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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1 年 联合国艾滋病防治重要政策文件汇编

2016 年到 2020 年是全球艾滋病防治事业卓有成效
的五年，也是联合国与中国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推进
中国在 2020 年实现艾滋病防治“90-90-90”目标的五年：
五年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驻华办事处不
遗余力地将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佳实践引入中国；为中国
卫生部门提供技术支持；提高中国在艾滋病疫情监测、预
防和控制方面的能力；采取多部门联动的方式，让政府、
私营部门、社区组织和媒体参与进来，倡导消除污名和歧
视、建立有利于艾滋病防控的包容性社会环境；并开展南
南合作和中非卫生合作。

但是，随着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艾滋病
应对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全球艾滋病防治取得的进展日趋
萎缩。对此，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下，
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于 2021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艾滋病问
题的政治宣言》，推动落实《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
略》，力争在 2030 年实现终结艾滋病的宏伟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终结艾滋病的目标需要中国的支
持与帮助。本册汇编了 2016 年至 2021 年联合国发布的
有关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政策文件介绍及其访问链接。主要
内容分为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主题报告、技术指南三个
部分，希望通过多元视角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相关者
提供政策和技术参考与帮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2021 年 12 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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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国际社会已承诺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这一公共
卫生威胁——这是联合国大会在 2015 年 9 月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一个宏伟目标，并为 2020 年制定
了临时目标。本战略关注卫生部门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贡献，
并概述了各国为了实现艾滋病防治目标需要做出的努力以
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未来行动。

战略草案提倡以人为本的方针，建立在人权和卫生公
平性的原则之上，将有助于根本性地降低艾滋病病毒新发
感染和相关死亡，改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健康和福祉。
战略将努力引导加快和关注艾滋病防治，使人们能知晓自
身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为一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全面长期医护，并挑战无处不在的与
艾滋病相关的污名化与歧视。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HIV-2016.05

2016-2021 年全球卫生部门艾滋
病战略

关  键  词：全球战略、卫生部门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Global Health Sector Strategy on HIV: 2016-2021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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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 2016-2021 年战略是一
项用以走上艾滋病防治快速通道、触及被忽视群体的大胆
行动呼吁。战略呼吁实现“90-90-90”的防治目标，缩小
检测差距，保护全球仍未接受艾滋病病毒治疗的 2200 万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健康，并呼吁纠正感染艾滋病病毒儿
童治疗覆盖率偏低的问题。

该战略旨在推动全球在实现国家设定的普及艾滋病预
防、治疗、护理和支持的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制止并扭
转艾滋病的蔓延，为在 2030 年以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出贡献。

2016-2021 年终结艾滋病的快速
通道策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战略规划

关  键  词：艾滋病、全球战略、快速通道策略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相关报告：
《进入快速通道：艾滋病防治的生命周期方法》（Get·on·the· fast-
track:·the·life-cycle·approach·to·HIV）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5/UNAIDS_
PCB37_15-18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On the Fast-Track to End AIDS: UNAIDS Strategy 
20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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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本报告旨在指导各国政府，特别是卫生和财政部门，
将社区应对艾滋病的措施纳入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包括
预算分配。实现社区应对措施的整合和弹性的卫生系统将
是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流行的关键。

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⑴将社区综合应对艾滋
病纳入国家艾滋病规划；⑵转变服务提供方式：将卫生和
社区系统连接；⑶社区服务影响的实证；⑷将社区综合应
对纳入可持续卫生系统；⑸社区服务提供的组成部分。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6/JC2788_
stronger_together

团结起来更强：将卫生与社区系
统整合

关  键  词：公共政策、整合服务、社区服务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Stronger Together: From Health and Community 
Systems to Systems for Health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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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针对艾滋病药物耐药的预防和管理是全面且有效的艾
滋病应对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在该领域投入更多
努力以确保该措施的可持续性和最大影响力。在临床、规
划和政策层面实施监测、预防和应对艾滋病药物耐药的行
动，从而解决造成艾滋病药物耐药的诸多因素至关重要。
实现全球行动计划的目标需要采取协同行动，以防止艾滋
病药物耐药破坏了实现全球健康和艾滋病目标的努力，并
为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包括成人、重点人群、孕妇和
哺乳期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最有效的治疗。

本计划共有五个战略目标：预防和应对、监测和监督、
研究和创新、实验室能力、治理和扶持机制。战略目标建
立在以下指导性原则之上：公共卫生方法、全面协调和综
合行动、国家所有制、关注高度影响力国家、可持续投资、
使用标准化方法来监测抗性、实现行动计划的影响。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151284-8

2017-2021 年全球艾滋病药物耐
药行动计划

关  键  词：艾滋病、药物依赖、生命周期
发布时间：2017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Global Action Plan on HIV Drug Resistance 2017–
2021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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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呼吁世界采取大胆
的新方法，利用不平等的视角来消除阻碍终结艾滋病进展
的差距。全球艾滋病战略旨在减少这些导致艾滋病流行的
不平等现象，并优先考虑那些尚未获得可以拯救生命的艾
滋病服务的人群。该战略提出了循证的优先行动和大胆目
标，从而使每个国家和社区重新走上在 2030 年前终结艾
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的轨道。

