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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女童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
毒 / 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
（艾滋病毒 / 艾滋病）

6.	委员会欢迎 2001 年 4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非统
组织艾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特别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
艾滋病毒 / 艾滋病、结核病和其他有关传染病、特别是
其性别层面的阿布贾宣言》。
7.	委 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艾滋病毒 / 艾滋病联合方

1.	妇女在其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及其共同赞助者、双边和多边捐助国以及各政府组织、

令人深为关切的是，到 2000 年底，艾滋病毒 / 艾滋病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努力赋予妇女权力，途径是开

患者有 3 610 万人，其中 95％的受感染者生活在发展

办能力建设方案及有关方案，向妇女提供获得发展资源

中国家，而且 1 640 万名受感染者是妇女。妇女感染艾

的机会，并加强向受艾滋病毒 / 艾滋病影响的妇女提供

滋病毒的比例正在上升。在撒南非洲，妇女占所有艾滋

护理和支助的妇女网络。

病毒成年感染者的 55％，而少女的受感染率比同龄男子
高出五到六倍。

8.	必须争取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以保证赋予妇女权力和
提高妇女地位，全力预防、研究、护理和治疗性传染感染

2.	在 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所有人权包括

特别是艾滋病毒 / 艾滋病。

发展权，都具有普遍性，它们不可分割，互相依存，彼
此关联。妇女和女孩充分享有这些权利对于防止艾滋病

9.	必 须在大会关于艾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的特别会议的

毒 / 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至关重要。大多数妇女和女孩

筹备进程和成果文件中充分纳入性别观点，包括除其他

没有充分享有其权利，特别是接受教育、在身心健康方

外，在任何新指标中和在为实现上文第 4 段所述文件所

面达到可实现的最高标准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在发

载与妇女、女童和艾滋病毒 / 艾滋病有关的国际商定指

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妇女和女孩自幼即受到这些不平等

标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中充分纳入性别观点。

待遇，
这导致她们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领域更易受伤害，
从而增加她们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和对此病毒的易感
染性，并且不相称地承受艾滋病毒 / 艾滋病流行的苦果。

10.

3.	由于贫穷和有害的陈规陋习，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社会

为加速执行上述第 4 段所提会议和文

中低人一等，因此，妇女格外容易受到艾滋病毒 / 性传

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关于妇女、女童

染感染之害。数以百万计妇女和女童没有或很少有机会

和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目标，委员会建

获得一般的保健、医药和社会支助，包括她们感染性传

议采取下列行动：

染感染 / 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时候。
4. 妇女地位委员会考虑到下列文件中关于妇女、女童和艾
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的建议：
《北京行动纲要》、
《国际

拟由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和民间社会酌情采取的行动

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哥本哈根行动纲领》、联
合国大会第二十一、 二十三和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文

1. 赋予妇女权力

件、
《联合国千年宣言》、妇女地位委员会关于妇女与保
健的商定结论、 和委员会第 44/2 号决议。

(a)	流行猖獗的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迅速蔓延，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的蔓延，已对妇女产生破坏性影响。妇女和男

5.	妇 女地位委员会忆及上述第 4 段所提文件内国际商定

子之间权力关系不平等，妇女往往无权坚持安全和负责

指标，建议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的特

任的性行为，而且妇女和男子之间缺少关于妇女健康需

别会议成果文件应充分纳入性别观点，包括在任何新指

要的沟通和理解，这些情况除其他外危及妇女的健康，

标中纳入性别观点，并着重于实现现有指标所需采取的

尤其会使妇女更易受到包括艾滋病毒 / 艾滋病在内的性

行动。

传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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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负责任的行为和两性平等是预防这一大流行病的重要先

(j)	通 过制定并执行有关法律、开展打击对妇女和女孩的暴

决条件；

力行为的群众运动等办法，强化具体措施，消除对妇女
和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有害的陈规陋习、

