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资讯                   
 

主题 联合国大会关于终结艾滋病的高级别会议  

时间 2016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 

地点 联合国总部，美国纽约市第一大道 46 街 

详情 联合国大会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各国元首将与部长、高层领导以及

国际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组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关于终

结艾滋病的高级别会议。 

此次会议将着重强调在未来五年间加速实施艾滋病防治，以便实现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疫情的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成员国将通过《终结艾滋病政治宣言》，旨在加大前进的步伐并设定一套有时限的目标。

《政治宣言》初稿的网址是：

http://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6/HLM_zero_draft 

有关专题研讨会和周边会议的最新信息，请访问：www.hlm2016aids.unaids.org  

 

媒体核证 

未经过联合国核证的媒体应当向“媒体核证和联络处”申请核证，网址是

http://www.un.org/en/media/accreditation/index.shtml。媒体核证的截止日期是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

五）。 

 

媒体联络方式 

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 | Ulla Oestergaard | 电话：+1 646 388 3080 | oestergaard@un.org 

联合国公共信息部 | Francyne Harrigan | 电话：+1 917 367 5414 | harriganf@un.org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Sophie Barton-Knott | +41 22 791 1697 / +41 79 514 6896 | bartonknotts@unaids.org  

 

网上直播 — 所有专题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都将在网上直播，网址是：http://webtv.un.org/ 

 

大会的照片将由联合国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http://www.unmultimedia.org/photo/  

http://www.unaids.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16/HLM_zero_draft
mailto:oestergaard@un.org
mailto:harriganf@un.org
mailto:bartonknotts@unaids.org
http://www.unmultimedia.org/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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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photos/AAVY2D9yDAHygypEA，背景照片将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在 

https://goo.gl/photos/SYMApCHBPHEeSryJA 和 https://goo.gl/photos/T9uBshL7VXrXf6DX7  

视频 — 视频材料的网址是：https://goo.gl/kGaHu3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YouTube 网址

www.youtube.com/user/UNAIDS 

社交媒体—UN Family 的推特标签是 #HLM2016AIDS 

采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Sophie Barton-Knott | +41 22 791 1697 / +41 79 514 6896 | 

bartonknotts@unaids.org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Gregory Smiley | +1 202 251 2148 | smileyg@unaids.org 

 

宣布新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亲善大使  

日期  6 月 7 日（星期二）  

时间、地点 11:00–11:30— 联合国总部，纽约，S-237（新闻发布会大厅） 

活动 关于任命新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际亲善大使的新闻发布会 

联系人 Michael Hollingdale（hollingdalem@unaids.org） 

 

开幕                    
 

日期  6 月 8 日（星期三）  

时间、地点 10:00–11:00—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总部 

活动  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终结艾滋病的路线图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联合国大会主席 

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 

米歇尔•西迪贝，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Loyce Maturu（津巴布韦），由 HLM 利益相关方工作组提名 

纳达巴•曼德拉，纳尔逊•曼德拉之孙，活动人士，艾滋病防治事业知名人士 

 

媒体前瞻  

日期  6 月 8 日（星期三）  

时间、地点 11:00 联合国大厅外面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联合国大会主席 

米歇尔•西迪贝，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https://goo.gl/photos/AAVY2D9yDAHygypEA
https://goo.gl/photos/SYMApCHBPHEeSryJA
https://goo.gl/photos/T9uBshL7VXrXf6DX7
https://goo.gl/kGaHu3
http://www.youtube.com/user/UNAIDS
mailto:bartonknotts@unaids.org
mailto:hollingdalem@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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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会  
 
日期  6 月 8 日（星期三）  

时间、地点 11:00–13:00—托管理事会会议厅，联合国总部，纽约市第一大道 46 街 

活动  研讨会 1— 艾滋病防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终结艾滋病推进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 

艾滋病防治与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减贫、性别平等、教育、公平和包容的制

度）以及卫生领域目标的进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此次研讨会将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

种协力，以及通过总结归纳艾滋病防治事业的经验教训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日期  6 月 8 日（星期三）  

时间、地点 15:00–18:00—托管理事会会议厅，联合国总部，纽约市第一大道 46 街  

活动  研讨会 2— 艾滋病防治事业的经费筹措和可持续性：机会之窗 

 在未来五年间采取艾滋病防治“快速通道”方针对于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十分关键。

