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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介绍 

年度报告 

全球性工作者项目网络（NSWP）是一个会员制组织，致力于帮助全球南部和北部的性工作者

发声。我们的组织文化和规则确保组织由性工作者领导，并且性工作者能够在 NSWP 的各个层

面上有效参与。NSWP 的成员是来自全世界的区域性性工作网络和组织。要加入 NSWP，必须

赞同支持 NSWP 的核心价值： 

• 认可性工作是一项工作 
• 反对一切形式对性工作（包括性工作者、客户、第三方、家人、伴侣和朋友）的刑事

定罪和其他法律压迫 
• 支持性工作者的自我组织和自主决策 

 
*“第三方”一词包括管理者、妓院所有者、接待人员、佣人、司机、房东、出租房间给性工

作者的宾馆，以及其他任何给性工作提供辅助的人。 

我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组织历史。多数是性工作者团体，一些是小型

NGO，一些是政府组织或国际 NGO下属的项目。一些项目主要提供服务，一些则关注倡导，

还有一些项目致力于通过动员以降低性工作者的脆弱性并应对影响性工作者健康福祉的人权问

题。一些成员组织关注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一些专注于女性、男性或跨性别性工作者。一些

成员组织也致力于性工作者的孩子。 

NSWP 旨在提升对全世界性工作者健康福祉需求的意识，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开展对政策与

行动的倡导，以推动性工作者的人权——这些基本权利包括健康权和免于遭受虐待、暴力和歧

视的安全工作环境。NSWP 建立并维持现有区域工作网络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紧密联系（包括亚

太、中东欧、中亚、非洲、拉丁美洲、北美、加勒比地区，以及其他未被现有工作网包含的地

区。 

2013 年理事会成员 

主席：Andrew Hunter (APNSW) –2013 年 12 月 26日意外去世。 

非洲:Aimee Furaha (AHUSADEC,刚果民主共和国) & John Mathenge (HOYMAS, 肯尼亚); 

亚太:Fatimah Abdullah, (APSNW, 马来西亚) &Kaythi Win (APNSW, 缅甸); 

欧洲: BorceBosinov (Star-Star, 马其顿) &PyeJakobsson (Rose Alliance, 瑞典); 

拉丁美洲: Alejandra Gil (APROASE, 墨西哥) &Karina Bravo (Asociación Flor de Azale, 厄瓜多尔); 

北美及加勒比海: ElyaDurisin (Maggie’s, 加拿大) &CraceyFernandes (Guyana Sex Work Coalition, 圭

亚那).  



 

2 | P a g e  
 

新理事会成员在2013年11月上任。所有理事会成员都是性工作者，一名理事会成员是艾滋病

毒感染者。 

NSWP也希望对以下与今年卸任的理事会成员表示感谢： 

• 非洲：HousnatouTembely (DANAYA-SO, 马里) 
• 亚太: KhartiniSlamah (APNSW,马来西亚) 
• 欧洲: MariannBodzsar (SWAN, 匈牙利) 

• 拉丁美洲: Angela Villon Bustamente (Movimiento de Trabajadoras Sexuales del Perú , 秘鲁)  

哀悼 NSWP 主席 Andrew Hunter 的去世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沉痛哀悼 Andrew Hunter 的去世，他是我们的主席，是 APNSW和 NWSP

的创始人之一。他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曼谷去世。 

他的突然逝世是性工作者权益和艾滋病毒治疗行动者运动的巨大损失，使我们在此刻无比悲痛。 

在这个灾难时刻，我们愿为他的长期伴侣 Dale，他的朋友和家人提供全部支持。 

Andrew Hunter 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我们很多人有幸了解与敬爱他。他是个了不起的行动者，

25 年来不屈不挠地为影响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吸毒者、跨性别者和男性同性恋者的问

题开展运动。 

Andrew 为维多利亚娼妓团体（PCV）工作，协调男性性工作者项目，设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社

群管理的针具交换项目。他是绯红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是昆士兰静脉援助协会（QUIVAA）
的协调员。1994 年，Andrew 出席了横滨的国际艾滋病大会，在那里，亚太地区的性工作者建