(c) 确 保将《北京行动纲要》第 94、95 和 96 段中确定的

虐待、强奸、殴打及贩卖妇女和女孩，这些行为使助长

各年龄妇女的性健康权利和生殖权利视为赋予妇女更多

艾滋病毒 / 艾滋病蔓延的条件更为严重；

权力的努力的必不可少部分；鉴于妇女和女孩受艾滋病
毒 / 艾滋病的影响不成比例，须在这方面进一步提高妇

(k)	采 取步骤，建立促进所有人权以及对感染艾滋病毒 / 艾

女地位， 赋予妇女更多权力， 促进妇女充分享有所有人

滋病和受其影响的人予以同情和支助的环境，办法包括

权、包括发展权以及支配与其性别有关的事项并就此作

实行和 / 或审查有关立法，以便努力删除歧视性规定，

出负责任的自由决定的权利，以保护自己，预防导致包括

并制定法律框架，保护艾滋病毒 / 艾滋病患者、特别是

艾滋病毒 / 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染病的高危险和不负责任

妇女和女孩的权利，帮助易受感染者得到自愿和保密的

行为，并促进其获得保健信息和教育、 保健及健康服务

适当咨询服务，同时鼓励减少对患者的歧视和指责；

的机会，
这些服务对于提高妇女和少女的自我保护能力、
(l) 根 据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和统计数字等资料，进一

不受艾滋病毒感染至关重要；

步阐明性别观点并将其充分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
(d)	将国家和国际政策的重点转移到消灭贫穷方面，以便赋

艾滋病毒 / 艾滋病方案和战略，并特别着重两性平等；

予妇女权力，使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受这一大流行病
(m)	采 取措施，促进并实行妇女获得和支配包括土地、财产

蔓延之害，并更有效地处理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不利影
响；

权和继承权等经济资源的平等机会，不论其婚姻状况如
何，以减少妇女在艾滋病毒 / 艾滋病流行中易受伤害；

(e)	减 轻艾滋病毒 / 艾滋病对妇女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冲击，
由于妇女担任食物提供者和传统的照顾者的角色，她们

(n)	向妇女和女孩、包括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中的妇女

在这一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劳力减少和社会服务体系崩溃

和女孩提供获得优质教育、
保健和健康服务、
社会服务、

等负面后果中首当其冲；

技能培训、就业机会和受益于扫盲方案的平等机会，支
助能力建设活动，加强妇女网络，保护妇女不受包括种

(f)	重申感染性传染感染 / 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受其影响的

族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指责、虐待和忽视，以便

妇女和女童享有有获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平等权

减少她们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风险和对此病的易

利，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指责、虐待和忽视；

感染性，并减轻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受其影响的人
所受的冲击；

(g)	还 重申女孩和妇女享有获得平等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
2. 预防

机会的人权，作为减少她们易受性传染疾病 / 艾滋病毒
感染的手段；

(a)	各 国政府、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政府间组
(h)	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赋予妇女权力并加强

织和非政府组织应个别地或集体地作出努力，把防治艾

妇女的经济独立，保护和促进妇女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

滋病毒 / 艾滋病作为发展议程的优先事项，特别是为最

基本自由，使妇女和女孩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于感染

易受伤害的群体执行多部门和权力下放的有效预防战略

性传染感染 / 艾滋病毒；

与方案，这些群体包括妇女、少女和婴儿，并要考虑到预
防儿童经母体感染的工作；

(i) 开办对性别问题敏感的经济、法律和社会服务及方案，
包括将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预防和护理服务纳入最基

(b)	各 国政府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协助下，必

本的保健计划，以此处理和降低在发生冲突等情况下艾

须采取长期、及时、有条理的综合艾滋病预防政策，辅以

滋病毒 / 艾滋病对妇女和女孩所带来的更大风险、易感

宣传和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教育方案，这些方案的设计

染性和冲击；

应具体配合妇女和女孩的需要，适合她们的社会文化环
境和敏感事项，适应她们的生活周期的具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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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紧努力，确定预防妇女和少女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

性避孕套等方法，以及提供自愿和保密的艾滋病毒检验

的最佳政策和方案，要考虑到妇女、特别是少女在社会、

与咨询，
并提倡负责任的性行为，
包括禁欲和使用避孕套；

生理和生物学方面都比男子更易于感染性传染病；
(k)	加强可持续、有效率、无障碍的基本保健制度，以支助预
(d) 采 取措施，除其他外，在方案中结合以家庭为基础的处

防工作；

理方式，向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受其影响的妇女和
女孩提供预防、护理和支助；并采取措施，在政策和方

(l)	应特别重视艾滋病毒的工作预防，尤其是儿童经母体感

案中结合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向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