如果没有充足和持续性的经费供应，艾滋病防治事业已经取得的成就可能会前功尽弃，艾滋

病疫情可能会无限期地延续。此次研讨会将探讨如何基于责任共担和全球团结协作的理念，

在高流行国家和低流行国家预先部署投资。 

 

日期  6 月 9 日（星期四）  

时间、地点 10:00--13:00—托管理事会会议厅，联合国总部，纽约市第一大道 46 街  

活动  研讨会 3—应对正在逼近的治疗危机：旨在实现 90–90–90 目标的行动议程 

保障各年龄段所有人的健康生活和促进其福祉（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对于可

持续发展十分必要。此次研讨会将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为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扩大治疗、

加强治疗可及性。研讨会将聚焦于实现 90–90–90 目标（即 90%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晓自身

感染状况，90%知晓自身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的人获得治疗，90%接受治疗的人成功抑制病

毒载量）和确保治疗可及性以及医药品可负担性，包括利用 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灵活性条款。 

 

日期  6 月 9 日（星期四）  

时间、地点 15:00–18:00—托管理事会会议厅，联合国总部，纽约市第一大道 46 街  

活动  研讨会 4—“一个也不能落下”：通过社会公义和包容社会消除污名和歧视 

艾滋病易感性和艾滋病的影响受污名和歧视的推动，并且因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和服务可及性

而加重。此次研讨会将探讨“2030 年可持续发展日程”带来的机遇，籍以促进平等和包容的

理念和承诺，并且实现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艾滋病影响者和高危人群设定的健康目标。  

 

日期  6 月 10 日（星期五）  

时间、地点 10:00–13:00—托管理事会会议厅，联合国总部，纽约市第一大道 46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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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研讨会 5—儿童、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预防艾滋病新发感染 

增强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的能力，使其能够主张其权利，保护自己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获得服务，摆脱暴力和歧视 — 这些也是终结艾滋病疫情的核心要素。此次研讨会将探讨在终

结艾滋病的过程中满足儿童、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的需求。 

 

周边会议  

（暂定日程）  

 

6 月 6 日（星期一）  

“快速通道”城市：终结艾滋病疫情  

场地：纽约市公共图书馆 

09:30–16:00 

在 MAC 艾滋病基金会的支持下，巴黎市长、纽约市长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携手联合国人居署和国际艾

滋病关怀服务机构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viders of AIDS Care）共同召开一次高级别活动，旨

在凸显这些城市在终结艾滋病过程中的领导角色。此次活动有助于展示全球智慧城市的见识和经验，彰显它

们在终结艾滋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和创新。大约 30 个大城市的市长将与民间组织、基金

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一同出席。 

参加此项活动的媒体需要通过核证。 

若要申请媒体核证，请联系 Maripat Finigan（maripat@praytellstrategy.com）。 

经过核证的媒体将获得后勤安排支持和全天准入权限。 

 

…….. 

6 月 7 日（星期二） 

“快速通道”城市：利用创新和筹资来终结艾滋病 

08:00–10:00，仅限受邀参加者 

较大比例的艾滋病病例和艾滋病新发感染集中在城市。在 6 月 6 日的“快速通道”城市会议之后，此次活

动将主要着眼于智慧城市如何利用科技来取得跨域式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卫生和艾滋病防治。此次活动

旨在探讨城市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并关注于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移动和数据应用创新、科研进展、医药

和诊断技术发展，以及金融创新，它们有助于城市和成员国加速终结艾滋病。此次有组织的交互式专题研

讨会将专门探讨有关利用技术、创新和筹资来终结艾滋病的经验教训、挑战和机遇。 

联系人：Pradeep Kakkatil，kakkatilp@unaids.org 

 

创新展会 

10:00 – 15:00，仅限受邀参加者 

场地：纽约君悦酒店曼哈顿招待厅 

mailto:maripat@praytellstrate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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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会将召集卫生和艾滋病领域的众多创新人士（例如情境室、iMonitor、护理现场诊断、移动健康等领

域）。20多名创新人士将展示自己的创新成果。城市领导人、卫生部长和实施机构也将出席，共同交流探讨

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帮助实现终结艾滋病的“快速通道目标”。此次活动将包含一系列小规模研讨会，与会的