立了亚太性工作者工作网络（APNSW）。之后，作为艾滋病毒项目官员，他关注布里斯班内

城的无家可归青年，经常在青年与有关部门之间进行调解。 

在墨尔本大学，Andrew 没有通过 Sheila Jeffrey 的女性革命研究课程，这是他的光荣。他在该

课程上撰写关于 PCV历史的报告，据说立刻被扔进了垃圾箱。在性工作者权益运动中，

Andrew 是一名先锋领袖。他曾在澳大利亚 Monash大学研读人权与生物伦理，为艾滋病治疗进

行不懈的倡导。 

 

 

近期，Andrew 致力于 APNSW 的工作，并成为 NSWP 的主席，这两个组织他都是创始成员之一。

他是柬埔寨女性团结工作网的理事会成员，参与社群法律服务项目的管理，该项目由性工作者

操作法律服务。Andrew 也是抗击艾滋病、结核与疟疾全球基金理事会的社群代表团的积极成

员，全球基金人权谘商小组的成员，全力运动，促进全世界性工作者的人权得到承认，使性工

作者参与到艾滋病政策讨论、设计、实施和评估的中心。他发挥巨大作用，推动如全球基金和

联合国这样的主要国际机构重视性工作者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权益，以保障这些群体的人权得到

尊重与支持。 

2013 年 NSWP 全球倡导主题： 



 

3 | P a g e  
 

• 为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倡导普遍可及的医疗服务，包括基础医疗保健、艾滋

病、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 反对人权侵害，包括强迫性的项目、强制检测、突然搜查和强迫康复； 
• 挑战针对性工作者、他们的家人和伴侣以及其他参与性行业的人的污名与歧视 
• 反对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压迫，支持性工作是一项工作； 
• 大声揭发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包括来自于警方、机构、客户和伴侣的暴力，反驳关

于性工作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谬论； 
• 批判混淆了性工作、移民和迁徙的所谓人口贩卖模式； 
• 倡导性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经济赋权和社会包容。 

 

 

2013 年观点 

对 NSWP 来说，2013 年是令人激动的一年，全球性工作者权利面临了很多新的机遇与威胁。

在已有的和新获得的资金支持下，NSWP 维持并巩固了作为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国际网络的地

位，努力增强性工作者能力。NSWP 参与对话，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以权利和实证为基础的影响

性工作者政策和项目。 

 

这一年，NSWP 及其成员的工作有很多亮点，包括发布了三份重要文件，创造并抓住机会，倡

导性工作者获取普遍可及医疗服务（包括获得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有力地

将性工作者人权带入关注重点。这三份文件主要依赖于性工作者社群的参与协助，保障性工作

者为自身发声。 

 

这三份文件分别是《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宣言》（发表于 2013年 12 月 17 日，国

际终止针对性工作者暴力日）；在 ICAAP11 和 ICASA2013启用的《性工作者参与手册》；关

于性工作者主导的艾滋病项目最佳实践的全球报告。NSWP 还参与了一系列活动来推动战略计

划 2013-2015 中三个年度目标的实现； 

• 在 NSWP 过去成就积累的基础上，作为全球网络致力于实现性工作者人权； 
• 提高性工作者主导的工作网和组织的能力，支持性工作者领袖的产生； 

• 促进以权利和实证为基础的影响性工作者的政策和项目。 

 
亮点 

亮点 1：在 ICASA 2013 和 ICAAP 11 发表《共识宣言》 

 
 
2012年，NSWP进行了一次成员谘商，以制定一份共识宣言。《共识宣言》在开放社会基金

会资助下得以制定。该宣言是一个由 NSWP 及其成员完成的倡导工具，旨在影响国际性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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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政策与立法。谘商程序始于加尔各答的性工作者自由节，该节日是当年在华盛顿举行的

