰工作表现。

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加强人力资源的能力？

你重新审视过将卫生与发展相结合的多部门战略吗？

我 / 我 们 同 意 到 ____________( 时 间 ) 将 艾 滋 病 治 疗 对 外 来 资 助 的 依 赖 性 减 少

_________________% 

我 / 我们将会在 ______________（时间）之前，投入 _____________( 当地货币 ) 致力于在当地

生产 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截止至 _________（时间），没有实现 ______________ 目标，我 / 我们同意改变对防治工

作表现的监测并修改相关的防治工作方式。

我 / 我们同意把针对 _______________ 的服务融入到 ________________（部门）之中，以实现

___________% 的增长，同时将接受治疗的病人的自付费用减低 _________%。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更多的决策要点。请以“我”或者“我们”作为开头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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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rita-rashtra is an ancient country of the South 
with a rich culture, a relatively small but growing 
economy and a large and growing population 
of 90 million. Th e country is administered from 
its capital, Andhernagari, by a popular elected 
government that has been in power for the last 
15 years, following year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at ensued aft er independence.

the epidemic: basic facts

HIV was fi rst reported in 1990, and since then 
HIV prevalence has climbed to about 0.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t the end of 2011, nearly 
290 000 people were living with HIV (164 200 
of these among key populations at higher risk of 
HIV infection—see below), doubling from about 
147 000 in 2001.

Th e country’s epidemic is not uniform. HIV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all 14 provinces, 
but provinces with signifi cant urban centres 
have a higher HIV prevalence. In three of the 
provinces, HIV prevalence exceeds 2%. HIV 
prevalence among sex workers is 6% (12 000), 
13% (13 000)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23%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Th e National AIDS Council recently estimated 
that the country has nearly 200 000 sex workers, 
100 000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t higher 
risk of HIV transmission and about 600 000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Most of the sex workers 
are concentrated in fi ve main cities, and one 
province in the north has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Most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re also married, and the women 
partners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have 
increasingly been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the national Aids response: 
end 2011

Th e national AIDS response was initiated even 
before the fi rst case of HIV was detected, as the 
political leaders wanted to protect young people. 

To counter criticism that development aid was 
concentrated only in the capital and main cities, 
the government had decreed that more than 
80%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should take place 
in rural areas and the provinces. Donors were 
encouraged to select provinces to concentrate 
their aid eff orts, in a bid to avoid duplication. 
Provincial AIDS councils were formed in each of 
the provinces and took the lead in coordinating 
the AIDS response.

Current investment in AIDS is about 
US$ 111 million versus a projected need of 
US$ 180 million based on a costing exercise 
in 2009. Most of the resources (85%) for AIDS 
come from international sources, with one 
donor country supporting nearly half of all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h e Global Fund 
provides another quarter and the remaining 
from other dono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philanthropies. About 15% of the total 
investment comes from the national budget; in 
fact, the domestic contribution reached a high of 
30% between 2005–2008 but declined as mor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becam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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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dhrita-rashtra*

fi gure 2

casE study: dHrita-rasHtra
Projections for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if investment is 
optimized

Investment approach

Business as usual

1990 2015

*dhrita-rashtra is an imaginary country.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is case study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个案研究：dhrita-rashtra3

Dhrita rashtra 是南方的一个文明古国，拥

有丰富的文化。虽然国家相对较小，但是经济

增长迅速，人口众多，约 900 万，并且不断增长。

首都 Andhernagari 是整个国家的管理中心。在

过去的 15 年中，由一个受欢迎的民选政府统治，

但此前，在刚独立初期，经历了政治上的不稳定。

艾滋病疫情概况

艾滋病病毒是在 1990 年首次被报道的。

自那时以来，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上升到总人

口的 0.7％。在 2011 年底，近 29 万人是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其中约 164 200 来自于感染艾滋