城市领导人、卫生部长、创新人士和实施机构将探讨创新以及关于终结艾滋病的新方案和合作伙伴关系。 

联系人：Philipp Lepere，leperep@unaids.org 

 

艾滋病与安全：过去、现在和未来 

10:00–12:00 

场地：会议室 3 

此项活动基于安理会第 1983 号决议落实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特别强调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加强艾滋病预防的

必要性。在灾害地区、武装冲突地区和冲突后地区防治艾滋病和防范性暴力是终结艾滋病疫情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切不可落下受灾害影响的人群。在 2014 年，灾害和武装冲突

扰乱了服务，妨碍 170 多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救命药物。大规模人口迁移或国内流离失所期间，社

会网络会被破坏，导致妇女和女童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和艾滋病病毒感染。此次周边会议着眼于在灾难和武

装冲突地区实现“快速通道”目标和预防性暴力。讨论过程中将考虑 2015 年 7 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协调

委员会的“灾难地区艾滋病防治”研讨会的结论。 

联系人： Mamadi Diakite，diakitem@unaids.org，Sylvie Daouda，daoudas@unaids.org, 

Stephen Talugende，talugende@un.org 

 

终结威胁全球健康的艾滋病：现实可行还是空想？ 

13:00–15:00 

场地：会议室 3 

在 2030 年以前终结威胁公共卫生的艾滋病疫情，这是基于科学证据的明确设想。实现这一设想将需要在生

物医学、体制和行为学领域的持续不断的科研进展和有据可依的实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这一设想将

科学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加强倡导、资源动员和促进人权（以普及艾滋病预防、治疗和关怀）整合起

来。此次周边会议将回顾迄今为止生物医学和社会行为学领域取得的进展和当前及未来的挑战。在会上，

与会者有机会展示其他科研层面的最新科研进展，这些进展将有助于终结艾滋病以及为全球科研领域争取

持续的投资。 

联系人：Mahesh Mahalingam，maheshm@unaids.org；Catherine Bilger，bilgerc@unaids.org 

 

国会议员与 2030年以前终结艾滋病 

15:00–17:0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1 

国会议员有很大的优势来促进艾滋病服务的广泛可及。如果国会议员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他们就可发挥

领导作用，为人民和本国实现终结艾滋病这一设想。此次周边会议旨在让立法委员明确了解“关于终结艾

滋病的高级别会议”形成的最终文件中将要确立的主要行动路线，以及全球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最新共识所

涉及的政治理念。此次活动还将给议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机会，让他们探讨如何调动国家层

mailto:leperep@unaids.org
mailto:diakitem@unaids.org
mailto:daoudas@unaids.org
mailto:talugende@un.org
mailto:faussettp@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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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现有资源来终结艾滋病，以及为国会确立关键行动来促进 2020年艾滋病防治“快速通道”和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 

联系人：Cheryl Bauerle，bauerlec@unaids.org 

 

青年预备会 

14:00–18:00，仅限已登记者 

关于终结艾滋病的高级别会议将提供难得的机会来重提政治承诺，以确保艾滋病防治事业不会落下青少年人

群。此外，为了让青少年积极参与大会、贡献意见和想法，以及帮助确保《终结艾滋病政治宣言》考虑到青

少年的需求和权利，此项活动将给青少年提供必要的信息来积极参与此次大会以及发掘参与和倡导机会。与

会者将探讨高级别会议召开后在促进政府问责方面的机会、缺口和挑战。最后，活动过程中还将探讨综合性

教育领域的重点事项，并且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青少年一起开发的综合性教育中心提供参考信息。 

联系人：Ruben Pages，pagesr@unaids.org 

 

阻止新发感染：加强预防 

15:30–17:30 

场地：会议室 3 

尽管过去 15 年间已经大幅减少了艾滋病新发感染数，但每年仍然会发生二百多万例新发感染病例 —— 其

中三分之二的病例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发感染下降速度在最近几年有所减缓，一些地区和人群中的

新发感染出现了反弹现象。每个人都有艾滋病预防权利。为了维护这项权利，首先应当给面临着更大艾滋

病病毒感染风险的人提供有效的、毫无保留的艾滋病预防服务。 

联系人：Karl Dehne，dehnek@unaids.org 

 