该战略借鉴了艾滋病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应对中的主
要经验教训，利用艾滋病应对措施中经过验证的工具和方法，
确定艾滋病应对措施并不奏效的地点、人群和原因。该战略
概述了全球、区域、国家和社区合作伙伴为走上终结艾滋病
轨道所必须实施的战略要点和行动。战略利用了四十年来的
艾滋病防治经验，支持政府、合作伙伴和社区·“更好地重建”，
支持更有弹性的卫生系统并坚持以人为本。该战略还要求紧
急为艾滋病应对措施提供充足的资源并提高效率。

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
——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
Global AIDS Strategy 2021-2026 
— End Inequalities. End AID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全球战略、新冠肺炎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相关报告：
《2016-2021 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战略》(UNAIDS·Strategy·2016-2021)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1/2021-2026-
global-AIDS-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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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在首批艾滋病病例报告的 40 年后，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的最新数据显示，部分国家已经实现或超越了联合国
大会在 2016 年设定的 2020 年艾滋病防治目标——这证
明这些目标不是理想化的，而是可以实现的。新冠肺炎疫
情揭开了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所取得的健康和发展成果的
脆弱性，并暴露出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为了让世界走上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的轨道，全球艾滋病社区和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通过解决不平等的视角，制定了一项雄心
勃勃且可以实现的战略规划，并提出到 2025 年需要达到
的新目标。终结不平等需要艾滋病应对措施能够惠及目前
掉队的人群。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1/global-
commitments-local-action

全球承诺，本地行动

关  键  词：2030 年目标、新冠肺炎、会议报告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Global Commitments, Local Actio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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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虽然已经证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严重新冠肺炎病情
和死亡的风险较高，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平等
获得新冠肺炎疫苗的机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重点人群及其
性伴侣占全球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的 65%，但他们却在
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艾滋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之
外——80 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儿童没有得到他们所需的
治疗。本报告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临着艾滋病和新
冠肺炎的双重危机，而重点人群和儿童在获得艾滋病服务
方面持续落后。

2021 年艾滋病防治全球进展报
告：直面不平等——从 40 年艾滋
病流行中吸取教训

关  键  词：艾滋病、新冠肺炎、年度报告、重点人群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相关报告：
·《终结艾滋病：朝着 90-90-90 目标前进》（Ending·AIDS:·progress·

towards·the·90–90–90·targets）
·《道阻且长——缩小差距，打破障碍，修正不平等》（Miles·to·

go—closing·gaps,·breaking·barriers,·righting·injustices）·
·《2019 年全球艾滋病更新——以社区为中心》（Global·AIDS·

update·2019·—·Communities·at·the·centre）
·《2020 年全球艾滋病更新——把握当下——消除根植的不平

等，终结艾滋病流行》（2020·Global·AIDS·Update· —·Seizing·
the·moment· —·Tackling·entrenched·inequalities·to·end·
epidemics）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1/2021-global-
aids-update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2021 UNAIDS Global AIDS Update: Confronting 
Inequalities—Lessons for Pandemic Responses 
from 40 Years of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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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在世界寻求于 2030 年前终结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
胁的过程中，满足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与艾
滋病有关的需求是一项关键但仍未完成的工作。为了给全
球消除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女性中的流行病的努力敲响警
钟，全球合作伙伴在 2015 年共同启动了·“出生免感染、
成长免感染、免患艾滋病”的合作框架。在全球社会拥护
一系列旨在快速应对艾滋病的 2020 年目标之时，“出生
免感染、成长免感染、免患艾滋病”呼吁采取快速通道策
略，旨在于 202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对儿童、青少年和青
年女性的公共卫生威胁。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1/start-free-
stay-free-aids-free-final-report-on-2020-targets

出生免感染、成长免感染、免患
艾滋病：2020 年目标最终报告

关  键  词：艾滋病、快速通道策略、2020 年目标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Start Free, Stay Free, AIDS Free: Final Report on 
2020 Target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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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全球战略与年度报告

 

在纪念第三十四个世界艾滋病日之际，本报告发出警告，
如果不平等问题得不到解决，未来10年内，全球可能会有770
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在一些国家，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
率最高的某些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
全球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下降的速度还不足以阻止这一流行病。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削弱了众多地区的艾滋病防治能力。联合
国成员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通过了政
治宣言中的五个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必须紧急执行，以遏制艾
滋病大流行。这些要素对于大流行病的预防、准备和应对至关
重要，但缺少资金，不被重视。这些措施包括：⑴社区主导和
基于社区的基础建设；⑵平等获得药品、疫苗和卫生技术；⑶
支持在前线应对大流行的工作人员；⑷人权是大流行应对措施
的核心；⑸以人为本的、能及时反映出不平等和差异的数据系统。

2021 年世界艾滋病日报告——呼吁
平等、加强准备、应对疾病威胁
——为什么需要针对不平等采取大胆行动以终结艾滋病、阻止新
冠肺炎疫情并为未来的流行病做好准备

关  键  词：艾滋病、新冠肺炎、全球报告、政治宣言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相关报告：
·《以人为本，战胜大流行——2020 年世界艾滋病日报告》
·（Prevailing·against·pandemics·by·putting·people·at·the·centre·—·