2012 IAC 的替代会议。在加尔各答谘商后，陆续咨询了 NSWP五个区域的成员组织，征求了

更多社群所在地的各种法律人权背景信息。提供反馈的组织随后接受了一次深度访谈，澄清关

于性工作者需求的一致与分歧，以达成共识。《共识宣言》的目的是重建一个全球倡导平台，

表明 NSWP 的原则与立场，获得共同语言，重点是对权利以及相应需求的赞同。 
 
 
《共同宣言》以 NSWP 成员及其所代表的性工作者的名义发布。无论其性别、阶层、人种、族

裔、健康状况、年龄、国际、公民身份、语言、教育水平、残障和其他因素。 
 
 
宣言覆盖 8 项权利： 
 

• 结社的权利； 
• 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 免于暴力的权利； 
• 免于歧视的权利； 
• 隐私和免于任意干涉的权利； 
• 健康权； 
• 流动迁徙和移民的权利； 
• 劳动就业的权利 

 
 
NSWP 在 ICAAP 2013 上发布了宣言，并在 ICASA 2013发布了法语和英语的印本。之后，该宣

言由秘书处员工广泛发送至所参与的所有社群、捐赠者和联合国会议，并通过 NSWP 官网、脸

书和推特传播。 
 

 
 

亮点 2：在 ICAAP 11 启用《性工作者实施工具》（SWIT） 

 

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 11 届亚太艾滋病国际大会（ICAAP 11）上，《实施全面 HIV/STI 性工作

者项目：协作干预实践途径》或《性工作者实施工具》（SWIT）的发布，促进了以权利和实证

为基础的政策与项目的实现。 

 

该工具的开发获得了性工作者的有效参与，对性工作者而言，这是制定高效的权利基础的艾滋

病项目的重要一步。工具是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服务机构、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和民间组织

的合作产物。 

 

NSWP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世界卫生组织

（WHO）、盖茨基金会、疾控中心、全球艾滋病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GAC）和美国国际开发

署（USAID）组成开发指导小组，确定基于《性工作者指南》（又称“粉皮书”）的框架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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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来制定一份面向政策制定者、项目管理人员和服务机构的实操性实施工具 1

 

。每一章都形成

了包括来自社群主导组织的性工作者在内的多方工作组，以提供工具所需的内容和最佳实践。 

2013年 5 月，在加纳举行了一次大型技术咨询会议，与会者中 25%是由 NSWP 推荐的性工作

者，以提供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其余参会者由学者、医师、捐赠方、政策制定者和项目管理

者组成。SWIT在 2013年 10 月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年度会议上提出，

之后在 11 月的 ICAAP 11上的性工作者工作网区域和 12 月的 ICASA 上正式发布。关于 SWIT发
布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获得全球基金的采纳，将它作为面向性工作者的权利基础项目方案的

指导的一部分。UNAIDS关于艾滋病与性工作的指导委员会会监测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在国家

层面的启用。 

 

该工具包括世界各地最佳实践的简短案例研究，着重强调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重要性。例如，

介绍了印度性工作者主导的艾滋病项目（SANGRAM），在分享知识和性工作者社群能力建设

中，全球南部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形成南南联结的重要性，具体介绍了 NSWP 辅助的印度-肯
尼亚交流项目。 

 

主题包括： 

 
• 原则必须支持高效艾滋病项目方案，即性工作者主导的社群实施性工作者设计的项目；在

实操中性工作者主导的含义，如何促进有力的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的形成； 

• 应对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 

 

• 如何实施安全套与润滑剂项目，以及其他艾滋病预防、治疗与关怀的医疗干预； 

• 如何管理项目及增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能力。 

由最佳实践和实证基础的建议组成的性工作者有效参与，再次证明性工作者的健康不会凭空出

现，各国应努力使性工作非刑罪化，促进性工作者社群的赋权与自主决策，为抗击艾滋病打下

坚实基础。 

 

来自APNSW的已故的Andrew Hunter曾在SWIT在ICAAP 11 上发布时说：“这份文件最激动人心

的部分在第六页。翻开第六页，上面写着‘这个程序代表了一个模式的改变，从性工作者作为

服务接受方转变为性工作者社群的自主决策。’”他提出，在未来，性工作者将共同运营我们

自己的诊所，并强调，为实现这个目标，“全球基金应当以此为范例，来选择资助项目，拒绝

那些没有达到最低标准的项目申请”。他还强调，这个工具对全球北部的性工作者也很重要：

它阐述了非刑罪化和性工作者社群赋权应当是全球性的最低标准。“性工作者需要知道这个，

要求这个，不能后退！这是给所有国家的标准！” 