采取行动解决极端贫穷和各种不平等现象，更快地终结艾滋病：解决城镇地区的艾滋病、贫困和不平等问

题 

17:00 – 18: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1 

目前已经证实，社会和制度剥夺是加剧艾滋病疫情的主要驱动因素，需要采取跨部门方法，解决导致脆弱

性的关键社会和制度决定因素，从而终结艾滋病疫情。现有证据表明，各种制度方法联合起来能有效地加

强艾滋病预防和治疗，同时还能推动其他发展目标。这些方法从经济赋权到社会保护项目，再到诸如非罪

化、反歧视法律和社会规范变革宣传运动等转型方法。基于权利的跨部门艾滋病防治行动对于各类关键人

群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些群体面临着权利大量被侵犯的困境，而且在获取服务方面也遭遇着很多障碍。 

此次周边会议将着眼于跨部门项目规划和以权利为本的艾滋病防治行动的作用和潜力，探讨极端贫穷、不

平等和城镇地区长期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和制度推动因素，从而支持“快速通道”城市倡议行动。 

此次活动将由一系列专家磋商会的联合召集人组织开展，这些专家磋商会关注于与终结贫困、不平等和在

2030年以前终结艾滋病相关的目标，它们由世界银行主持，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和“Housing Works”组织联合赞助。 

联系人：Farnaz Malik，f.malik@housingworks.org 

mailto:bauerlec@unaids.org
https://docs.google.com/a/unaids.org/forms/d/1urjY9Zmul5V3Kr7x2bB9ENgrn9Kzdq_5t5oUTQ9jSJE/viewform
mailto:pagesr@unaids.org
mailto:dehnek@unaids.org
mailto:f.malik@housingwor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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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艾滋病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庆祝各国取得的成功 

17:00 – 18:30（开始时间可能会推迟到 17:30） 

场地：待定 

许多高收入国家面向孕产妇和哺乳妇女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病和梅毒预防治疗服务，这些努力已经基本上

消除了艾滋病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仍然看到儿童中存在着较高的艾滋病新发感染

负担（2014 年发生了 22万例新发感染），以及先天梅毒导致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2012 年估计导致了

35万婴儿病例）。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梅毒的女性能在怀孕前或在怀孕头三个月内被发现，并且能够

及时得到治疗，则母婴传播率会大幅降低。多个中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15 年，

古巴被验证已经消除了艾滋病病毒和梅毒的母婴传播。全球验证顾问委员会（GVAC）最近召开了一次会

议，考虑验证其他一些国家是否已经消除了这两种感染。此次特别会议将宣布 GVAC的考查结果，并且表

扬各国在这个方面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联系人：Andrew Ball，balla@who.int 

 

为脆弱人群加大投资力度 

18:00–19: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3 

最边缘化群体和贫困群体面临着逐渐加剧的不平等，无法获得生计和发展机会，也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和健

康服务，这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快速而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发展以及发

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加大背景下尤为突出。解决这些不平等正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在 2015 年 9 月通过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核心要素。 

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确保治疗服务可及性和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功，尤

其是最脆弱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受益匪浅。然而，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数百万人尚处于被忽视的状

况。艾滋病疫情在今天所引发的各种挑战，无一不在说明我们应当将这些被忽视的人摆到发展活动的中心

位置。如今迫切需要预先部署更大规模的投资来解决艾滋病疫情。当前，数百万人无法获得应有的服务，

从而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和残障。1900 万人尚不知道自身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场治疗危机正逐

渐逼近。而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增加投资额和提高投资利用效率。 

在这种背景下，“为脆弱人群加大投资力度”研讨会将探讨相关机制，从而在新疫情和健康威胁进一步加

剧中低收入国家及其民众脆弱性时，确保弱势社群被置于全球公共卫生日程的中心，以及保护他们的健

康。研讨会将探讨最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风险，并且呼吁通过新的承诺和创新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联系人：Anne-Claire Guichard，guicharda@unaids.org 

 

教派间服务 

17:30–19:30 

场地：Church Center，联合国，777 UN Plaza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普世教会倡导联盟的“教派间服务”（Interfaith Service）将召集教众忆念我们所认识

的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的人；反思我们作为宗教机构和宗教领袖在呼吁和落实重要的《终结艾滋病政治宣

mailto:balla@who.int
mailto:guicharda@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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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的角色；承诺支持《终结艾滋病政治宣言》；庆祝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来

自不同信仰传统的人们将齐聚于此次活动，包括来自政府机构、私营部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其他民间