World·AIDS·Day·report·2020
·《权利归于人民》（Power·to·the·People）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1/2021-World-
AIDS-Day-report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2021 World AIDS Day Report: Unequal, 
Unprepared, Under Threat
—Why Bold Action against Inequalities is Needed to End AIDS, Stop 
COVID-19 and Prepare for Future Pan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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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二、专题报告

 

实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的流行需要根据不同的年龄
组、人群和地理位置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战略。终结青少年
中的大流行需要在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地区扩大投资，并
促进青少年本身以及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
门的创新。

“全力以赴（ALL· IN)”议程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
在青少年中取得更好成效，改善针对青少年战略的优先顺
序和方案，并促进创新和宣传，以确保各国建立更强大、
更可持续的系统；以及让青少年参与应对措施并为其提供
高质量的医疗保障。这是一项针对青少年的快速通道策略，
与·“三免·”倡议（“出生免感染、成长免感染、免患艾滋病”）
相联系，以加速提供服务，实现“90-90-90”目标和针对
青少年的艾滋病防治目标。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5/20150217_
ALL_IN_brochure

全力以赴——终结青少年艾滋病

关  键  词：艾滋病、青年参与、媒体宣传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All in to #EndAdolescentAID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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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二、专题报告

 

全球范围内男同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
病发病率上升。针对男同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行为人群的
艾滋病方案往往由于资源不足而没有充分满足这一人群的
具体需求。预防方案往往存在于所谓的·“孤岛·”中，这
导致在艾滋病预防、护理和治疗的持续过程中存在着巨大
的差距并缺少后续跟进。

为了推进关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促进男同
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健康和福祉的全球议程，
以及在这一人群中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艾滋病预防和
护理，本报告召集了针对男同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行为人
群中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艾滋病领域的专家。此外，报告
还讨论了如何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以及社区之间建立必要且
有效的伙伴关系，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男同性恋者和
其他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健康和福祉。

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私营部门
和社区纳入男同性恋者和男男性
行为者的艾滋病规划

关  键  词：艾滋病、信息和通信技术、社区、重点人群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6/20160504_
JC2824_ICTs_en.pdf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 Engaging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ommunities 
in HIV Programmes with Gay Men and Othe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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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二、专题报告

 

报告就必要性分析以及如何使艾滋病病毒预防、检测
和治疗的快速通道（Fast-Track) 服务能够以人权为必要
基础提供指导。人权原则和方法除了其本身是一个必要条
件外，对于解决艾滋病服务的障碍和实现艾滋病防治目标
也至关重要。人权原则和方法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艾
滋病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方案的范围和影响。它还将有
助于解决潜在的人权挑战，并防止通过快速通道策略实现
艾滋病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目标的不懈努力中可能出现
的滥用行为。

本报告特别包括了：扩大艾滋病服务所应遵循的主要
人权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如何特别适用于艾滋病预防、检
测和治疗服务的说明以及简要介绍应补充或纳入艾滋病预
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主要人权方案。

快速通道策略与人权——推进艾
滋病应对中的人权问题
Fast-Track and Human Rights — Advancing 
Human Rights in Efforts to Accelerate the 
Response to HIV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快速通道策略、艾滋病与人权
发布时间：2017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相关报告：
《基于权利的国家艾滋病应对的监测与评估》（Rights-based·
Monitoring·and·Evaluation·of·National·HIV·Responses）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7/fast-track-
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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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二、专题报告

 

本报告强调了残障和艾滋病之间关系的现有关键证
据，讨论了以人为本、包容残障人士的艾滋病应对措施所
需要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将促使更多的残障人士参与，
并将残障康复纳入艾滋病护理的持续过程中。

将针对残障人士的关怀纳入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致
力于消除所有部门潜在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并转向将艾
滋病与残障和康复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本报告将残障问题
描述为应对艾滋病的一个跨领域问题，呼吁更广泛的社会、
文化和经济发展，以人为本，包容残障，并积极解决残障
人士所面临的障碍。包容残障人士的艾滋病应对措施需要
政府、民间社会、发展伙伴和资助机构，以及所有人的共
同行动。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7/jc2905_
disability-and-hiv

残障与艾滋病

关  键  词：艾滋病、残障、社区参与
发布时间：2017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Disability and HIV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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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二、专题报告

 

本报告对交易性性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分
析，并讨论了在艾滋病预防背景下围绕交易性性行为的政
策选择和干预原则。尽管全球所有地区、男性和女性中都
存在交易性性行为的现象，但本报告特别关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少女和青年女性参与交易性性行为的决定因素
和后果，并探讨了有效解决少女和青年女性的交易性性行
为与艾滋病的方法和实施路径。本报告不涉及男男性行为
者、男同性恋者、跨性别者以及其他群体交易性性行为的
参与。

本报告提出了解决少女与青年女性通过参与交易性性
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方法建议：

