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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第 3 圆桌会议
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影响与加强国家防治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能力
一. 背景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多层面影
响

国家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缘故正在上升 拖慢了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的以 2015
年把儿童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二的目标的进度

1.

艾滋病毒/艾滋病在病情严重的国家对社会和经

济发展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将成为实现千年首脑会议
发展目标的最大障碍

死于艾滋病的人大多数在 15

至 49 岁之间 使得家庭 社区和整个国家失去了最
有生产力的年轻人

因此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为害

教育
3.

由于教师死亡 孤儿退学 在识字率和入学率方

面取得的成果正迅速消失

在一些病情最严重的国

极大 它增加贫穷程度 使人类发展倒退 削弱政府

家

提供必要服务的能力 减少劳动力供应和生产效率

学 到 2015 年时 艾滋病毒孤儿的人数预计将达 4 000

阻挡经济增长的步伐

万

父母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儿童中约有一半退
表明千年首脑会议到 2015 年普及初级教育的目

标现在已难以实现
生存
经济增长
2.

艾滋病使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幅度增加 在非洲 35

个病情严重的国家 1995-2000 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

4.

估计为 48.3 岁 比没有艾滋病毒的寿命要少 6.5 岁

少 1 至 2

到 2005-2010 年 在 11 个病情最严重国家的平均出

作

生时预期寿命预计将减至 44 岁 而没有艾滋病毒的

之一到四分之一 有些国家甚至更多 私营部门的增

寿命预计将增加到 61 岁 此外 在一些病情最严重

长和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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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情最严重国家 这种疾病使经济增长每年减
妨碍以公平增长的方式减少贫穷的工

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到 2020 年将减少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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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贫穷
5.

社会内聚力

艾滋病毒/艾滋病加重了城乡地区人民的收入贫

穷程度 因为家庭中养家活口的人死于艾滋病 生计
困难 保健和丧葬费用使储蓄减少 有一项研究指出
如果有一个养家活口者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家庭

10. 艾滋病毒/艾滋病威胁到社会的结构

不利于社

会和政治稳定 艾滋病毒正在杀害好几代具有生产力
的青年人 使大批儿童失去父母和社区支持 任人剥
削

缺乏教育和谋生机会

有一个国家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

11. 为解决这些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特别会

不解决这个

议承诺宣言草稿列入了有时间性的目标 拟订和执行

问题 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一半的千年首

维持必要服务和加强减贫工作的战略 包括针对病情

脑会议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最严重的家庭和社区的方案 见承诺草稿有关章节

的收入下降 80

数因为艾滋病毒/艾滋病至少增加了 5

劳动力
6.

在撒南非洲 劳动力人数到 2020 年要比没有艾

滋病毒/艾滋病时减少 10 至 30

人力资源的破坏

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的丧失 加上生产力下降 将使人
力资源无法应付劳动需要 给公私营部门的雇主带来
严重后果

艾滋病毒/艾滋病使童工问题更为严重

因为失去父母的儿童必须自己谋生

12. 全世界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策略重点包括
通过宣传 新闻和教育来控制疾病和预防新的感染
用交流来改变行为 分发避孕套 针对特别容易感染
的群体的方案 以及其他重要措施 另一类策略是注
重如何照顾和支持感染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人 随着
新的治疗方法越来越普及和可以负担 这方面的工作

粮食安全
7.

二. 目前的对策

艾滋病使农业中现有的劳动瓶颈更严重 使营养

不良人口增加 并加重农村妇女 尤其是农村户口的

将会加强 无论是为了救命和减少痛苦 还是为了减
少对未来人类发展和减贫工作的影响 预防和治疗都
是优先事项

家长 的负担 一些地区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 到 2015
年把饥饿人口减少一半的千年首脑会议发展目标可
能因一些国家的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而无法实现
施政
8.