病病毒风险较高的重点人群，见下文）。这一

数字较 2001 年的约 147 000 人，增加了一倍。

该国的疫情在各地区分布不统一。已有 14

个省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但有重要

的中心城市的省份有较高的感染率。其中的三

个省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超过 2％。性工作者艾滋

病患病率是 6％（12 000）， 在男男性行为人

群是 13% （13 000），注射毒品人群是 23％。

国家艾滋病委员会最近估计，全国有近 20 万名

性工作者，有艾滋病病毒传播高风险的男男性

行为者约 10 万人，有 60 万注射毒品者。大多

数性工作者集中在五个主要城市， 而注射吸毒

者主要是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大多数男男性行

为者也结婚了，并且越来越多他们的女性配偶

被感染。

国家艾滋病应对 : 截止至 2011 年底

为了保护年轻人，国家艾滋病应对在第一

例艾滋病病例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

针对关于发展援助只集中在首都和主要城

市的批评，政府已颁布法令，超过 80％的开发

项目必须在农村地区和各省的地方进行。鼓励

捐助者选择省份集中投入援助，力图避免重复

资助。在每个省成立省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在

协调艾滋病应对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对艾滋病目前的投资是 1.1 亿美元，但是

2009 年的成本计算工作预估的需求在 1.8 亿美

元左右。大多数艾滋病的资源（85％）来自于

国际资助，其中一个捐赠国支持了所有国际援

助的近一半。全球基金提供另外四分之一，其

余来自其他捐助国和国际慈善机构。总投资的

15％来自国家预算 ; 事实上，国内投入在 2005-

2008 年之间达到了 30％的高点，但随着更多的

国际资源投入，这一数字逐步降低。

图 2

如果优化投资，预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
数将下降

3  dhrita-rashtra 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这里的信息只为阐明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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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现有的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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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o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s been rapidly 
scaled up in recent years. Nearly 55 000 of the 
100 000 people who are eligible are receiv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ntiretroviral medicines 
are funded largely by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with the donors responsible for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in their designated areas. The average 
cost for treatment per person is around US$ 700 
per year. Very few children acquire HIV infection, 
since the country has integrated HIV prevention 
services for pregnant women across it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linics. The mainstay of the AIDS 
programme has been its focus on young people. 
The country’s President, Mr Chorminar, believes 
that protecting young people from HIV infection 
and drug use can secure the country’s future. 
Intensive peer education within schools, youth 
clubs and mass-media programmes aimed a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ave been undertaken in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re is also a powerful drug 

control programme overseen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Security. Nearly half of the estimated 
people who use drugs have been sent to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res. After much persuasion 
from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 pilot methadone substitution and 
needle and syringe programme was started in one 
province. The national coverage of programmes 
for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is about 2%. Several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have started working 
with sex worker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ational 
coverage of HIV services for sex workers is about 
25% and about 40% in the main cities and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prevalence. Networks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have been established 
recently and are providing limited services. Sex 
work,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drug use are 
criminalized, and a disconnect exists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rogrammes.

图 3

各省资源分配（%）

抗病毒治疗已在最近几年迅速扩大。在 10

万符合抗病毒治疗要求的人中，已经有 5.5 万人

开始接受治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经费主要

由国际援助，由捐助方在其指定区域负责采购

和分销。治疗的平均费用是每人每年 700 美元

左右。这里有极少数儿童感染艾滋病病毒，因

为该国已将艾滋病病毒预防服务整合到孕产妇

和儿童保健诊所的服务中。艾滋病方案的主要

焦点一直是针对年轻人的。该国总统 Chorminar

先生认为，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和

毒品的侵袭，才能确保国家的未来。在学校、

青年俱乐部、以及面向全民的大众媒体节目中

的同伴教育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展，同时一

个强有力的毒品控制项目由国内安全负责监督

实施。据估计，近一半的吸毒人员已被送往戒

毒中心。通过来自民间社会团体和国际合作伙

伴的反复劝说，美沙酮替代和针具项目的试点

方案已经开始在一个省实行。全国针对吸毒人

员的项目覆盖面约 2％。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已

开始向全国各地的性工作者开展干预工作。全

国针对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服务覆盖面约为

25％， 在高流行城市为 40％。针对男男性工作

者的网络已经建立，并且开始提供有限的服务

项目。在法律上，性工作、同性性关系和吸毒

是犯罪行为，但是执法和公共卫生项目之间存

在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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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o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s been rapidly 
scaled up in recent years. Nearly 55 000 of the 
100 000 people who are eligible are receiv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ntiretroviral medicines 
are funded largely by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with the donors responsible for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in their designated areas. The average 
cost for treatment per person is around US$ 700 
per year. Very few children acquire HIV infection, 
since the country has integrated HIV prevention 
services for pregnant women across it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linics. The mainstay of the AIDS 
programme has been its focus on young people. 
The country’s President, Mr Chorminar, believes 
that protecting young people from HIV infection 
and drug use can secure the country’s future. 
Intensive peer education within schools, youth 
clubs and mass-media programmes aimed a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ave been undertaken in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re is also a powerful drug 