组织网络的代表，共同为此次高级别会议祈祷。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普世教会倡导联盟将努力加强宗教团

体的参与，在关于终结艾滋病的高级别会议上更有效地倡导公义和人权。 

联系人：Sally Smith，smiths@unaids.org 

 

MTV Shuga 系列 5 

18:00–20:00，仅限受邀请者 

MTV Staying Alive基金会发起的“MTV Shuga”是一项 360 度跨媒体行为改变宣传运动，通过多个平台

和多种格式讲述一个故事，在各个平台上发布独特的内容，包括位于非洲不同地区的一个电视连续剧。系

列 1和 2聚焦于肯尼亚，系列 3和 4转移到尼日利亚。此次活动将展示世界银行关于 MTV Shuga的研究

结果，表明 MTV Shuga在宣传教育和青少年行为改变方面业已产生的积极影响。此外，它还将宣布 MTV 

Shuga 在另一个地区开展的一场新宣传运动。通过拓展获奖的 MTV Shuga运动，MTV Staying Alive基金

会将能够提升公众对影响青少年的主要问题的认识，包括艾滋病、孕产妇保健、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艾

滋病病毒感染、跨代性行为、青少年妊娠、酗酒和吸毒、性认同等。宣传运动将集中关注初高中青少年，

尤其是会重点关注影响年轻女孩的问题。 

联系人：Greg Smiley，smileyg@unaids.org 

 

 

……. 

6月 8日（星期三）  

终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结核病死亡病例：行动时刻 

08:00 – 09: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7 

世界卫生组织将与遏制结核病伙伴组织一起联合召开部长级研讨会，作为艾滋病高级别会议的一次周边活

动。在抗病毒治疗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结核病（TB）仍然是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住院和死亡的主因。

2014 年，所有艾滋病相关死亡数中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死因是结核病。2016年艾滋病高级别会议提供了一

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最高政治层面强调艾滋病相关结核病问题，同时制定行动来终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中由可治愈疾病导致的过高的死亡例数。它还提供一个机会重新巩固各国政府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的承

诺，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各种行动来终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结核病死亡病例。此项活动的总体目标是通

过坚定的政治承诺、强大的国家所有权和充足的投资等措施，促进和加强终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结核病

死亡病例的各项工作。 

联系人：Annabel Baddeley，tbhiv@who.int 

 

印度尼西亚 

13:15 – 14:30 

联系人：Ahmad Bawazir，ahmad.bawazir@indonesiamission-ny.org 

 

mailto:smiths@unaids.org
mailto:smileyg@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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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中等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的艾滋病防治；为负责任的转换构建合作伙伴关系 

13:15 – 14:30 

场地：会议室 7 

组织者：荷兰王国常驻代表团，国际艾滋病联盟，Stop Aids Now!-Aids Fronds，Stop AIDS UK 和 

Positive Vibes 

联系人：待定 

 

缔造无艾滋病的一代 

13:15–14:30 

场地：会议室 3 

五年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联合各国一起开展了一项全球行动，致力于

消除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该项目标已被纳入到 201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政治宣言》中，同时联合国秘

书长发起了“关于 2015 年以前消除儿童新发艾滋病感染和保障母亲生命的全球计划”（简称为“全球计

划”）。从那时起，资助机构、政府合作伙伴、多边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携手努力，在减少艾滋病

病毒母婴传播领域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儿童中的艾滋病新发感染数已经大幅减少，超过 85 个国家

有望实现终结儿童中艾滋病新发感染的目标。该项行动不仅已经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和节省了迫切需要的资

源，而且是公共卫生领域内最快取得成功的计划之一。此次活动将重点阐述“全球计划”到目前为止取得

的成就、快速推进有效防治工作的重点行动、到 2020 年终结儿童艾滋病的目标等。 

联系人：Deborah von Zinkernagel，zinkernageld@unaids.org 

 

17:30-18:30  

“一个也不能落下”：最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健康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1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战斗口号 -- “一个也不能落下” -- 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和创新策略的重要

性，公平和创新策略有助于确保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能获得应有的健康服务，并且确保能满足这些弱势群

体的需求。需要采取基于权利的、社区推动的、两性平等的方法，以此帮助持续面临着最大风险和无法获

得充足服务的重点群体解决歧视、污名、暴力、法律障碍和服务缺乏等挑战。认识到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