增无已 随着受到艾滋病毒感染的人发病死亡 病情
最严重的国家受到极大的冲击 延长寿命的治疗方法
很可能无法短期内在穷国普遍实施 所以艾滋病的死

艾滋病毒/艾滋病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基本社会服

务的能力 人力资源丧失 公共收入减少 预算支出
被转用于应付疾病

民间社会团体可能因此无法存

在 对民主制度也产生相应的影响

亡率将继续升高 据联合国人口司估计 2015 年 45
个病情最严重国家将因为艾滋病毒/艾滋病减少 9 700
万人 大多数人死亡的原因是青年成人的死亡率急剧
上升
14. 对于如何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发展的影响缺

妇女
9.

13. 尽管预防和医护的工作日益加强 艾滋病仍然有

乏国家和全球行动 因此 家庭 社区和民间团体负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妇女的生产和生育功能影响

起了面对这一病害的最大责任 它们站在减轻影响的

特别严重 由于生物和社会因素 妇女比较容易爱到

第一线 直接解决民众的需要 政府的支助往往很少

艾滋病毒感染 在许多国家 青年妇女的感染率是青

甚至没有 社区正在动员起来 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和

年男子的四倍 对艾滋病毒患者和艾滋病孤儿来说

团结精神 尽管它们最有生产力的成员过早去世带给

妇女也是主要的照顾者

它们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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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全球策略往往忽视了对
发展和减贫工作的影响

关于艾滋病影响的研究很

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因艾滋病而更为恶化 并且会助
长艾滋病毒的传播 过去 20 年的研究和经验表明

多 但很少按照研究结果执行措施来减轻这些影响

这些情况与感染病毒和缺乏治疗明显相关

发展专家和决策者之间很少讨论艾滋病毒/艾滋病的

毒/艾滋病当然应视为最严重的紧急情况

影响 在商定全球发展目标时也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困

贫方面稳步前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保健危机的一个

难 那就是在大部分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区成人的艾滋

长期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 人民和国家必

病死亡率激增

须摆脱贫穷 预防和医护才能发挥作用

16. 本文件认为对于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没

20. 艾滋病毒/艾滋病肆虐的国家面临双重危险

有做任何工作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过去十年 部分

方面

由于 1995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作出的全球

的 规划和执行发展战略的工作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

承诺 整个减贫努力已经强化 过去一年 尤其在非

强大的国家能力变得更为关键 因为各国面对艾滋病

洲

艾滋病毒/艾滋病已逐渐纳入减贫战略

最近对

20 个国家战略的审查显示 已将艾滋病列为贫穷深化
的一个因素 有几个国家战略把防治艾滋病列为减贫
工作的主要行动 但是

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众 家庭和社区的方案 部分由于加强了全球支助
但是

但是在减

一

由于人力资源损失和稀少资源转用于其他目

的重大挑战 不仅在保健部门必须有这种能力来应付
疾病的额外负担和提供新的治疗方法 在政府 私营
部门和民间社会也必须有这种能力 来支持广泛的预
防和社会动员工作 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17. 此外 一些国家制订了专门支助感染艾滋病的民
在支助艾滋病孤儿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艾滋病

到

2010 年全世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孤儿将会超过

21. 为了实施承诺宣言草稿中与艾滋病的社会经济
影响有关的章节 以下列举四个优先事项 供第 圆
桌会议讨论审议

4 000 万 这些努力远不足以应付需要

三. 执行承诺宣言的前景

. 加强扶贫工作
22

为了在病情严重的国家实现千年首脑会议发展

目标和本国的人类发展指标 必须重新评价和调整现
18. 鉴于对人类发展目前和未来的影响 现在必须采
取非常行动 加强减贫工作 这些工作包括 尽管人
力资源减少 也要维持基本社会服务 虽然生产力损
失以及公共卫生预算出现赤字 也要实施鼓励公平经
济增长的战略 这些工作必须成为通盘国家发展计划
和减贫战略的一部分
19. 为什么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发展的影响是对
付艾滋病全球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上文指出 在具有生产力的年龄组的高死亡率