1.·评估交易性性行为的普遍性，其与艾滋病病毒感染
关联的动机，以及增加交易性性行为中艾滋病病毒感染风
险的条件；

2.·在交易性性行为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风险的背景和
情况下，提供艾滋病综合预防项目包；

3.·在艾滋病综合预防项目中落实有关解决造成交易性
性行为成因的行动。

交易性性行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
风险：从分析到行动
Transactional Sex and HIV Risk: From Analysis to 
Actio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交易性性行为、重点人群
发布时间：2018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 ://www.unaids .org /en/resources/documents/2018/
transactional-sex-and-hiv-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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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二、专题报告

 

本报告概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关于青年和艾滋病
的最新数据，包括首次报告的关于获得服务的同意要求、
获得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Sexuality·Education,·
CSE) 的机会以及青年参与艾滋病应对的新指标。本报告
还从三个视角对青年参与进行解释，将青年作为受益者、
合作伙伴和领导者参与其中，并对艾滋病应对措施进行了
调整，作为对政策制定者、方案制定者、实施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建议，以努力实现更好、更广泛的青年参与，
履行 2016 年政治宣言中的承诺，并在 2030 年以前终结
艾滋病。

青年与艾滋病——促进青年参与
的三个主要途径
Youth and HIV — Mainstreaming a Three-lens 
Approach to Youth Participatio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青少年、青年参与
发布时间：2018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8/youth-and-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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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二、专题报告

 

青年人经历的障碍、挑战和领导作用因世界各地社区
和国家的不同法律、文化和结构背景而不同。青年人在以
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应对措施中起到重大影响，而不应仅
仅将青年人视为服务的受益者。在促进青年人参与社区艾
滋病防治工作时，必须考虑到青年人的多样性，并让成年
人和青年人接受培训，了解如何让青年人有意义地参与到
艾滋病应对工作中来。

青年人应该作为合作者和领导者，从最初政策和方案
的设计、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就有意义地参与其中。
本报告旨在更好地理解和记录社区主导的干预措施，加强
艾滋病以及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的提供和接受，让青年
人成为社区艾滋病服务受益者、合作伙伴和实施者。

让青年人参与社区艾滋病防治工
作——从被动受益者到积极变革者
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based Responses to HIV — From Passive 
Beneficiaries to Active Agents of Change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青年参与、社区服务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9/young-
peoples-participation-in-community-based-responses-to-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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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二、专题报告

 

本报告通过衡量当地实际性教育、数字生态系统和特
定空间中青年人的行为、现有的数字化性教育平台，媒体
影响以及潜在的儿童保护问题，考察在亚太地区开展数字
化性教育的机会。针对数字化性教育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
出了建议，强调通过全面的技术指导、科技素养和公民教
育确保内容质量的重要性；采取积极的策略，以符合年龄
的、有吸引力的内容强调健康关系、性别平等和包容；与
多个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有吸引力的创新解决方案；以
及当有证据显示其有积极影响时扩大干预措施。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数字化性教育
的机遇
The Opportunity for Digital Sexuality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全面性教育、网络干预、亚太地区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访问链接：
https://www.unicef.org/eap/reports/opportunity-digital-sexuality-
education-east-asia-and-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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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二、专题报告

 

本报告旨在支持针对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点人群
艾滋病项目的影响。本策略为国际家庭保护组织（FHI·
360）在加勒比地区、亚洲及非洲地区实施或支持关注重
点人群的艾滋病项目而开发，但可以被更广泛地使用和调
整。减轻影响策略是指努力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艾滋病项
目受益者和工作人员的影响，并安全的维持针对重点人群
项目中的艾滋病服务。本策略不包括直接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策略。本报告将即时更新，以反映新冠肺炎疫情迅速
变化的背景下其对艾滋病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和项目的影
响。作为减轻影响策略的一部分，列出的注意事项和方法
旨在通过以下方式支持继续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重点人
群提供艾滋病服务：

1.·保护艾滋病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免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

2.·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安全和持续的艾滋病服
务和产品；

3.·监测和改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治疗成果。

关于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点人
群艾滋病项目影响的战略考量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Mitigat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Key-Population-Focused 
HIV Program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新冠肺炎、重点人群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 /en/resources/documents/2020/key-
populations-strategic-consideration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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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概述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艾滋病病毒应对措施
在法律环境方面的主要发展。报告强调了 2014 年至 2019
年五年间影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重点
人群法律的主要发展趋势。报告更新了 2016 年为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进行的法律和政策审查 , 并建立了一个由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38 个成员国的法律
数据库作为这次审查的一部分。该数据库确定了对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重点人群具有惩罚性或
授权性法律。

2014-2019 年亚太地区影响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重点人群的法律
政策趋势

关  键  词：艾滋病、亚太地区、政策与法律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1/legal-and-
policy-trends-asia-pacific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Legal and Policy Trends Impacti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Key Popula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4–2019



42 2016-2021 年 联合国艾滋病防治重要政策文件汇编

 



技术指南三



44 2016-2021 年 联合国艾滋病防治重要政策文件汇编

 



45三、技术指南

 