这些群体上，否则我们无法终结艾滋病和实现普遍可及等目标。正是基于这一点，全球基金已经采纳了一

项新的策略，更加注重促进和保护人权和性别平等，更多地关注在许多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直被忽

视的重点群体。 

此项活动由加拿大政府、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艾滋病与发展跨机构联盟和国际艾滋病服务

组织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zations）联合开展，将重点关注社区在更广

泛、更全面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关注能从战略上解决被边缘化群体和重点群体（包括妇女

和女孩）面临的艾滋病和相关疾病负担的新观念、工具和方法。 

联系人：Cheryl Boon，cheryl.boon@international.gc.ca 

  

 

打破学科间壁垒：给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提供综合服务  

mailto:zinkernageld@unaids.org
mailto:cheryl.boon@international.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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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0:30 

场地：会议室 3 

全球范围内，10 岁到 19 岁的青少年群体达到了 12 亿人。以前从未曾有过规模如此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如何

投资和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和抱负，我们的做法将决定我们的将来。然而，可预防和可治疗的传染病和非传染

病正以人类无法接受的快速度夺走了无数青少年的生命。此次活动将展示各方介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以

青少年为中心的政策和项目，具体各方包括政府代表、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国际组织代表、私营部门代

表和资助机构代表。此次活动还将确立承诺和行动，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动员利益相关方和资源，从

而加强以青少年为中心的防治工作，尤其是青春期少女中的防治工作。 

联系人：Hege Wagan，waganh@unaids.org 

 

……... 

6 月 9 日（星期四） 

通过寓教于乐让青少年参与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快速通道”目标的新方式 

时间：8:00 - 9:30 

场地：会议室 3 

若要实现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疫情的全球承诺，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创新方法和创意方法的经费投入，

这些方法能够快速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覆盖青少年和被忽视的群体。与大众媒体合作开展的各项倡议行

动已被证明是一项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利用非常低廉的成本积极地促进态度和行为改变。寓教于乐特意在

大众媒体戏剧中设计特定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给观众塑造正面的行为榜样，通常可以在个人和情感层面上

将其联系起来，这比单纯通过信息宣传的效果要好得多。 

在巴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环球电视台已经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影响青少年和讨论各种各样的

问题，例如艾滋病预防、检测、治疗、脆弱群体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权等。通过此次周边会议，与会

者将更多地了解大众传播活动的影响，讨论大众媒体在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快速通道”目标中的作

用，并且倾听环球电视台“企业社会责任”主任和 Webdoc“Eu só quero amar”的合著者关于创作相关

节目的独特见解。 

联系人：Georgiana Braga-Orillard，bragaorillardg@unaids.org 

 

在吸毒者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快速通道”方针：终结艾滋病的领导力 

08:00 – 09: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6 

注射吸毒者和变性人是面临着最大艾滋病病毒和肝炎感染风险的重点群体。这些群体中的艾滋病现患率要

比一般人群高出 24 倍，2014 年仅有 14%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全球共有 1200 万注射吸

毒者，其中估计约有 17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球艾滋病疾病负担在危害降低服务充分覆盖的国家与

没有充分覆盖的国家之间并不均衡。在注射吸毒负担较高的国家，如俄罗斯和美国，由于危害降低服务在

法律上被禁止或受到限制，这两个国家的艾滋病现患率分别是 37%和 16%。 

联系人：Khalid Tinasti，khalid@globalcommissionondru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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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投资于青少年和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终结艾滋病 

08:30 – 10:0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1 

组织者：荷兰王国常驻代表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全球网络（GNP+），STOPAIDS（UK），Stop AIDS联

盟、Aids Funds/Stop Aids Now，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艾滋病联盟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系人：待定 

 

自愿专利共享 

08:30–10:00 

场地：仅限受邀请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快速通道”方针致力于到 2020 年实现各项宏伟的目标。若要确保“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成功，包括终结艾滋病疫情的目标，需要全球团结一致，建立各种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过去 5

年间，“药物专利池”（Medicines Patent Pool）加快了大量发展中国家获得可负担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和

方案的步伐，从而推动了艾滋病治疗的快速规模扩大。此次活动将从政府、国际组织和社区的角度，分析

“药物专利池”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些成功，以及仍然面临的一些挑战，从而确保新的治疗药物和方案能

