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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首语 

Alexander Pastoors，欧洲代表 

 

第 46 届 PCB 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3-25日在线上

举行。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我们不可能在日内

瓦召开会议，所以这次会议使用的是远程同传平

台。在线召开 PCB 会议给联合国艾滋病毒规划署

秘书处和 PCB 成员都带来了各种难题，更别说民

间组织观察员和成员国观察员了。 

 

与现场会议相比，召开在线 PCB 会议的最大影响

是，分配给每个会议日的会议时间减少了。这意味着许多议程项目被推至

12 月的会议，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报告和关于宫颈癌和艾滋病毒的专题

部分。在线会议也不允许参会者就每个议程项目的决策点进行太多的协商。 

 

召开在线会议的另一个影响，是在 PCB会议之前的几周就要举行预备会议。

在这些预备会上可以提出议程项目，代表团成员也可以提出问题。代表团必

须错开与 PCB 成员国以及共同赞助者、民间社会和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等

的双边会议。 对于代表团大多数成员来说，这非常具有挑战性，工作量很

大，而且必须连续多天在各自的时区参加非常早或很晚的通话。 

 

回想起来，即使面临许多挑战， PCB 在线会议仍进行得很顺利。特别是因

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开展肠道，成功延长了指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新战略

的时间，使民间社会能够在整个进程中更好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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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3：执行主任报告 

Jules Kim, 亚太地区代表 

 

发布她自 2019 年 11 月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

行主任以来的第二份执行主任报告。她的报告强调

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这一流行病如何表明对艾

滋病毒原则、方法、基础设施和专家的投入的重要

性远远超出艾滋病防治工作。她强调了新冠疫情大

流行进一步暴露出的不平等。 

 

她谈到，在太多国家没有走上实现 90-90-90 目标

的轨道。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仍然居高不下，在预防新生儿感染和加快对感

染艾滋病毒儿童的治疗方面取得的成果仍停滞不前，重点人群、少女和年轻

妇女预防方面的严重差距仍在继续。Winnie 强调了为何“艾滋病是一种不

平等的流行病”。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的发言强调了新冠疫情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重点人群的影

响，包括中断服务和妨碍获得抗病毒药物的机会，以及侵犯人权、边缘化、

污名和歧视的情况增加。 

 

Winnie 提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战略中尚未完成的工作可为下一个艾滋病

规划署战略开发工作提供了指导。她谈到保持目前战略取得成果的关键支柱

到 2025 年底的好处，但也要加强现行战略，对落后和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

关键领域优先，例如保护人权，以确保艾滋病防治工作符合受影响最严重的

人的需要。为此，Winnie 敦促会员国加入“结束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污名和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6_EXD_Report_EN.pdf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10&title=46th-pcb---intervention-by-jules-kim---report-of-the-executive-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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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全球行动伙伴关系”，并立即采取行动，例如宣布暂停实施影响艾滋病

毒感染者、性少数人群、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等的有害法律。 

  

议程 1.4：共同赞助组织委员会（CCO）主席报告 

Lucy Wanjiku Njenga，非洲代表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在线的 PCB会议是可能的，但

通过所有人投入的努力，它实现了。 我赞扬我们

所有人的努力让这个会议成功，尽管我们面临时

差和信号的挑战，特别是对民间社会的观察员来

说。共同赞助组织委员会（CCO）主席的报告强调

了共同努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艾滋病和新冠疫

情的双重大流行的背景下。报告呼应了新冠疫情

的挑战，列举了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及其对艾滋病

毒的影响。在讨论期间，有人质疑国家预算程序的透明度，以及新冠疫情将

如何影响艾滋病毒防治工作，因为大多数资金将用于应对这一流行病。所举

的一个具体例子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作为新冠疫情的新兴震中的情况，

它已经对目前的艾滋病毒防治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 

 

CCO 还表达了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战略开发工作的支持。其中提道一个关

键问题是，每个共同赞助者的战略如何与即将出台的新的全球战略保持一

致。在闭幕词中，CCO 主席提到性工作者是"被迫卖淫的妇女"，非政府组织

代表团对此表示关注。我们将会跟进，进一步讨论和澄清这一立场，因为它

对我们的社区将产生很大影响。在抗击两种流行病的同时，民间社会的存在

仍然需要维护和赞赏。我们不能把我们当中已经命悬一线的一些人再推向更

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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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3：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1 年后战略 

Jonathan Gunthorp，非洲代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1 年及以后的新战略开发

工作目前正在顺利进行，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在赢得

一个更长更可及的开发过程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会前和 PCB 发言中，我们明确表示并相信，对艾