control programme overseen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Security. Nearly half of the estimated 
people who use drugs have been sent to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res. After much persuasion 
from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 pilot methadone substitution and 
needle and syringe programme was started in one 
province. The national coverage of programmes 
for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is about 2%. Several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have started working 
with sex worker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ational 
coverage of HIV services for sex workers is about 
25% and about 40% in the main cities and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prevalence. Networks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have been established 
recently and are providing limited services. Sex 
work,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drug use are 
criminalized, and a disconnect exists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rogrammes.

2015 年总预算：1.52 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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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After attending a high-level meeting on AIDS at a regional gathering of heads of state, President Chorminar 
appointed a high-level commission to make clear recommendations on achieving zero new HIV infections, 
zero discrimination and zero AIDS-related deaths. Highlights of the presidential speech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received are given below.

I direct that sex worker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must receive 
priority in HIV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 By 2015, the coverage of programmes should reach 
80% among sex workers an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60%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This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people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from 36 000 per year to about 17 000. 
Investment in focused outreach programmes will increase from US$ 15 million to US$ 60 million. Of this, 
US$ 36 million will go towards harm reduction programmes, US$ 16 million towards sex work and  
US$ 8 million toward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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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个规划项目的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实践中的创新

在出席一个区域艾滋病问题国家元首高级别会议之后，总统 Chorminar 先生任命了高级别委员会，

以提出明确建议，实现艾滋病零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相关的死亡。根据收到的建议总统讲话的要点

如下：

我宣布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和注射毒品者必须优先接受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服务。到 2015年，

项目覆盖率要达到 80％的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以及 60% 的注射吸毒者。这可以将每年艾滋病

病毒感染病例从 3.6 万降低到 1.7 万。针对重点推广项目的投资将从 1500 万美元增加至 6000 万美元。

这其中，3600 万美元将用于针对吸毒者的降低危害项目， 1600 万美元用于针对性工作的干预，以及

800 万美元用于男男性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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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After attending a high-level meeting on AIDS at a regional gathering of heads of state, President Chorminar 
appointed a high-level commission to make clear recommendations on achieving zero new HIV infections, 
zero discrimination and zero AIDS-related deaths. Highlights of the presidential speech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received are given below.

I direct that sex worker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must receive 
priority in HIV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 By 2015, the coverage of programmes should reach 
80% among sex workers an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60%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This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people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from 36 000 per year to about 17 000. 
Investment in focused outreach programmes will increase from US$ 15 million to US$ 60 million. Of this, 
US$ 36 million will go towards harm reduction programmes, US$ 16 million towards sex work and  
US$ 8 million toward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vEstmEnts By programmE arEa (us$ millions)

2011 total: US$ 111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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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仍然是一个重点，但现在我们重点关注风险较高的年轻人，包括注射吸毒的年轻人、年轻

的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我们必须更聪明地保护青少年，继续加强健康教育，在学校教材中提供

艾滋病和性教育的内容，这种方法将显着地降低成本。

我们的政府将在议会立法，使性工作、同性性关系和吸食毒品合法化。今后将是自愿戒毒。在证

据的基础上，我宣布针具发放项目和阿片类药物替代方案将在所有城市和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超过 2％

的地区开展。

到 2015 年，将向 15 万人提供抗病毒治疗。抗病毒药物将被集中采购，并采取统一的系统配送。

由于国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能够在任何地方获得药物，而不必再进行检测。抗

病毒治疗将覆盖所有的人，不论居住情况。此举将有助于减少治疗成本，从 700 美元到 300 美元。我

感谢捐助者同意这个方案。艾滋病治疗的总支出将是 4500 万美元，另有 500 万美元将用于结核病项目。

通过提高效率，我们节省了近 6000 万美元。如若不然，我们现在的能力只能覆盖到 6.5 万人。如若再

增加 650 万美元，接受治疗的人数将增加到 3 倍。现在，我们将特别加强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和