本报告旨在为公共卫生官员、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项
目的管理者、非政府组织（包括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
卫生工作者、国际资助机构、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提
供参考。

本报告涵盖的主题包括社区赋权、人权，解决暴力、
污名化和歧视，以及提供针对跨性别者的服务，并特别关
注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本报
告还涵盖了社区主导的外联活动、提供艾滋病服务的安全
空间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并提供了管理方案和跨性别组
织能力建设的策略。同时，本报告包含了世界各地的优秀
实践案例，可用于支持针对跨性别者的项目和服务计划的
制订。

针对跨性别者实施全面艾滋病和
性传播感染防治项目：合作干预
的实用指南

关  键  词：艾滋病、重点人群、性传播感染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6/2016_
transgender_practical_guidance_collaborative_intervention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HIV and STI 
Programmes with Transgender Peopl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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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母亲提供适当的婴儿
喂养方法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使用方法提供指导，指南更
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工具和培训材料，以帮助提高那
些虽然暴露于但并未感染艾滋病病毒婴儿的生存率。

本指南主要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发国家以及在婴儿
和儿童常见死亡原因为腹泻、肺炎和营养不良的地区。根
据婴儿和儿童的基础死亡率和主要死因，本指南也适用于
艾滋病病毒流行率低的地区。本指南在 2016 年发布，提
供了两项建议和两项指导性实践声明，并对常规监测、评
估、冲突和紧急状况进行了讨论。·

指南：艾滋病与婴儿喂养项目进
展
Guideline: Updates on HIV and Infant Feeding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婴儿喂养、儿童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154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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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支持各国、项目管理者、卫生工作者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寻求实现国家和国际艾滋病防治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6 年发布了关于艾滋病病毒自我检测
（HIVST）和伴侣告知协助服务的新建议和补充指南。

本指南旨在：⑴支持实施和推广符合伦理的、有效的、
可接受的和基于证据的艾滋病病毒自我检测和辅助艾滋病
伴侣告知的方法；⑵支持定期提供自愿协助的艾滋病伴侣
告知服务，并将其作为提供艾滋病病毒检测服务的公共卫
生方法的一部分；⑶指导如何将艾滋病病毒自我检测和辅
助性同伴告知服务纳入基于社区和机构的艾滋病病毒检测
服务方法中，并根据特定人群进行调整；⑷支持将艾滋病
病毒自我检测作为正式的艾滋病检测干预措施，使用经世
界卫生组织和当地及国际官方机构批准的有质量保证的检
测产品；⑸将艾滋病病毒自我检测和辅助性同伴告知服务
定义为艾滋病检测的一部分，将有助于缩小检测差距，实
现联合国“90-90-90”目标和 2030 年的全球目标。

艾滋病病毒的自我检测与同伴告
知指南
Guidelines on HIV Self-Testing and Partner 
Notificatio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自我检测、同伴告知

发布时间：2016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5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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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填补了为重点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流行率提供调
查工具的空白，指南所包括的问卷也可以为一般人群的调
查提供参考。

目前，许多研究人员使用特定国家的指标进行调查。
本指南规范了生物行为调查的进行，并支持在国家之间以
及国家内部进行长期的比较。使用共同的指标可以统一项
目测量并产生数据，供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的各方用
于预防规划和治疗服务，追踪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服务提供
的进展，并发现服务获得的差距。

面临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人群的
生物行为学调查指南
Biobehavioural Survey Guidelines for 
Populations at Risk for HIV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重点人群、行为学调查

发布时间：2017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15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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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南》的制定是为了协助教育、
卫生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校内外全面性教育的方案
和材料。它对政府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及其它专业人员，
包括课程制定者、校长和教师都直接相关。非政府组织
（NGOs）、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人也可以将该指南作为宣
传或问责工具，例如，将其作为最佳实践的指南与决策者
分享，或将其纳入更广泛的议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该
指南对参与设计、实施和评估校内外性教育项目的任何人
都十分有益，包括从事优质性教育、性与生殖健康（SRH）、
青少年健康或性别平等等问题的利益相关者。

本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 : ⑴了解全面性教育；⑵青少
年的健康和福祉；⑶全面性教育的证据基础；⑷关键概念、
主题和学习目标；⑸为实施全面性教育方案建立支持和规
划；⑹履行有效的全面性教育方案。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南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全面性教育、青少年
发布时间：2018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相关报告：
·《校外综合性教育·(CSE)·的国际技术和方案指南》（International·

Technical·and·Programmatic·Guidance·on·Out-of-School·
Comprehensive·Sexuality·Education·(CSE)·）

·《性教育数字化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机遇》（The·
Opportunity·for·Digital·Sexuality·Education·in·East·Asia·and·
the·Pacific）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adolescence/
comprehensive-sexuality-educ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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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将艾滋病纳入考量的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存在诸多
研究，但对于如何在不同的艾滋病疫情和不同的人群中推
广有效的方法，却没有足够的指导。本报告旨在填补这一
空白。它为政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重点人群或受艾滋
病影响人群、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说
明如何加强艾滋病与社会保障和其他方案的结合，以消除
贫困和不平等，从而终结艾滋病。