                                                           
1
该工具的正式名称为《面向中低收入国家性工作者的艾滋病与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来自公共

卫生干预的建议》 

http://www.nswp.org/members/asia-and-the-pacific/asia-pacific-network-sex-workers-ap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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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3：全球报告：性工作者主导的艾滋病项目的最佳实践 

 

得益于罗伯特卡尔公民社会网络基金（RCNF）的资助，NSWP 能够实施一个全球项目，确认并

记录性工作者提供性工作与艾滋病相关服务的最佳实践。 

 

2013年，NSWP实施了一全球项目，确认并记录由性工作者开展性工作与艾滋病相关项目的

最佳实践；确认并记录性工作者及其在获取艾滋病相关治疗中的问题，以及自由贸易对可及性

的影响；确认并记录没有采取基于人权的途径的面向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相关项目的影响。 

 

更具体的目标是： 

1. 记录性工作者的经历，通过最佳实践的范例来分享政策影响工具的开发；巩固性工作

者团体的努力，促进有效参与政策和项目开发，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放大他们的声音； 
2. 记录性工作者获取治疗的途径以及未使用基于人权途径的艾滋病项目的影响，如强制

性艾滋病项目，缺乏获取可负担的有效艾滋病/性别治疗的途径。 

 
雇佣顾问分别在五个区域开展研究：非洲、亚太地区、欧洲（包括中亚）、拉丁美洲、加拿大

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在咨询过相关区域谘商团体后，从每个区域选出 4 个性工作者主导的艾滋

病项目，作为最佳实践范例呈现。 
 
 
全球报告概述了 20 个案例，提供了由性工作者主导的有效医疗干预的情况，并深入剖析了他

们面临的障碍不仅在于获取艾滋病预防和医疗服务，更是无法享有公民的全部权利。报告包含

了一系列区域报告。 

 

至今，只有不到 1%的针对艾滋病预防的全球性资助投向艾滋病和性工作（UNAIDS,2009），

但那些主导使使性工作者遭受人权侵害的法律政策的人，却担忧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这些人

权侵害使性工作者的性健康乃至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性工作者面临的健康障碍是来自多方面

的，从警察没收安全套作为证据，到“疾病传播者”污名引发的针对性工作者的仇恨犯罪，以

及医疗服务费用高昂，不尊重隐私，无身份文件的移民无法就医或以离开性行业为条件等等。 

 

在世界各地，很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成功开展了艾滋病项目，有些克服了极端不利的条件。他

们的项目考虑到了性工作的复杂性，认可直接咨询服务目标受益人并获得他们积极参与的重要

性。他们的项目方式是典型的无判断态度、对压迫的交互分析和“无参与不项目”的承诺。通

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所服务的性工作者的信任，并看到他们整体健康的真正改善，包括艾

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发病率降低，和艾滋病阳性性工作者获得适当的治疗。全球报告中提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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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组织有了巨大前进，他们令当地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及执法人员意识到影响性工作者的复杂

问题，使服务变得更高效和友好。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果，这些组织自身仍经常在财政紧张的状

态下运作，所处的政治环境很不利，针对性工作者和其他边缘人群的污名与敌意广泛存在。 

 

NSWP 将继续致力于增强五个区域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能力，确保性工作者有效参与，以促

进基于权利的艾滋病项目普遍可及。 

 

2013 年 NSWP 目标与相关活动 

 
目标 1：在 NSWP 的成就积累的基础上，作为全球工作网络致力于实现性工作者的人权 

 

在 NSWP 全球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成就基础上，始于 2012 年的增强工作网络的活动继续推进。 

 