注射吸毒者获得治疗的可及性。

我很高兴今天出生的儿童只有极少数会被艾滋病感染。在一些地区，在过去几年几乎没有儿童感

染的案例，但据我所知，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是很低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

消除城市中的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政府将继续在这方面投资 500 万美元。

我很高兴传媒在增加有关艾滋病的认知方面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在此方面继续，但更

加注重减少羞辱和歧视，减少对妇女、女童和人权的暴力侵害。 我们将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探

讨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新的媒体对青年人外展工作的作用。大众媒体也将继续推广安全性行为和安全

套的使用。相应的投资（包括实物资源）将约 1500万美元，其中 500万美元用于安全套营销和发放项目。

由于我们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难以接触到的群体，我们将投资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的能力，

项目实施的主动权将转移到社区，这将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和减少庞大的项目管理费用 -- 目前估计

在 1000 万到 1500 万美元之间。

我还宣布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项目，关注在 5 个主要城市和 3 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超过 2％的地区

的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工作。

对艾滋病应对的总投资预计在 2015 年达到每年 1.52 亿美元。我们还将努力提高我们国内的资金

份额，从目前的 1500 万美元到 2015 年至少达到 4500 万美元。感谢这个投资，我们期待，从 2015

年以后，我们对资源的需求将下降，到 2020 年下降到约 1.1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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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charland has a population of nearly 40 
million. Th e country has an agriculturally based 
economy but has a small and growing industrial 
base. Many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fl ock to the cities looking for work. It has two 
main ports that serve as the trading gateway for 
many of its landlocked neighbours. Th e country 
recently held elections, and the opposition won. 
Th e new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a reform 
agenda and to deliver on basic services—health, 
housing and education.

the hiv epidemic: basic facts

Puccharland has nearly 900 000 people living 
with HIV. Th e national HIV prevalence is about 
6%, dropping from a high of more than 10% 
among pregnant women just fi ve years ago. 
Nearly 120 000 people are newly infected each 
year. Th e HIV prevalence has declined in all the 
country’s 22 provinces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Th e HIV prevalence among women is 8.1% 
versus 5.3% among men. Th e HIV prevalence 
among women 15–19 years old is 3% versus 
less than 1% among young men of the same 
age. For young women 20–24 years old, the 
HIV prevalence is nearly 7% versus only about 
1.5% among men of the same age. Many couple 
are in discordant relationships—nearly 40% of 
couples with HIV have one partner who does 
not have the virus. Most young people become 
sexually active by the age of 15 years. Nearly 60% 
of men are circumcised, largely in areas where 
circumcision is a tradition.

Th e HIV prevalence varies from region to region 
and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However, in four 
provinces the HIV prevalence is about 12%. In 
one province, the HIV prevalence is 12% versus 
about 10% in the two coastal towns and the 
capital city. Th e HIV prevalence among fi shers, 
migrant workers, people living in slums and sex 
workers is higher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No studies have been undertaken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 recent study showed that sex workers 
and their clients an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could account for up to one third of the people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Injecting drug use has 
also been known to occur in cities.

the national Aids response: 
progress at the end of 2011

Th e national AIDS response was started in 
1990. Aft er an initial focus on sex workers and 
urban area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focus shift ed 
to general population programmes. Th e main 
emphasis was raising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abstinence, being faithful, reducing the 
number of sexual partners and using condoms. 
Investment in upgrading the health care system 
has improved blood safety, treatment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nd the adoption of 
universal precautions for infection control.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major emphasis 
in increasing access to HIV treatment. At the end 
of 2011, nearly 180 000 people were receiv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covering nearly 60%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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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ccharland is an imaginary country.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is case study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个案研究：Puccharland4

Puccharland 有近 4000 万人口。国内经济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的规模较小，但不断增长。

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涌向城市寻找工作。

它有两个主要港口，是许多内陆邻国的贸易门

户。国内最近举行的选举中，反对派获胜。新

政府已经承诺改革议程，并提供基本的服务，

包括卫生、住房和教育。

艾滋病疫情概况

Puccharland有近9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

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6％左右，已经较五年

前孕妇人群的 10% 高感染率有所降低。每年有

近 12 万人新感染艾滋病。全国所有 22 个省中，

在过去几年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均已下降。

妇女的艾滋病感染率是 8.1%，男性为 5.3%。

15-19 岁之间的年轻女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3％，但同年龄的青年男性的感染率却不到1％。