染和强奸受害者的感染，以知情的同意以及自愿和保密

病并受其影响的妇女和女孩提供预防、护理和支助；

的检验、咨询与治疗为基础，采取的办法包括确保提供
获得护理的机会，提高负担得起的药物和诊断法、特别

(e)	确 保在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文化框架内有平等机会不受

是抗反转录病毒疗法的质量并使其更容易获得，以及加
紧现有的努力，要特别重视母乳育婴问题；

歧视地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接受关于生殖健康的预
防教育，并获得自愿检验和咨询服务与技术，尤其是着

(m)	力求确保各级学校、其他教育机构和非正规教育系统在

重于青春期男女和青少年；

预防艾滋病毒感染以及防止和消除指责和歧视的活动中
(f)	请 联合国艾滋病毒 / 艾滋病共同方案及其共同赞助者

发挥领导作用，办法是提供一个没有任何形式暴力、提

继续努力，在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文化框架内向青年人提

倡同情和容忍的环境，并提供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教育，

供完整、准确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同时除其他外，

包括关于负责任的性行为和性习惯、生活技能和改变行

鼓励他们推迟初试性事，或 / 和使用避孕套，并在这方

为的教育；

面敦促更加注意向男子和男孩灌输有关他们预防将性
(n)	与民间社会、包括传统的社区和宗教领袖们一同努力，

传染病、包括艾滋病毒 / 艾滋病传染给其伴侣的作用和

查明对两性关系有不利影响的各种习俗与传统习惯，并

责任；

消除使妇女和女孩更加容易受艾滋病毒 / 艾滋病之害的
(g)	提 倡两性关系平等，并提供信息和资源，以提倡知情、

习惯；

负责任和安全的性行为和性习惯，在性关系中相互尊重
3. 治疗、护理和支助

和两性平等；
(h)	鼓 励所有形式的媒体在处理艾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时，

(a)	请 各国政府确保妇女和男子在其整个生活周期中能有

提倡非歧视性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形象和非暴力文化以

普遍、平等的机会获得保健方面的社会服务，其中包括

及尊重所有人权、特别是妇女的权利；

教育、清洁饮水和安全卫生设施、营养、粮食安全和卫
生教育方案，特别是确保患上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受其

(i)	鼓 励男子和男孩通过青年领导和针对青年的艾滋病毒教

影响的妇女和女孩获得这种服务，包括机会性疾病的治
疗；

育项目及同侪方案等活动，积极参与对性别陈规定型观
念和态度以及在艾滋病毒 / 艾滋病方面两性待遇不平
等的挑战，并鼓励他们充分参与预防、减轻冲击和护理

(b)	请 各国政府致力为患上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妇女和女

工作，并设计和执行各种方案，以鼓励和促使男子能够

孩提供综合保健服务，包括提供饮食和营养补给品，治

采取安全、负责任的性行为和生殖行为，使用有效方法

疗机会性感染，使她们有充分、平等、不受歧视和迅速的

预防不想要的怀孕和性传染病、包括艾滋病毒 / 艾滋病

机会获得保健和卫生服务，
其中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的感染；

自愿和保密的咨询服务，
要考虑到儿童在获得信息、
隐私、
保密性、受尊重和知情的同意方面的权利，以及父母和

(j)	特 别是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内加强教育、各种服务、

法定监护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社区动员和信息战略，保护所有年龄的妇女免受艾滋病
毒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感染，办法包括发展各种安全、负

(c)	对艾滋病毒 / 艾滋病患者、特别是妇女和女孩的护理和

担得起、有效、容易取得并由女性支配的方法，诸如防止

支助，应采取全面办法，照顾到医疗、社会、心理、精神

性传染病和艾滋病毒 / 艾滋病感染的杀微生物剂和女

和经济方面的需要，目标是社区和国家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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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确 保进行国际、区域和南南合作，包括提供发展援助和

(d) 进行合作，加紧努力，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
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要求提供援助的情况下，

额外适当资源，以执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政策和方案，

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以应对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

力求终止艾滋病的蔓延，并为所有人、特别是感染艾滋

和受其影响的妇女和女孩、特别是孤儿和寡妇、女孩和

病毒 / 艾滋病的妇女和女孩提供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治

年纪较长妇女所面临的挑战 , 她们可能也是向艾滋病毒

疗和护理；

/ 艾滋病患者提供照料的主要的人，而且她们全部都特
别易受经济和性剥削；向她们提供必要的经济和心理社

(e)	鼓 励联合国艾滋病毒 / 艾滋病联合方案及其共同赞助

会支助，并通过创收方案和其他方法鼓励她们实现经济

者、双边和多边捐助者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

独立；

强它们对赋予妇女权力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支助，尤
其是通过非洲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组织，紧迫和优先地

