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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 49 次 PCB 会议是自 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限制国际旅行和面

对面会议以来的第六次在线 PCB 会议（包括其间的两次特别会

议）。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有点儿开始适应这种在线会议模式，尽管需

要更多时间来参与。会前会议可说是波澜不兴，因为讨论很少。即使

是 12 月 7 日至 10 日的 PCB 正式会议本身，也主要由 PCB 成员针对

议程项目发表通常的发言。在起草室里的互动激烈些，就关键的决策

点进行了辩论，特别是关于非政府组织报告、UBRAF 指标、关于艾

滋病毒和监狱的报告以及减少污名和歧视行动的进展情况。与前几届

PCB 会议类似，同样的成员国就同样的问题提出同样的论点，即质疑

诸如关键人群、社会推动因素等的定义等等，拖延或破坏决策进程。

对于 PCB，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来说，这将是一个持续的挑

战，需要在今后的会议上制定战略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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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3：执行主任报告 

Iwatutu Joyce Adewole,非洲代表 

 

执行主任 Winnie Byanyima 的报告提到了 2021

年的里程碑，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了《2021-

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和新的《关于艾滋病

毒/艾滋病的政治宣言》。除了这些新的艾滋病

毒指导方针外，报告还强调了规划署与各国政

府、发展机构和民间社会的持续伙伴关系，以

及尽管受到 COVID-19 干扰，在许多国家，特

别是非洲地区，在改善艾滋病毒服务提供方面仍取得的成就。 

执行主任希望各国支持和实施《全球艾滋病战略》中的目标，扩大对

社群主导的抗击工作的支持，并通过消除阻碍艾滋病毒抗击工作的法

律、政策、项目和社会障碍，采取人权方法。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的发言重申了《全球艾滋病战略》和《政治宣言》

的优先事项，以及艾滋病规划署在斗争艾滋病毒和疫苗不平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代表团强调，缺乏资金可能会给全球抗击工作带来失败，

以及调整过程对艾滋病规划署工作人员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敦促会员

国和捐助国全面资助UBRIF，并勇敢地挺身而出，就像受该流行病影

响的社群在这些时候所做的那样。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9_Report_UNAIDS_Executive_Director_EN.pdf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89&title=49th-pcb---intervention-by-iwatutu-joyce-adewole---agenda-item-13-report-of-the-executive-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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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4：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报告 

Andrew Spieldenner,北美代表 

 

每年，非政府组织代表团都会整理一份报告，旨在重点关注

在民间社会、关键人群和其他边缘化群体在抗击艾滋病毒工

作中出现的关键或新生的特定问题。2021 年， 非政府组织

报告涉及到社会推动因素及其在艾滋病毒应对中的重要性。

之所以选择该主题，是因为 2021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和

《联合国关于艾滋病毒问题政治宣言》中对社会推动因素的

持续抵制。 

 

在研究这份报告时，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发现，多元化多部门

合作伙伴相信社会推动因素，但很少有人同意他们的定义、

适当性或可扩展性。艾滋病规划署具体指出了艾滋病毒抗击工作的社会推动因素的三个领域：

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惩罚性法律和政策；以及耻辱和歧视。 

 

报告从这些角度出发，突出了以下方面的危害：暴力和缺乏社会保障；针对艾滋病毒感染状

况、毒品使用、性工作、性别认同和同性性行为的刑事定罪；以及医疗保健，教育，就业和

社群中的污名和歧视。决策点回顾了《全球艾滋病战略》和《政治宣言》中最雄心勃勃的目

标，并强调了在艾滋病毒抗击工作中以 10-10-10 为目标的重要性。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知道，关注社会推动因素，特别是可扩展性及其在关键人群中的作用问

题，可能会引起争议。共同赞助国绝大多数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协委会的大多数会员国

也是如此。就决策点的措辞和关键人群的定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一些会员国提出了为这

些努力提供资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出现，因为会员国应该对各自的艾滋病毒抗击工作拥

有更多的自主权。最后，非政府组织代表团也成功帮助展示出，在教育、就业、保健、社会

保障和关键人群（包括多元化的女性青少年和妇女）的非刑罪化方面，需要有可扩展的社会

推动因素。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9_Report_NGO_Representative_EN_rev1.pdf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9_Report_NGO_Representative_EN_re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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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2：艾滋病应对工作中的领导力 

Violeta Ross,拉美与加勒比代表 

 

在关于艾滋病抗击工作中的领导力的会议上，来

自南非艾滋病研究项目中心（CAPRISA）的

Salim S. Abdool Karim 博士介绍了艾滋病毒控制

的前进道路，并强调了新冠病毒及其变体如何影

响这一背景环境。他提到艾滋病毒预防方面未得

到满足的需要、不同区域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以

及实现 90-90-90 商定目标的漫长道路。 

艾滋病毒相关污名的重新抬头，加上新冠病毒的污名，是我们需要打的一

场新的战斗。在近 40 年的艾滋病毒抗击工作中，我们了解到污名对实现

健康权的影响。随着我们继续抗击新冠病毒及其变体，我们不能允许艾滋

病毒污名的重新抬头。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对一名免疫力受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被发现感染