滋病规划署的坚定支持，致力于人权、性与生殖健

康权的融合、关注妇女和青少年的健康，以及解决

阻碍对毒品使用者、男男性行为者、跨性别者、性

工作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采取有效对策的所有结构

性和政策障碍。 在 PCB 会议上，执行主任 Winnie Byanyima 提出了三种可

能的前进方式： 

 

方案1：保持当前战略的重点和结构，将时间表延长到2025年底 

方案2：保持实现当前战略成果的关键支柱，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和有关原则

到2025年底，同时加强当前战略，以优先考虑落后和需要更多关注的关键领

域 

方案3：从零开始制定全面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新战略 

 

从现在起到 2021 年 3 月的工作包括审视哪些工作进展顺利，哪些工作不顺

利，最终将在 9 月进行在线多方利益相关方协商。这项审查工作还将向 PCB

建议战略框架的备选方案。 12 月 PCB会议将花时间思考该战略框架和实质

内容，然后于 2021 年 3 月举行 PCB 特别会议通过该战略。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12&title=46th-pcb---intervention-by-jonathan-gunthorp---agenda-item-3:-unaids-strategy-beyond-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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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代表团要求社群和民间社会网络参与到这一工作。确保在审查中

听到社群的议程和声音，并确保定性和定量数据反映社群的现实。 

 

现在就参加。建立一个为你工作的艾滋病规划署。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议程 4：统一预算、成果与问责框架（UBRAF） 

Aditia Taslim Lim，亚太地区代表 

 

 UBRAF 根据艾滋病规划署目前的战略成果领域，

介绍了联合项目的工作及其业绩。然而，它往往侧

重于是否存在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在 PCB 会议

上，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的干预突出了掌握实地真实

故事的紧迫性。我们还提出了几个要点，尽管 33

个快速通道国家中 88%的国家报告有支持性与生殖

健康政策，但年龄同意法仍然是所有区域的障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脱离既定轨道的国家进一

步落后；以及让人担忧的关于抗病毒药物耐药的证据。 

 

随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开始制定新的战略，这一工作受到很大关注。与此

同时，社群还必须关注“新”的 UBRAF，因为它将确定未来几年衡量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和共同赞助者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工作的指标。过去几年来，非

政府组织代表团强烈发声，表示一些应该被衡量的内容没有被纳入，以及

UBRAF 不反映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求参与这一进程，以确保

重要方面被衡量，并确保规划署和执行国承担责任。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13&title=46th-pcb---intervention-by-aditia-taslim-lim---agenda-item-4:-ub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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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5：关于建立社群主导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工作组的进度报告 

Violeta Ross，拉美及加勒比代表 

 

本议程已被提出，但实际在 PCB 期间没有进行任何

讨论。只提交了书面发言供 PCB 最后报告列入和参

考。在会前会议那周，就这一专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对这项工作的紧迫性达成普遍共识；特别是在新冠

疫情大流行期间，社群比以往更需要带头应对。 

在我们的书面发言中，我们举了拉美女性性工作者

区域网络 REDTRASEX 的例子，该网络在三个月的

隔离中为 11 个国家的性工作者调集了 10000 个食品供应篮。非政府组织代

表团重点讨论了该工作组的紧迫性以及 PCB 已经就这一问题商定的承诺。 

关于这个议程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期望秘书处宣布工作组的最后 25 名成

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提交了来自不同区域和社群的四人的姓名。我们会随

时通知您此工作组的进展情况，因此请务必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络。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05&title=46th-pcb---agenda-item-5:-progress-report-on-establishment-of-the-multi-stakeholder-task-team-on-community-led-aids-responses---written-statement-by-violeta-ross-latin-america-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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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6：关于联合审查组对艾滋病规划署的管理与行政审查的工作队报告 

Jumoke Patrick,拉美与加勒比代表 

 

 2019 年 12 月第 45次 PCB 会议上的联合审查组

（JIU）报告为选定的工作队提供了灵活余地和监

督权力，使其能够根据 JIU 的建议开展工作。JIU

工作队有两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的成员，他们的

任务是执行和推进根据 JIU 正式和非正式建议所

作出的应对。自 2020 年 4 月成立以来，JIU 工作

队一直在根据目前情况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前

进的战略方向审查、咨询和评估这些建议和可行

性。 

 

在 PCB 理事会第 46 次会议之前，JIU 工作队协调了两次会议，研究了修订

协委会的工作模式的问题，以便澄清其作用和责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

秘书处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共同赞助组织指导原则的有效性，并支持与联合

国秘书长就执行主任的任期限制和明确的业绩期望进行公开对话。JIU 工作

队进度已向第 46 次 PCB 会议汇报，PCB在该次会议上承认工作队的进程和

进展。然而，由于 JIU 工作队仍在参与完善向 PCB 提出的建议的工作，因此

决定以 PCB 成员的书面意见代替会议讨论更实际。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在 PCB