报告总结了包括现金援助在内的社会保障的相关实
践，以及社会保障如何为艾滋病应对措施做出贡献。报告
简要介绍了联合国会员国在实现 2016 年《关于艾滋病的
政治宣言》的艾滋病和社会保障目标方面的进展状况，为
利用和扩大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安全网络、财政激励
和社会服务——以实现消除艾滋病为目标提供指导。

社会保障：通过快速通道策略承
诺终结艾滋病——针对政策制定
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临感
染风险和受其影响的人群指南

关  键  词：艾滋病、社会保障、快速通道策略
发布时间：2018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8/social-
protection-fast-track-commitment-end-aid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Social Protection: A Fast-Track Commitment to 
End AIDS —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 and 
People Living with, at Risk of or Affected by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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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秘书处领导了一个由多方利益相
关者组成的，有关促进性别评估的评估工具协商进程。在
国家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的领导下，全面的性别评估旨
在确定妇女和女孩在国家层级的艾滋病相关需求，并对信
息和数据进行汇编和分析，以制定和审查战略规划进程，
提高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的能力，并利用有关艾
滋病的政治承诺来解决这些需求。

国家艾滋病应对措施的性别评估工具报告旨在帮助各
国从性别角度评估艾滋病的流行情况、背景和应对措施，
并使应对措施基于社会性别关系改造、公平和权利基础，
支持国家战略计划的制定或审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性别评估工
具——改造社会性别关系的艾滋
病应对措施
UNAIDS Gender Assessment Tool — Towards a 
Gender-Transformative HIV Response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性别评估
发布时间：2018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9/unaids-
gender-assessment-tool



58 2016-2021 年 联合国艾滋病防治重要政策文件汇编

 



59三、技术指南

 

自艾滋病开始流行以来，针对毒品使用者的艾滋病预
防、治疗和护理的关注一直集中在注射毒品者的需求上，
并主要集中在阿片类注射吸毒者。然而数据显示，使用非
注射式兴奋剂药物以及不安全地注射此类药物，包括可卡
因、苯丙胺类兴奋剂（不包括摇头丸）和兴奋剂类新精神
活性物质，都存在与艾滋病有关的风险。在某些重点人群
中，使用兴奋剂还与通过不安全的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
的高风险有关。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3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的快速通道策略，重点在于解决面临
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的兴奋剂使用者的需求，并特别关
注重点人群间的交叉感染。只有当我们确保特定的人获得
特定的服务，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正确的服务，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时，终结艾滋病的流行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针对兴奋剂使用者的艾滋病预防、
治疗、护理与支持
HIV Prevention, Treatment, Care and Support for 
People Who Use Stimulate Drug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重点人群、毒品使用者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访问链接：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hiv-aids/publications/People_
who_use_drugs/19-04568_HIV_Prevention_Guide_e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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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英里”路线图采用了最新的科学研究和
方案证据，详述并推荐了实现消除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
（EMTCT）的策略。路线图总结了实现消除母婴传播
的依据和国家经验，提出了可以提高国家预防母婴传播
（PMTCT）计划的覆盖面、有效性和质量的明确战略。
本报告旨在为协调行动提供指导，使国家计划能够以有效
的、以人为本的、高效的和有指导性的方式解决当地的重
点问题，以实现消除母婴传播。

路线图包括四个主要步骤，每个步骤都内含具体活动：
⑴制定协商程序；⑵评估预防母婴传播的进展和仍然存在
的差距；⑶制定规划和确定优先事项；⑷实施、监测和评
估预防母婴传播项目的进展。

消除母婴传播的“最后一英里”：
终结儿童艾滋病流行路线图
Going the ‘Last Mile’ to EMTCT: A Road Map for 
Ending the HIV Epidemic in Childre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重点人群、母婴传播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访问链接：
http://www.childrenandaids.org/Last-Mile-to-EM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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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快速通道策略与人权》（2017
年）报告提供了艾滋病防治的实用性建议，阐述了在快速
通道策略的执行中，“为什么”和“如何”以人权原则和
方法为基础提供艾滋病服务，以及为什么这种努力和应对
措施必须包括七个关键要素才能造成显著的影响。

本报告阐述了艾滋病项目评估的基本框架、艾滋病防
治中需要考量的人权要素以及如何开展基于权利的艾滋病
服务监测和评价，推动在艾滋病应对措施中实现人权和公
平，并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的快速通道
策略。

基于权利的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
的监测与评估
Rights-base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HIV Response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快速通道策略、监测与评估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相关报告：
《快速通道策略与人权——推进艾滋病应对中的人权问题》（Fast-
Track·and·human·rights·—·Advancing·human·rights·in·efforts·to·
accelerate·the·response·to·HIV）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9/rights-
based-monitoring-evaluation-national-HIV-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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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女性和关心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女性权利的社区活动者，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综合准则的执行，
本报告旨在支持一线医疗服务提供者、项目管理人员和公
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女性的性
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各种问题。

报告包含了以下主要内容：⑴基于证据的，关注卫生
系统能力和在资源有限的地区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女性
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建议；⑵关于亟待解决的关键运营
和服务提供问题的优秀实践倡议；⑶增加性与生殖健康服
务成果的获取、采用和质量；⑷改善人权，并促进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女性的性别平等。