Omicron 变体表示关切。不幸的是，这被媒体误解了，将另一种病毒归咎

于艾滋病毒感染者。我们要求萨利姆博士和其他科学家谨慎使用这些信息，

特别是在与大众媒体打交道时。 

 

代表团还强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艾滋病毒抗击工作的领导力意味

着对 COVID-19 的快速和敏捷反应，但也意味着保持和维持艾滋病应对成

果的能力。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96&title=49th-pcb---intervention-by-violeta-ross---agenda-item-2---leadership-in-the-aid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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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3：监狱和其他封闭场所中的艾滋病问题 

Jonathan Gunthorp，非洲代表 

 

监狱服务面对怪异的情况。在美国，监狱是

州的职能，因此美国的承诺没有国家授权。

在其他地方，监狱大多属于政府的司法或安

全部门，在许多地方被视为惩罚工具，而不

是改造工具。监狱卫生往往与世隔绝，不对

卫生部负责。 

 

在大多数成员国，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奇怪现象导致监狱健康和艾滋病

毒项目资金不足，并且往往导致被监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其他关键

人群的健康状况不佳。越来越多的对关键人群特别是毒品使用者和性

工作者、少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的法律迫害，以及倾向于监禁有色人

种，都使情况恶化。 

 

在 PCB，很明显，世界各地多个会员国将继续努力将监狱界定为全球

艾滋病抗击工作之外，并限制囚犯的健康权。在这一点上，值得思考

的是，艾滋病毒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如何最好地找到囚犯权利领域的

民间社会组织，并制定战略，如何在监狱和司法改革方面掀起新思想

的浪潮，特别是从经合组织国家扩展到所有地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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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4:2022-2026 UBRAF 产出和指标以及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修

订 

Jonathan Gunthorp，非洲代表 

 

在第49次PCB会议上提出的UBRAF指标和工作

计划比以前的版本有了很大改进。之前要求进

行数十项修改，其中一些是相互矛盾的，但很

多已被纳入。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人们不禁

认为，一些捐助成员国诉诸预算霸凌，以使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发展方向如他们所愿，而

他们选择的工具是UBRAF。 

   

最终似乎在说，"我们不会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全额资金；你

现在需要大幅削减；我们坚持监督你削减和保留的东西”。对来自税

收的捐助资金进行监督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然而，蓄

意决定不提供足够资金，从而使规划署部分失灵则是不可原谅的）。

它产生了一个似乎是蓄意的不幸后果，即把规划署符合《全球艾滋病

战略》的部分歪曲为预算削减工作。 

 

民间社会和社群需要继续为一个资金充足的 UBRAF 和有力的规划署

进行倡导，以便能够支持和促进全球艾滋病战略》和《政治宣言》的

实施。但是，在资助社群和社群服务机构的问题上，我们的倡导需要

支持透明，并在支持与共同赞助者在各个层面上更好的问责。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__49_UBRAF_2022-2026_Outputs_Indicators_EN.pdf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__49_UBRAF_2022-2023_Workplan_EN.pdf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__49_UBRAF_2022-2023_Workpla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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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5：评估 

Alexander Pastoors,欧洲代表 

 

该议程涉及 2022-2023 年评价年度报告和评

估计划。与这一议程有关的会议室文件是关

于规划署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工

作的评估报告。 

 

总的说来，PCB 成员对秘书处提交的文件和

报告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看来，自从设

立一个直接向 PCB 报告的独立评估办公室以来，所评估过的项目的

质量和相关性都有所提高。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在内的 PCB 成员

也一致认为，鉴于新的 UBRAF 的战略成果领域，在评估计划中选定

的专题是相关和重要的。 

 

在回答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和其他 PCB 成员就会议室文件所述建议的

后续行动提出的问题时，秘书处告诉我们，大多数建议已经融入最新

版本的 UBRAF 和下一个两年期的工作计划中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9_Annual_Evaluation_Report_Plan2022-2023_EN__re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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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6：第 48 次 PCB 会议专题环节的后续跟进 

Violeta Ross，北美与加勒比代表 

 

在第 48 次 PCB 专题部分“COVID-19 与艾滋

病毒：维持艾滋病毒工作成果，恢复更好、

更公平的艾滋病毒抗击工作”的后续工作中，

NGO 代表团强调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以及

直到今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受艾滋病毒影

响的社群所发挥的各种作用。艾滋病毒感染

者和受影响社群一直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不仅在大流行的中心地区，而是在世界所有地区。