20-24 岁之间的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7％，

但同年龄的男性的感染率却只有 1.5％。许多配

偶都是单阳性质的，近 4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夫妇都是单方感染。年轻人在 15 岁就处于性

活跃期。近 60％的男性接受过割礼，尤其是在

割礼是当地传统的区域。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根据地域变化，而且城

市和农村也不同。然而，有四个省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率为 12％左右。有一个省艾滋病病毒感

染率为 12％，另两个沿海城镇和首都为 10%。

渔民、农民工、贫民窟居民和性工作者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率高于一般人群。没有研究显示男

男性行为者和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感染情况。最

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客户，

以及男男性行为者也许占到了所有感染者的三

分之一。注射吸毒据说在城市里也有所发生。

国家艾滋病应对 : 截止至 2011 年底

国家级艾滋病应对开始于 1990 年。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将性工作者和市区人群作为

重点，后来把重心转移到一般人口。主要强调

的是提高认识、促进节欲、忠实、减少性伴侣

的数目和使用安全套。加大对卫生保健系统的

投入，改善了血液安全，提供治疗性传播感染

和采用普遍防护的原则控制感染。

近年来，一直将扩大艾滋病治疗作为工作

的重点。在 2011 年底，近 18 万人接受抗病毒

治疗，覆盖了近 60％的符合治疗条件的人群。

在接受艾滋病病毒治疗的人群里有60%是妇女。

图 5

个案研究：Puccharland

4  Puccharland 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这里的信息只为阐明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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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儿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项目覆盖率约有

23％。治疗费用大约每人 700 美元。对抗病毒

治疗的总投资约 1.3 亿美元。

对艾滋病的总投资约 4.3 亿美元。约 1.69

亿美元用于艾滋病预防工作，其中 4000 万美元

用于预防儿童感染，1000 万美元用于大众传媒

和安全套推广，6000 万美元用于自愿咨询检测，

社区动员 2000 万美元，多部门合作 2 000 万美

元，同伴教育项目 1500 万美元。总体来讲，性

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和注射吸毒者的项目共

获得 1600 万美元的支持，项目规划管理费用估

计为 3000 万美元。

应对艾滋病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国际援助，

大概占 85％。，这比五年前的近 95％已经有所

下降。在过去的几年里，艾滋病的国际和国内

资源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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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 people-centred investment tool towArds ending Aids

for community mobilization, US$ 20 million for 
multisectoral programmes and US$ 15 million 
for peer education programmes. Sex work,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received about US$ 16 million in total. 
Programme management costs were estimated at 
US$ 30 million.

Most funding for the AIDS response came from 
international sources—nearly 85%. However, 
the share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dropped 
from nearly 95% about five years ago.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ources for AIDS 
have grown in the last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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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eligible. Women accounted for nearly 
60% of all people receiving HIV treatment. The 
coverage of services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was about 23%. The cost 
of treatment was nearly US$ 700 per person. The 
total investment towards provid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s about US$ 130 million.

The total investment in AIDS is about US$ 430 
million. About US$ 169 million is spent on HIV 
prevention efforts, of which US$ 40 million is 
for preventing children from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US$ 10 million towards mass media 
and condom promotion, US$ 60 million for 
voluntary counselling and testing, US$ 20 million 

figure 6

实施者

协调

管理

实施者

协调

管理

高风险人群（渔夫、
贫民窟居民）

自愿咨询检测

孤儿

年轻人的同伴教育

高风险人群（渔夫、
贫民窟居民）

自愿咨询检测

孤儿

多部门合作

抗病毒治疗

抗病毒治疗

儿童新发感染

行为改变（大众宣传和安
全套推广）

儿童新发感染

行为改变（大众宣传和安
全套推广）

性工作者

男男性行为者

注射吸毒者

男性包皮环切

性工作者

男男性行为者

注射吸毒者

男性包皮环切

多部门合作

2011 年总额：4.275 亿美金  

2015 年总预算：5.81 亿美金  

23A people-centred investment tool towArds ending Aids

for community mobilization, US$ 20 million for 
multisectoral programmes and US$ 15 million 
for peer education programmes. Sex work,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received about US$ 16 million in total. 
Programme management costs were estimated at 
US$ 30 million.