在各国得到应用，以此扩大治疗规模和改善治疗效果。 

联系人：Erika Duenas，eduenas@medicinespatentpool.org 

 

“治疗所有感染者”：从政策到行动 - 需要什么？ 

13:15 - 14:30 

场地：会议室 11，联合国 

*此次活动由科特迪瓦、南非、泰国和美国联合赞助 

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利用抗病毒药物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提出了新的建议。现在建议给所有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治疗，不论其免疫状况如何。证据表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ART）可以挽救更多

生命、改善健康状况和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播。根据这项新的建议，全部 3700 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符合

抗病毒治疗的条件。但是，2014 年有 1700 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知道自身已经感染，2200 万名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没有获得所需的抗病毒治疗。若要将全球指导转化为各国行动，需要重点关注下列事宜：尽早

启动抗病毒治疗、更加智能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差异化和地方化服务供应、提高治疗依从性和关怀保留

率、监控和预防艾滋病病毒耐药性、拓展艾滋病病毒暴露前预防可及性、可持续经费投入（包括国家卫生

预算）。此项活动将致力于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快速扩展和调整治疗，从而给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治

疗，同时从已经承诺这样做的国家汲取经验教训。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纳“治疗所有感染者”这项建议。

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给其他国家扩大治疗规模提供依据，以便给最需要治疗的人提供治疗，以及确保

治疗的公平性。 

联系人：Andrew Ball，balla@who.int 

 

 

mailto:eduenas@medicinespatentp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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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领域的 90-90-90 目标和人力资源 

13:15–15:00 

场地：会议室 3 

此项活动将重点利用全球推进势头实现 90-90-90 治疗目标，以及更快地为普及卫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充足的人力资源。此项活动将特别关注 90-90-90 目标在终结艾滋病疫情这项公共卫生威胁方面的核心作

用，以及 90-90-90 日程如何加速实现可持续的卫生人力资源和推动卫生服务的普遍可及。主题包括艾滋病

治疗规模扩大如何推动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招募、培训和配置，社区卫生工作者不仅有助于实现 90-90-90 治

疗目标，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健康领域其他重点工作。与会者将探讨相关政策、后勤和人权问题。此外，此

项活动还将展示亚的斯亚贝巴部长级会议关于 90-90-90 目标和可持续卫生发展的讨论结果，旨在明确阐述

下一步工作和前进的方向。 

联系人：Badara Samb，sambb@unaids.org 

 

有效可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新）资助机构、民间组织和合作伙伴在实现可持续治疗方面的作用 

13:00 – 15:0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6 

组织者：意大利、德国、肯尼亚、马拉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此项活动关于给艾滋病防治工作筹集经费的重要主题将包括：艾滋病防治干预的有效性和效率；实现可持

续成果的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调动当地新资源和创新资源，避免患者面临难以承受的负担。 

联系人：Ilario Schettino，ilario.schettino@esteri.it 

 

青年市政厅会议 

13:15 – 14: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 

青少年也将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的评论焦点，包括考查青少年

在 2030 年以前快速推进终结艾滋病疫情这项公共卫生威胁中的作用。此外，会上将提出体育运动可以有效

地提升青少年的艾滋病防治意识，以便配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保障目标运动”（Protect the Goal 

Campaign）和主题为“冲向零目标”的赛车运动倡议行动。 

联系人：Adriana Hewson，hewsona@unaids.org；Nicholas Gouede，goueden@unaids.org 

 

 

扩大本地药物生产规模，推动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 

18:15 – 20: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 

若要逆转并最终终结艾滋病这项公共卫生威胁，需要落实“快速通道”方针和实现 90-90-90 目标。实现

90%的检测、治疗和病毒抑制目标还需要我们积极地探讨本地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契机，打破药物可及性的

制度壁垒，以及从总体上增强卫生系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 15 个成员国已经通过《西

mailto:sambb@unaids.org
mailto:ilario.schettino@esteri.it
mailto:hewsona@unaids.org
mailto:goueden@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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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区域制药计划（2014-2020）》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该计划是在非洲联盟的《非洲制药

计划》（PMPA）框架内制定，参与计划制定的其他方包括联合国、西非制造商协会（WAPMA）、各区域

银行和各伙伴国家。然而，非洲仍然高度依赖于进口药物（约 98%的抗病毒药物），多项严峻挑战阻碍着

药物的本地生产 - 有限的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药物援助，以及本地制造商、技术/发展领域合作伙伴和国家