之前提交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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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7：执行管理行动计划的最新进展 

Alexander Pastoors,欧洲代表 

 

管理行动计划（MAP）是在 2018 年 12 月，独立专

家小组提出组织内部骚扰、性骚扰和滥用权力问题

报告后构想的。MAP 有几个目标和指标，旨在消除

一切形式的骚扰和滥用权力行为，为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保护和更好的补救工

具。第 46 次 PCB 会议报告的最新情况使 PCB 深入

了解了有多少目标已经实现或有望实现。PCB 的总

体感觉是，在执行 MAP 的各种方案和行动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艾滋病规划署的几个捐助国说，

为了维持财政支持，必须好好执行 MAP。 

 

PCB 一致要求，在尚未走上正轨的领域，例如通过世卫组织的补救系统，作

出更多努力。此外，PCB 的一些成员，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团，作了一项发

言，要求秘书处加快遴选人员，以担任目前暂时由人填补的独立道德操守办

公室主任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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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8：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最新进展 

Dr. Karen Badalyan，欧洲代表 

 

在第 46 届 PCB 会议上，介绍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HRM）有关问题的进展，表明秘书处努力在推进

其 2016-2021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四大支柱中雄心

勃勃的议程：1） 投资于人，2） 加强绩效文化，

3） 激励集体领导，4） 确保有利的工作场所。报

告还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为维护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工作场所的尊严、问责和福利而作出的

努力，并明确指出，艾滋病规划署提供了一个使工

作人员感到安全和乐于工作的环境，人们获得支持和赋权，以尽发展出最大

的能力。 

 

在感谢当前努力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代表团还提请 PCB 成员注意人力资源管

理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我们提出关于工作人员生理性别被自动作为确定人们

性别自我认同的指标以及性别分类的二元方法的具体问题。我们呼吁秘书处

将性别多样性纳入今后所有人力资源管理报告的内容，强调在全球艾艾滋病

防治工作中承认社群民众的多样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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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9：组织监督报告——外部审计报告 

Andrew Spieldenner, 北美代表 

 

在第 46 届 PCB 会议上发布了外部审计报告。介绍

表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财政有足够的控制，

而且没有发现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况。外部审计还强

调了一些仍要提升的关键领域，包括：人力资源开

发和 UBRAF 报告制度。我们的发言集中在 UBRAF 自

我报告制度的缺陷上。我们质疑政府是否会报告自

己在保护关键人群和其他边缘群体方面的缺陷。 

 

其他 PCB 成员侧重于审计的不同部分。一些国家对工作人员士气和发展缺乏

进展表示关注，并提出了建议。其他人强调了组织内骚扰和虐待的历史。最

后，一些 PCB 成员提出了新冠疫情可能影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业务的方

式。明确的信息是，PCB 希望对联合艾滋病规划署作为一个组织运行更有信

心，特别是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Winnie Byanyima 的领导下。通

过这次会议，对策是强调今年德国增加资源，并鼓励其他会员国按计划捐赠

并增加捐款。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16&title=46th-pcb---intervention-by-andrew-spieldenner---agenda-9:-organizational-oversight-reports:-report-of-the-external-au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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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0：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秘书处员工协会代表发言 

Wangari Tharao，北美代表 

  

2020 年员工调查为艾滋病规划署秘书处工作人员

协会（USSA）的声明提供了信息，其中强调了以下

一些长久存在的问题：a） 仍然缺乏公平和透明

度，特别是在招聘、晋升和工作调动方面，这是一

个可能产生偏袒的因素；b） 歧视（3 起基于艾滋

病毒状况的案件）、不文明行为（43%的工作人员

反映）、性骚扰（3 起案件，2019 年 8起），以及

恐吓和滥用权力；c） 大多数员工（73%）认为在过去 12 个月中，他们的工

作量有所增加，而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50%，岗位空缺长期未填补。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的发言称，虽然在执行 MAP 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我们对组

织文化改变进展缓慢表示关注。我们的发言强调了如果上述问题继续存在，

就会对为员工创造一个信任、健康、公平和有利的环境的任何努力产生负面

影响。 各成员国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和关切，并大力鼓励艾滋病规划署加快

MAP 执行进程。 

 

我们的发言还提请人们注意，迫切需要将 USSA 发言所用的调查数据分类，

以进一步阐明种族和性别如何影响员工对提出的问题的反应。这样，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将获得必要的信息，为工作人员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方

案。我们认为，这对于确保与目前的全球运动保持一致，以减少种族主义，

特别是机构和制度内的反黑人种族主义非常重要。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17&title=46th-pcb---intervention-by-wangari-tharao---agenda-10:-statement-by-the-representative-of-the-unaids-secretariat-staff-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