Most funding for the AIDS response came from 
international sources—nearly 85%. However, 
the share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dropped 
from nearly 95% about five years ago.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ources for AIDS 
have grown in the last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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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eligible. Women accounted for nearly 
60% of all people receiving HIV treatment. The 
coverage of services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was about 23%. The cost 
of treatment was nearly US$ 700 per person. The 
total investment towards provid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s about US$ 130 million.

The total investment in AIDS is about US$ 430 
million. About US$ 169 million is spent on HIV 
prevention efforts, of which US$ 40 million is 
for preventing children from acquiring HIV 
infection, US$ 10 million towards mass media 
and condom promotion, US$ 60 million for 
voluntary counselling and testing, US$ 2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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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有报告显示，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尚未达到 2010 年普遍可及的目标，政府对此表示不满，下

令修改国家艾滋病防治方案。下面摘自为艾滋病疫情特别设立的预算，由财政部长在议会中提出：

请允许我现在将您的关注转移到艾滋病疫情上。我会细讲，因为卫生部长和我已同意采取新的措

施来应对艾滋病。我很高兴地宣布，政府打算今年提出一个针对艾滋病防治的四年预算。这项举措有

助于确保实施的可预见性，并且可以通过长期的采购协议降低成本。

艾滋病整体投资

为使应对艾滋病的总投资在 2015 年前，由 4.3 亿美元上升到 5.8 亿美元。从今年起，所有艾滋

病的投资，来自国内和国际的，都将纳入到预算数据中。我很高兴地宣布，连同我们的发展伙伴，我

们已经就艾滋病的投资和报告进展情况达成了一项协议，组建一个共同框架。尽管实现完全协调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确保国家在投资和应对上具有主动权的重要一步。我还承诺，政府财政收入的

15％将用于卫生项目，其中一部分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用于艾滋病的应对。

地理上的优先次序

艾滋病的应对将在六个省和三个城市得到深入推广，用以实现投资影响的最大化。这些地区占全

国感染者的 45%，以及 50% 的艾滋病相关死亡。近 50％的投资将投入到这些区域。我知道这将使一

些我尊敬的成员失望，但让我向你保证，对于这些地区的工作，也有利于你。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以及对机会性感染的治疗（包括预防性治疗：针对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单阳夫妇）。

大约有50万人接受抗病毒治疗。其中，近40万是自己接受治疗，另外10万来自于单阳家庭的配偶。

由于政府采取降价、共同采购、降低管理成本等措施，治疗的单位成本将减少。 政府将推广对夫妇的

共同咨询，将艾滋病病毒检测和咨询中心从独立的机构转移到社区中，并整合到现有的卫生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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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包皮环切术

通过与民间领袖达成的协议，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和包皮环切率低的省份开展自愿男性包皮环

切医疗服务。增加割礼的财政支出，从 2011 年的 250 万美元到 2015 年的 1 亿美元。这项巨大的努力，

以及后续治疗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将国家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大大减少。达到 2015 年的目标以后，

我希望下届政府（肯定还是我们），所投入的资金可以比现今大幅减少。

零儿童感染

一个特殊的致力于消除儿童新发感染的项目已经展开。卫生部具有双重使命，要改善母亲以及儿

童的健康。此外，他们已经将零儿童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目标融汇在这个使命里。我们也决定将为女

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提供终身的艾滋病病毒治疗。预防母婴传播的项目将获得约 6000 万美元。

行为改变

将社区参与和对话作为新的行为改变方案。我们将在不同的多部门方案中重新分配资源，支持公

民社会领导的运动，用以解决隔代性行为、基于性别的暴力、多个性伙伴、寡妇继承和其他有害的社

会规范的问题。这些运动也将发扬那些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尊重和尊严的社会规范。

针对渔民、流动人口和贫民窟人群的重点延展工作

这些特殊人群比一般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高，所以我们将采取特别的行动，以确保他们

可以获得艾滋病病毒预防和治疗服务。政府将寻求为这些人群提供救生服务的民间团体和组织的支持。

此外，针对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和注射毒品的人群的方案也将得到扩大。

人权以及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不歧视

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尊重所有人民的人权。我们将拨出 300 万美元，用于那些可以创造

有利环境的项目。资金将专项用于公共宣传运动和大众媒体的倡导活动，以减少羞辱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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