当局之间的合作还有待磨合。 

西非卫生组织（ECOWAS）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联合召开此次活动，旨在探讨新的契机来解决现有挑

战，加快非洲本地药物生产的进展，从而确保本地能提供可负担的、有质量保障的抗病毒药物和其他健康

用品。这包括技术转让、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合作新模式（如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三角关系方

针）。它还将致力于探讨这类进展如何解决抗病毒治疗危机、改善健康，同时给所有人带来直接和间接的

社会经济收益。 

联系人：Joy Backory，backoryj@unaids.org 

 

解决全球卫生突发事件：从艾滋病到埃博拉、寨卡和其他新发流行病的经验教训 

18:30–20:30 

场地：会议室 3 

艾滋病与最近暴发的埃博拉和寨卡疫情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在所有这些流行病暴发之初，我们通常对暴发

源头和传播途径知之甚少；埃博拉和艾滋病的死亡率都很高。这种知识的缺乏和应对的不充分会引发个人

和社区的恐惧、污名和歧视。这三种流行病都表明需要加强政治领导力、可持续的多部门合作、综合的生

物医学、行为学和制度干预，还应从一开始就推动社区参与，这一点很重要。此次周边会议将重点关注已

经获得的经验教训，如何进一步增强卫生系统和社区应对工作，以及服务和调研领域长期的可持续经费投

入。 

联系人：Catherine Bilger，bilgerc@unaids.org 

 

………. 

6 月 10 日（星期五） 

妇女想要什么 

07:30–09:30 

封闭式活动。关于媒体资讯，请联系 Aurelie Andriamialison，andriamialisona@unaids.org 

在 2030 年议程中，实现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和女童能力首次被摆放到发展领域的核心位置。通过将这一点

纳入到下列承诺：秘书长的“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所作的承诺，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3”中关于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疫情的承诺和实现全民卫生保健的承诺，我们便拥有了权力与合法

性，可以确保不会落下任何妇女或女童。不过，仍然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妇女领导的组织可供利用的政

治空间正在不断缩小，年轻女性的领导力仍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和扭转当前态

势，ATHENA 网络在全球各个区域发起了一场虚拟的“#WhatWomenWant”（妇女想要什么）运动，并

且将在此次艾滋病高级别会议期间的一次妇女民间组织早餐会上推介该运动。此项活动致力于传达不同妇

女和女童人群的想法和意见，同时呼吁各方承诺建立一个新的倡导平台以便推进妇女和女童人群艾滋病防

治领域和其他领域重点工作的进展。此次会议还将探讨有关协调和联合领导的各种方案，从而支持妇女领

导的组织和增强年轻女性的领导力 – 并且确定妇女民间组织需要获得哪些资源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mailto:backoryj@unaids.org
mailto:bilgerc@unaids.org
mailto:andriamialisona@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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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Aurelie Andriamialison，andriamialisona@unaids.org 

ATHENA网络的 Tyler Crone，tyler.crone@gmail.com 

 

关于毒品与艾滋病的科学：当前进展 

08:00 – 09: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1 

此项活动面向（并且特别适合于）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民间组织。在活动期间，科学家将展示吸毒者艾

滋病预防、治疗和关怀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数据来自于 2014 年和 2016 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科学研讨会。与会者将了解这些数据并讨论将来的发展方向。 

联系人：Fabienne Hariga，fabienne.hariga@unodc.org 

 

提高治疗可及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13:00 – 14:30 

场地：联合国会议室 1 

组织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在提高艾滋病治疗可及性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教训。此次周边会议旨在考查如何利用这些经

验教训改善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不论个人患有何种疾病或来自哪个国家，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所设想

的那样。虽然在给艾滋病患者提供抗病毒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仍然有数百万人没有获得治

疗。联合国成员国在 2015 年采纳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日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时做

出了雄心勃勃的承诺，这些承诺进一步凸显了治疗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各成员国承诺会确保所有人的健

康和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 3），同时承诺会实现一系列目标，包括终结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

的热带病等公共卫生威胁，以及抗击肝炎、水源性疾病和其他传染病。 

联系人：Josefin Wiklund，wiklundj@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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