PCB 呼吁会员国继续社群主导和以社群为基础的举措，以抗击艾滋病

毒和 COVID-19 大流行。代表们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对大多数卫

生系统构成了挑战。尽管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了进展，并采取了缓解

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但在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艾滋病毒预防用

品方面仍存在中断，污名、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死灰复燃和增加。

随着我们进入新冠病毒变种第四波，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受影响社群必

须提高对新冠大流行间接影响的认识，以免让艾滋病问题在发展议程

中被忽视。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希望大流行可以转为重新开始全球卫生辩论的机会，

特别是为艾滋病毒和 COVID-19 抗击工作提供可持续融资。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999&title=49th-pcb---intervention-by-violeta-ross---agenda-item-6---follow-up-to-the-thematic-segment-from-the-48th-pcb-meeting:-covid-19-and-hiv:-sustaining-hiv-gains-and-building-back-better-and-fairer-hiv-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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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7：减少一切形式的污名与歧视行动进展报告 

Jumoke Patrick,拉美与加勒比代表 

 

关于减少一切形式的污名和歧视的行动进展报

告讨论了《全球艾滋病战略》和 UBRAF 如何

处理污名和歧视问题。报告还提到由规划署支

持的国家工作以多种方式争取终止与艾滋病毒

有关的污名和歧视，包括通过联合和针对具体

机构的工作，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艾滋病毒相

关的污名和歧视全球行动伙伴关系（全球伙伴

关系）。 

该报告推动继续努力减少一切形式的污名和歧视，并呼吁重新做出政治

承诺，特别是会员国对实现 2025 年目标的承诺。报告的结论是，艾滋

病毒相关的污名和歧视继续阻碍获得和使用艾滋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

服务，并构成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的主要障碍。 

 

该议程只是在 PCB 会议期间只是走了个形式，没有进行广泛的讨论或

有任何分歧。有趣的是，虽然对鼓励会员国加入全球伙伴关系的拟议决

策点进行了一些辩论，但大多数 PCB 成员基本上同意决策点。非政府

组织代表团支持决策点，并发言重申了我们的立场，并提醒 PCB，“现

在是我们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关键人群和受影响社群做更多、提供更多、

投资更多、关怀更多的时候了”，以确保所有人的平等和公平，并结束

一切形式的艾滋病毒相关的歧视。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9_Stigma__Discrimination_EN.pdf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PCB49_Stigma__Discrimination_EN.pdf
https://unaidspcbngo.org/resources/index.php?post_id=1000&title=49th-pcb---intervention-by-jumoke-patrick---agenda-item-7---report-on-the-progress-on-actions-to-reduce-stigma-and-discrimination-in-all-it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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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0：专题环节——“区域与国家层面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我们

是否倾听，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和相关技术来实现 2025 和 2030 目

标？” 

Jonathan Gunthorp,非洲代表 

 

我们什么时候有足够的数据来帮助社群获得更好的

服务并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什么时候数据还不足？

谁来监控数据收集者，我们是否信任他们所有人？

数据是否中立，它们是否有害，我们可以减轻危害

吗？第 49 次 PCB 会议的数据专题探讨了这些问题

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良好实践的实例。 

 

到该环节结束时，有些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数据

对于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数据不仅可以为所有人实现更聚焦和更高质量的健

康，而且要更有效地设计和提供艾滋病项目。如果一个医务人员可以查到我

的一系列健康数据，可就以更好地了解我，给我提供治疗，并帮助我转介社

会服务和其他所需服务。相反，存储在我身上的数据越多，滥用的危险就越

大。商业利益掠夺成性，会员国并不总是善的。两者都使用数据来歧视、攻

击和迫害关键人群和其他人。从事卫生工作的大型机构很难在公开场合甚至

向他们自己承认这一点。 

 

迫切需要的是社群更多地参与数据收集和使用；增加个人控制自己数据的权

利；以及承认数据隐私为人权的全球机制。 

 

这场对话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到 2022 年 6 月的第 50 次 PCB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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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代表团要感谢即将离任的代表，他们在三年任期内坚定不

移地致力于为 PCB 的辩论和审议做出了重大贡献： 

 

Jonathan Gunthorp,性与生殖健康权利非洲信托，非洲 

Jules Kim，绯红联盟，澳大利亚性工作者协会，亚太 

Alexander Pastoors,艾滋病毒协会，欧洲 

Andrew Spieldenner,美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小组，北美 

  

 我们衷心欢迎即将在2022年1月到2023年12月就任的新代表。 

Mubanga Chimumbwa, 赞比亚青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非洲 

Midnight Poonkasetwattana, APCOM,亚太 

Aleksey Lahov, 欧亚减低伤害协会，欧洲  

Dinah Bons, 跨性别团结欧洲—BPOC跨性别网络，欧洲 

Christian Hui,预防可及运动，北美 

Cecilia Chung，跨性别者法律中心，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