将社区研究转化为国家行动的全
球政策改革：社区参与实施世界
卫生组织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指南

关  键  词：妇女权益、社区参与、性与生殖健康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srhr-women-
hiv-implementation/e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Translating Community Research into Global 
Policy Reform for National Action: A Checklist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to Implement the 
WHO Consolidated Guideline on th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of Women Living 
with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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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友好型卫生健
康服务的执行和监测指南非常有限，难以保证该群体获得
满足其特定需求的适当服务。

为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的艾滋病服务与其他
青少年健康服务，如心理健康、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的整合程度往往有限。因此，许多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持续接受着不符合青少年友好原则的卫生健康服务，而
青少年友好型服务必须具备以下原则：公平、可接受、可
及、适当和有效性。

本报告主要是为了定义和明晰青少年友好型卫生健康
服务的关键要素，总结现有的青少年友好型卫生健康服务
指南，以及为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针对性服务，
同时也罗列了部分国家最佳实践案例。

青少年友好型艾滋病卫生服务：
从理论到实践
Adolescent-friendly Health Services for 
Adolescents Living with HIV: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青少年、卫生健康服务
发布时间：2019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adolescent-friendly-health-
services-for-adolescents-living-with-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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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提出了解决婴儿、儿童、青少年的持续护理瓶
颈的策略，强调了有针对性的综合服务的提供模式，强调
了检测、治疗和护理之间以及社区和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
具体包括让接受预防母婴传播（PMTCT）干预措施的母
亲及其婴儿持续接受护理；通过家庭和同伴检测发现无法
追踪其治疗状态的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将艾滋病毒感染
者与相关服务进行有效连接；用有效的方案进行治疗，并
持续接受治疗以达到病毒抑制。

改善婴儿、儿童和青少年的艾滋
病服务
Improving HIV Service Delivery for Infan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母婴传播、重点人群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访问链接：
https://library.unaids.org/?publication=improving-hiv-service-
delivery-for-infants-children-and-adolescents-a-framework-for-
country-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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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就如何制定适合不同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全面
性教育项目提供了深入的指导，尤其关注那些通过传统的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全面性教育项目难以触及的群体。

本报告的读者和用户可以包括国际和国内的公民社会
组织、社区组织、政府部门、联合国机构、卫生部门、非
正式教育部门和青年发展部门，也适用于参与设计、实施
和评估校外性教育项目的其他人员，特别是报告中涉及的
特定青年群体的合作人员。报告旨在协助他们在校外环境
中设计并实施全面性教育，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开展校外群体的全面性教育。

校外全面性教育 (CSE) 的国际技
术和方案指南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and Programmatic 
Guidance on Out-of-School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CSE)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全面性教育、校外青年和儿童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
访问链接：
https://www.unfpa.org/featured-publication/international-technical-
and-programmatic-guidance-out-school-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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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回顾了全球伙伴关系重点关注的六种环境中，
通过减少污名化与歧视并增加诉诸法律机会的关键方案来
减少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化与歧视的最新实证。报告中主
要涉及的六种环境包括：社区、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医
疗卫生机构、司法机构和其他应急避难场所。

报告包括对各国政府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指导：⑴·
污名化与歧视是如何造成的；⑵污名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如何阻止它；⑶减少污名化与歧视的主要原则；⑷常见干
预方法的概述；⑸基于最新实证的减少这六种环境中与艾
滋病有关的污名化与歧视的建议；⑹概述不同环境减少歧
视的成功案例。

消除艾滋病相关污名化与歧视的
实证研究——各国通过有效项目
实施在六种场所中消除艾滋病相
关污名化与歧视指南

关  键  词：艾滋病、消除污名与歧视、案例分析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0/eliminating-
discrimination-guidance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Evidence for Eliminating HIV-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 Guidance for Countries to 
Implement Effective Programmes to Eliminate 
HIV-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in Six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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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是对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出版的《综合战略
信息指南》的更新——指南提出了一套基础综合指标，介
绍、选择、收集和系统分析了这些战略信息方法，以促进
国家卫生系统的艾滋病防治管理和监测。

总体而言，在项目规划方面，本指南旨在加强规划的
能力，以明确和消除从预防到检测再到病毒抑制，整个艾
滋病服务链中各个环节服务获取、覆盖和质量方面的差距。
在计划监测方面，本指南试图优化和调整国家报告，以评
估各国在实现 2030 年“95-95-95”艾滋病病毒快速通道
策略方面的进展。

艾滋病战略信息综合指南：通过
项目监测和管理扩大影响
Consolidated HIV Strategic Information 
Guidelines: Driving Impact through Programm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95-95-95 目标、公共政策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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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旨在调查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孟加拉国、
柬埔寨、中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
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和越
南的多月配药（multi-month·dispensing，MMD）现状。
评估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个调查地区多月配药的实
施状况，分析多月配药的最佳实践、影响因素、以及障碍
和瓶颈。本评估还对目前正在实施暴露前预防 (PrEP) 项
目的两个国家（泰国和越南）抗病毒治疗多月配药与暴露
前预防项目的联系进行了调查和评估。

