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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于
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的执行情况

2021 年 2 月 23 日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75/L.59)]

75/260. 2021 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安排
大会，
重申对《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1 以及 2006、2 2011 年3
和 2016 年4 大会高级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各项政治宣言
的承诺，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5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6 和大会关于千年
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7 中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目标和承诺，
并欢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6 中关于到 2015 年遏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蔓
延的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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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15 年 9 月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及其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流行病的大胆承
8

诺，并强调该议程与《2030 年议程》其他目标和具体目标存在相互联系，
又确认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
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9 支持针对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特别是那些对发展中国家造
成过度影响的疾病研发疫苗和药品，以及提出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
重申致力于实施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争取全面落 实《2030 年
议程》
，
欢迎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关切地注意到各国之间和各国
内部的进展参差不齐，如不作出新的承诺和加快行动，这些成果仍然是脆弱的并
可能发生逆转，
表示深为关切的是，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发之前，全世
界在实现 2016 年《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所载的有时限目标
方面尚未步入轨道，错过了到 2020 年底实现这些目标的截止期限，而 COVID-19
大流行又造成更多挫折，使艾滋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偏离轨道，
注意到 2021 年是报告发现第一个艾滋病病例的第 40 个年头，也是联合国艾
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开始其可贵工作的第 25 个年头，又注意到在制定新的
《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
认识到艾滋病仍然是一个紧迫的全球医药卫生和发展挑战，又认识到需要应
对在包括初级预防在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持续存在的挑战和差距，消除
COVID-19 大流行病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处理使这两种流行病得以肆虐的国家
内部和国家间的根本性不平等问题，
1.

决定于 2021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将全面

审查在履行 2016 年《政治宣言》中关于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流行的承诺方面取
得的进展，以及应对措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如何继续以最佳方式促进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卫生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尤其是成功事例、最
佳做法、经验教训、障碍和差距、挑战和机遇，包括在伙伴关系与合作方面，并
将全面审查在指导和监测 2021 年以后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就加快行
动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流行作出新的具体承诺)方面以及在推动领导人、国家、
社区和合作伙伴就加快和执行全面、普遍、综合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再次
作出承诺方面提出的建议；
2.

又决定为高级别会议作出如下安排：

(a) 高级别会议将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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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大会主席、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

任、一位公开表明感染艾滋病毒者和一位积极参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知名人士发言；
㈡

一般性辩论：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的发言，发言名单将按照惯例确定，

单个代表团发言的时限为三分钟，代表国家集团发言的时限为五分钟；
㈢

专题小组讨论：最多举行五次，应与一般性辩论连续举行；

㈣

闭幕式：小组讨论主席发言，总结讨论情况；

(b) 会议时间将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举行；
(c) 会议无论采取到场、虚拟或混合形式，将由大会主席根据对卫生健康状
况的评估并与会员国密切协商后，于 2021 年 4 月决定；
3.

还决定高级别会议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听证会将进行网播，并鼓励大会主

席和秘书长利用所有相关媒体平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使高级别会议得到最广
泛的宣传；
4.

邀请会员国和大会观察员参加高级别会议并派最高级别代表出席；

5.

鼓励会员国在出席高级别会议的国家代表团中酌情包括所有相关部委

的部长、议员代表、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严重的城市市长代表、民间社会(包
括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可以代表艾滋病毒感染者、面临艾滋病毒风险和受艾滋
病毒影响者、处境脆弱者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组织和网络；
6.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各方案、基金、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全

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包括亲善大使在内的其
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并作出贡献，并敦促各方考虑采取举措
支持筹备进程和会议；
7.

又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8.

请大会主席至迟于 2021 年 4 月组织并主持一次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

会，将此作为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一部分，让艾滋病毒感染者、面临艾滋病毒
风险和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人(包括关键人群)、会员国代表和大会观察员、议员、
地方政府代表、受邀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
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术界、医学协会、私营部门和更广泛的社区积极参与，
并请大会主席在高级别会议之前编写一份听证会摘要；
9.

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的非政府成员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
10. 决定，经与大会主席协商，高级别会议各次全体会议的发言名单也可包
括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
表，每组一人，于多方利益攸关方互动听证会期间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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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大会主席考虑到透明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并适当注意性别均等，
拟订一份可参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小组讨论)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
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代表的名单，将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供其在无异议
基础上审议，10 并提请大会注意该名单，由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参与者名单作出
最后决定；
12. 又请大会主席在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协助下并与会
员国协商，至迟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最后确定高级别会议和多利益攸关方互动听
证会的组织安排，以及确定在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名公开表明感染艾滋病
毒者和一名积极参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知名人士的人选，至迟于 2021
年 5 月 7 日最后确定小组讨论的主题和安排；
13. 请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继续尽可能促进在国家和区域两
级进行包容协商，由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等相关利
益攸关方参加，以审查在实现 2016 年《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中提出的、应到 2020 年达到的有时限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应对差距、
障碍和挑战方面存在的机遇；
14. 请秘书长考虑到上述进展情况审查协商的现有成果和结论，至迟在大会
开始审议之前六个星期提交一份综合分析报告，说明在履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
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各项政治宣言中所载承诺方面
取得的进展和依然存在的挑战，以及就克服这些挑战的可持续办法提出的建议；
15. 请大会主席与所有会员国进行及时、公开、透明、包容各方的协商，同
时适当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和对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其他建言，以期通过一项
简明和注重行动的宣言，将此作为高级别会议的成果文件，供会员国商定，该宣
言将重申《承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各项政治宣言并在此基础上
更进一步，以指导和监测 2020 年以后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工作，争取到 2030
年实现消除艾滋病流行的承诺。

2021 年 2 月 23 日
第 55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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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单将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
应将任何反对意见的大致理由告知大会主席办公室和提出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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