2013年，NSWP位于爱丁堡的全球秘书处继续提供积极工作环境，服务 2013 年六月上任的全

球协调员、运营经理、高级政策官员、全球艾滋病政策官员和通讯官员。秘书处继续发挥交流

枢纽的作用，及时知会成员世界各地的活动，并向各区域网络的成员组织征集区域性和全球性

事件。在 2013 年，NSWP 继续与翻译、网站开发、编辑和美术设计等方面的顾问合作。NSWP
成员从 2012年的 150 余名增加到覆盖 5 个区域的 195名，NSWP持续主持并协调全球和区域

性邮件组，使成员能够分享信息/经验和相互请求支持。通讯官员的委任使得秘书处能够提供

更多信息产品。 

 

NSWP 的公共区域运行良好，每天更新激动人心的新闻和相关信息。网站的新闻版收集了大量

的最新新闻故事，涉及世界各地性工作者权益相关议题。NSWP也上传了更多资源，为性工作

者社群提供一个获取性工作相关研究的平台。这些研究有 NSWP 发布的，也有其他机构发布的。

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提议是专门为 NSWP 成员的出版物和社群知识建立一个资源区。 

 

 

这些 NSWP 交流策略的组成部分，都通过 NSWP 对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而得到了

增强，既在工作网络内部广泛传播，又使我们能够接触外部受众，放大性工作者和 NSWP成员

的声音。NSWP 主要利用脸书和推特分享信息和观点，推广性工作相关的活动。脸书成员从

2012年的 1388 名增至 1560 名，NSP 推特主页在 2013年新增约 1500 名关注者，达到 5982
名。这些平台将获得更多使用，以连接成员和盟友。 

 
2013年，NSWP授权起草了九份简报。在这一年，NSWP 发表了简报《性工作者的艾滋病药物

可及性》《阳性性工作者的声音与需求》《第三方非刑罪化》。其余简报是《性工作与法律》

《男性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亚太地区性工作者展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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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赋权》《非基于权利的艾滋病项目对世界各地性工作者的影响》《世界各地性工作者的

艾滋病治疗可及性》，都将在 2014 年以 NSWP 的五种官方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罗斯

语和西班牙语）发表。 

 
目标 2：增强性工作者主导的工作网络和组织的能力，支持性工作者领袖的产生 

 

2013 年，通过工作网络增强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的能力，这仍将是 NSWP的工作目标。这是

确保全球性工作者权利运动能够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国际层面应对性工作者人权侵害和有

效参与直接影响性工作者的政策等问题的关键。 

 

2013年六月，NSWP 委派交流与信息管理小组负责增强 NSWP及其区域工作网和成员组织的

技术能力，以传播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提供的经验财富与实证，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倡

导；了解并批判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传统和过时的描述。 

 

NSWP 理事会继续将增强非洲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能力设为优先。 

 

NSWP 继续支持非洲性工作者联盟（ASWA）的组织发展。该联盟现在已有战略计划，并重新

安置在肯尼亚，他们将在那里注册为一个独立组织。ASWA 的巩固对确保非洲性工作者发声至

关重要，同时确保他们的声音有益于关注所有性别性工作者的广泛公民社会组织。NSWP继续

支持全国性的性工作者运动的能力建设。在 2012年非洲四国性工作者小组与印度两个性工作

者团体的双边交流之后，ASWA决定，为非洲更大范围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创建更可持续的

学习机会。具体措施是，以在印度见到的模式为基础，在肯尼亚发展他们自己的泛非性工作者

学院。2013年与肯尼亚性工作者共同将学院课程概念化，并计划在 2014年的一月和二月筹备

并培训运作学院的员工。该学院将培训更多性工作者组织识别并记录他们的需求，提供他们表

述机构发展计划的知识，使他们在回到各自国家后，能够建立紧密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工作网。 

 
 

应加勒比性工作者要求，NSWP 在加勒比性工作者联盟会议上提供技术支持。然而，由于性工

作者社群和方案实施者之间的紧张局势，会议没有在将性工作者主导项目和组织纳入区域规划

的问题上实现进展。NSWP 将继续支持加勒比性工作者，增强该地区的工作网络和倡导，确保

他们未来被纳入全球基金在该地区的规划。 

 
 