(e)	提 供支助，以便执行各种特别方案，应付父母因艾滋病

注意特别是非洲妇女和女孩的境况；

死亡的孤儿、特别是可能容易成为性剥削受害者的女孩
(f) 增加投资，进行关于研制艾滋病毒疫苗、杀微生物剂、

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

其他由女性支配的方法、更简易和便宜的诊断试验、对
4. 进行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有利环境

性传染感染的单剂疗法和高质量 / 低成本的化合药物包
括治疗机会性感染和性传染感染的药物，以及治疗艾滋

(a)	呼 吁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相关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

病毒 / 艾滋病的其他医药的研究，着重于妇女和女孩的
需要；

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它们对国家防治艾滋
病毒 / 艾滋病、尤其是使妇女和女孩受益的努力的支助，
包括对提供负担得起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诊断和治疗

(g) 在受打击最大的区域支持并协助尤其是国家一级的针对

结核病和其他机会性感染的药物的努力的支助；加强保

不同性别的艾滋病毒 / 艾滋病疫苗和疗法研究和发展

健系统，包括可靠的分配和提供系统；执行强有力的非

中心，并支持各国政府在建设和 / 或加强本国在这些领

专利药物政策；大宗采购；同制药公司谈判以降低价格；

域的能力的各种努力；

建立适当的筹资制度；鼓励地方的制造和进口措施与国
家法律和国际协定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受打击最大的区

(h)	制 订并执行以及加强已经为执法人员、监狱人员、医务

域，艾滋病毒 / 艾滋病在当地流行正严重妨碍国家发展

人员和司法人员以及联合国人员、包括维持和平行动的

所取得的成果；

工作人员开办的现有培训方案，使他们对受威胁和虐待
的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妇女和儿童、包括静脉注射毒

(b)	采 取行动消灭贫穷，贫穷是促成艾滋病毒感染蔓延的主

品使用者、女囚犯和孤儿的需要更加敏感，并作出更积

要因素，并使该流行病的影响变本加厉，对妇女和女孩

极的反应；

尤其如此，而且使家庭的资源和收入枯竭，危及今世后
(i) 确 保在所有冲突、冲突后及维持和平局势中以及在紧急

代的生存；

情况和自然灾害中采取即时和重建方面的应对办法时，
(c)	通 过减免债务、
包括选择取消官方发展援助债务等办法，

女孩和妇女在艾滋病毒 / 艾滋病方面的需要得到解决；

确定和落实面向发展的持久解决办法，在处理发展中国
(j) 为患上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女性药物滥用者提供对性

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债和偿债问题时结合性别观
点，以协助它们为实现发展目标、包括提高妇女地位的

别问题敏感的预防和治疗服务；

方案和项目筹资，方法包括推动提供保健服务和执行特
别是以妇女和女孩为目标的艾滋病毒 / 艾滋病预防方案

(k)	为艾滋病毒 / 艾滋病患者网络以及参与执行艾滋病毒 /

等；在这方面欢迎《科隆减免债务倡议》，特别是迅速执

艾滋病方案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尤其是妇女团体

行，
《增加优惠的重债穷国倡议》；并鼓励各国政府确保

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以加强它们的努力；

提供充分的经费以付诸实行，并执行将节约资金用于支
助对性别问题敏感并向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并受其

(l)	在 预防以及为患上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妇女和女孩提

影响的妇女和女孩提供预防、护理和支助的除贫方案的

供包括治疗和支助在内的全面护理方面采取均衡兼顾

规定；

的办法，同时考虑到使妇女和女孩容易感染艾滋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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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贫穷、
营养不良状况和不发达状况所起的作用；
(m)	敦促相关的联合国实体在其对控制性传染感染和艾滋
病毒 / 艾滋病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采取后续行动和进行
评价时纳入性别观点；
(n)	赞 扬艾滋病方案成功地加速促进预防工作和获得护理
的机会的倡导活动，敦促各国政 府和国际社会 继续开
展倡导和游说活动，并敦促各国政 府同多国制药公司
进行谈判，以便削减有关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药物和
诊断 法的市价，确保患上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妇女和
女孩能 够获得、负担得起而且可以持续得到这些药物
和诊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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