亚太地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暴
露前预防的多月配药快速评估
A Rapid Assessment of Multi-month Dispensing 
of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and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亚太地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暴露前预防、
多月配药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aidsdatahub.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unaids-
ap-rapid-assessment-mmd-implementation-asia-and-pacific-202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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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旨在补充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资助机构
和秘书处编制的最新规范性准则。

报告包含高层次的跨领域内容和具体的计划内容：⑴
高层次的跨领域内容适用于所有国家，包含形势和应对分
析，国家战略计划的制定过程，国家战略计划的目标、指
标和优先事项的确定，人权和性别平等及可持续性原则；
⑵具体的计划内容包括预防、治疗和护理、合并症以及交
叉感染、社会保障、卫生系统、社区参与、人权和性别平
等、效率和成果、组织管理与责任、艾滋病和人道主义响
应等计划要求。

制定和审核国家艾滋病战略计划
的对照表
Checklist and Reference List for Developing and 
Reviewing 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HIV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关  键  词：艾滋病、公共政策、国家战略
发布时间：2020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访问链接：
https://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20/checklist-
developing-national-strategic-plan-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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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滋病预防、检测、治疗、提供服务和监测的综
合指南汇集了不同年龄、人群和环境的现有和最新的临床
和方法建议，汇集了自 2016 年以来产生的所有有关艾滋
病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南。

本指南按照艾滋病护理的连续性进行编排。其中包括
有关新的综合预防方法、艾滋病病毒检测、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和治疗监测的信息。本指南增加了关于服务提供的指
导，以帮助实施和加强艾滋病护理服务链。该指南重点强
调了对已经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采取不同护理方法
的必要性，如减少门诊次数、使用多月配药和实施社区抗
逆转录病毒治疗药物分配。采用这些高效的方法对于提高
接受治疗者的护理质量和减少医疗机构的负担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艾滋病预防、检测、治疗、服务
提供与监测综合指南：公共卫生
方法建议

关  键  词：艾滋病、公共卫生、综合指南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31593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HIV Prevention, 
Testing, Treatment, Service Delivery and 
Monitoring: Recommendations for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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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旨在汇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办事处协调者
的知识、见解和建议，该项目旨在将一站式服务的诊断技
术引入、扩大并整合到国家卫生系统中。该项目由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等公司和机构在 2016-2020 年期间在 10 个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施，资金来自于联合援助国际药品采
购机制（UNITAID）。本报告在项目结束后有必要记录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拥有直接实践经历的人的经验教训，以便
为其他有兴趣采用一站式服务以增加诊断机会的国家提供
指导。

这些经验主要分为七个主题：(1)·领导承诺和支持；(2)·
实验室和供应链；(3)·与民间社会组织 (CSO) 合作；(4)·诊
断网络优化 (DNO)；(5)·创新方法；(6)·向国家政府和其他
长期资助伙伴过渡；(7)·资助设计和管理。

加速获得创新的艾滋病病毒诊断
一站式服务——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汲取经验

关  键  词：一站式服务、南南合作、伙伴关系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访问链接：
https://childrenandaids.org/poc-lessons-learned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Accelerating Access to Innovative Point-of-Care 
HIV Diagnostics - Lessons Learned from 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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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概述了各国可以采取的最新关键行动，以改善
艾滋病病毒检测、治疗和护理服务的提供，为不同的方法
提供更多的选择，如支持艾滋病治疗在社区的开展，确保
儿童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以及提高病毒载量治疗监测可
及性，关注并将其连接到临床应用。

该指南同时提供了最新建议，涉及针对 18 个月以下
儿童和监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治疗的护理点检测的运行；
治疗监测算法；以及正在接受结核病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时机。

艾滋病预防、婴儿诊断和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的发起与监测指南更
新

关  键  词：艾滋病、婴儿、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22232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Updated Recommendations on HIV Prevention, 
Infant Diagnosis, Antiretroviral Initiation an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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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简报旨在为毒品使用者女性提供公平、有据可
依和基于人权的预防艾滋病、乙肝、丙肝和梅毒母婴传播
服务提供指导，并支持各国为消除母婴传播所做出的努力。

作为一般性原则，所有使用毒品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至少应与其他人群中的妇女一样，有机会获得循证的预防
母婴传播服务。妇女不应该因为使用毒品而被排除在医疗
服务之外。同时，所有干预措施的获得都应该是自愿的，
在知情同意和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包括对感染者的药物使
用或艾滋病病毒状况的保密。

关注毒品使用者女性的特殊需求：
预防艾滋病、乙型和丙型肝炎及
梅毒的母婴传播

关  键  词：艾滋病、毒品使用者女性、母婴传播、交叉感染
发布时间：2021 年
发布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访问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prevention-of-mother-to-
child-transmission-of-hiv-hepatitis-b-and-c-and-syphilis

扫描二维码
访问相关链接

Addressing the Specific Needs of Women Who 
Use Drugs.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Hepatitis B and C and 
Syphil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