行减贫战略

以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独特挑战

艾滋病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尤其需要注意 因为这些社
区往往缺乏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 而城市患病后又回
到故乡 必须加紧努力 促进公平增长 创造就业机
会 提高收入 改进农业产品 宣传非正规部门的谋
生方式 以抵销最有生产力的年龄组高死亡率产生的
贫穷效应 妥善分配国内稀少资源的工作变得更为困
难 不是与减贫和改善基本社会服务直接有关的项目

会产生贫穷效应 如果没有政策 战略和足够的资源

很难列入预算 在拟订减贫战略文件时 必须考虑到

来解决问题 千年首脑会议的发展目标不太可能在非

艾滋病目前和预期的影响 例如 布基纳法索和肯尼

洲大多数国家和艾滋病继续蔓延的世界其他地区实

亚都根据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调整了减贫战略

现 第二 低度人类发展 普遍贫穷以及教育和保健

将减免债务的节余用于艾滋病毒的预防和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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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儿童 妇女

老人和其他群体的特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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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强国家减贫战略 还必须用特别的社会保

护方案来支持病情最严重的个人 家庭和社区 艾滋
病对作为照顾者和养家活口者的妇女带来沉重负担
因此必须提供社会保障安排来应付这些需要 此外
必须特别努力来解决艾滋病孤儿的需要 包括努力提
供初级教育 粮食 保健和其他社会支助 这项努力
的主要工作是支持社区现有的照顾孤儿机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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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特别努力 维持必要的公共服务 例如教育

国家 公共部门的艾滋病的重压下崩溃 因为必要的
人员死亡 预算转用于照顾患者和垂死的人 此外
在病情最严惩国家 由于通盘经济活动受到影响和国
产总值缩小 政府的收入至多可能减少五分之一 国
家预算 中期开支计划和部门发展计划都必须面对这
些影响 在编制预算时特别顾到穷人在艾滋病严重的
国家尤其重要 必须采取特别措施 避免公共部门崩
溃 这些措施包括快速培训和征聘新教师 护士和其
他必要公务员 将预算经费用于最必要的服务 以照
顾 支助和和团队合作的方式使感染艾滋病的人继续
工作 这些措施与私营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动方向
马拉维末雨绸缪

采取步骤评估艾滋病毒/艾

滋病对公共部门的影响 并实施工作场所政策 使必
要公共服务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运作

4

应付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影响

25 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政策必须调整 以应付技
术工作 生产力和人力资源开发受到的影响 必须采
取措施 支持和保护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 给
予他们的照顾和支助 改变例行工作时间 尽量提高
他们的生产效率 巴西国民汽车公司成功实施了预防
和治疗方案 使工人之间减少许多感染 因艾滋病
政府 工人与雇
毒/艾滋病而不上班的减少了 90
主之间必须开展社会对话 制订法律和政策框架 应
付艾滋病对工人的影响 国家和企业都应该制订关于
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工作场所的行为守则

防止必要公共服务和民主治理机构崩溃

保健 安全 司法和民主治理机构 在病情最严重的

相似

4

26 病情严重的国家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声援 合
作和财政支持 就不可能克服这些挑战 虽然这个问
题是由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对策的筹资问题的第 4
圆桌会议来讨论 必须强调要大幅度提高给予病情最
严重国家的官方发援助 以支持通盘减贫战略和改善
社会服务 自 1990 年以来 艾滋病毒流行率最高 超
的 28 个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几乎少了三
过4
分之一 从 125 亿美元减为 86 亿美元 1 这个趋势必
须扭转 把资源增加到足以克服这一挑战的水平 同
时 必须考虑是否可能完全取消病情最严重国家的债
务 因为艾滋病灾情严重 可以把取消债务节余的大
部分款项用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防和医护
国际社会不提供这种支助 就是没有履行诺言
没有帮助非洲大多数国家以及艾滋病流行的世界上
其他地区实现千年首脑会议的发展目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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