NSWP 辅助并引导性工作者代表参与到一系列谘商、国际政策论坛和会议之中，在国际水平放

大性工作者的声音。这些会议产生的报告和政策支持为面向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项目提供更多资

源，尤其是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提供更多资源。 

 
 

除了筹备《共识宣言》等倡导工具外，NSWP发表了对当前问题的回应，如“现在就要平等”

组织，抨击了 UNAIDS 在非刑罪化问题的立场，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反卖淫保证的决定，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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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发生的对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杀害。另外，NSWP 经过对成员进行咨询，正在撰写简报，

准备在 2014年初发表。所有这些出版物都将增强成员的能力，能够在更长时期为当地倡导工

作提供实证支持。NSWP继续通过支持他们参与会议和在其他国际性活动中表达，来指导和建

立性工作者的领导力。 

 

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能力建设的必备一项是传播最佳实践的范例。UNFPA继续资助季刊《性

工作研究》，该刊物提供对当前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策问题、争论、危机、新闻和

NSWP 成员近期出版物的定期综述。《性工作研究》在 NSWP 成员间广泛传播，并可在我们网

站的公共区域获取。 

 

目标 3：促进以人权和实证为基础的政策与方案 

 

NSWP继续参与以性工作者为重点受影响人群的艾滋病方案相关的重要论坛与对话。这是个充

满挑战的过程，但对确保性工作者经验被纳入考虑却至关重要。 

 
 
在 2013 年，NSWP 与 UNFPA 和 UNAIDS协商约定，UNAIDS 的艾滋病与性工作谘商小组应有 25%
的成员是 NSWP 及其区域工作网提名的性工作者。这个约定是为了保证 UN机构不再依他们的

偏好来选择参与国际论坛的性工作者个体，使性工作者社群能够选择自己的专家与代表。这也

可以在会前就在性别和地理方面确保比例平衡和适当支持。。 
 
这些约定使 15名性工作者代表受邀出席 2013 年 5 月在加纳举行的 SWIT技术谘商。通过电子

邮件和 skype 为受邀的性工作者在会议和会议前日提供的网络支持，使他们感到为谘商准备充

分，并能够有效参与到工作组和主题讨论之中。对性工作者参与会议和工具开发曾有疑虑的开

发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其他与会者，都在谘商过程中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原有的观点是错误

的，源于对性工作者的负面刻板印象。强有力的性工作者领袖的表现使他们态度有了明显改变。

这些领袖曾接受了 NSWP的指导，从而能为全球性工作者发出声音。 
 
 

全球伙伴形成了一个联盟，以参与全球基金，并为面向关键人群的基于权利的方案调整不足之

处。这些方案将通过新的资助模型获得资助。这个联盟发展为“社群领导力与行动联合”，并

成功申请全球基金，以提供所在地的技术支持，使关键人群能够有效参与到全球基金国家对话

过程，并推动与他们社群紧密相关的规划。 

 

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网络、国际药物使用人员网络及全球男男艾滋病论坛将继续和 NSWP 合作，

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联盟共同开发面向关怀工作人员的准则，主要内容是为关键人群的子女和

家人提供关怀时的伦理决策。该准则将在 2013 年进行试用，并在 2014 年墨尔本的艾滋病大

会上发布。 

 
 
另外，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网络、国际药物使用人员网络及全球男男艾滋病论坛和 NSWP 将共同

参与《面向关键人群的统一指导》开发指导小组。该指导计划在 2014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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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和致力于促进性工作者权利的伙伴 

 

NSWP继续巩固有力伙伴关系，以增进性工作者的健康与人权。以下是部分合作伙伴。 

 

艾滋病影响儿童联盟：NSWP继续致力于开发面向为关键人群服务的关怀工作人员的准则。这

支持了基于权利的途径，既保护了儿童权利，也平衡了儿童权利与父母权利。该准则将在2014
年发布。 

 

自由空间进程：NSWP继续与自由空间进程合作。 

 

女性与艾滋病全球联盟（GCWA）：确保在涉及妇女和女童的艾滋病工作中，性工作者的需求

和权利得到表达。 

 

国际减低伤害（HRI）：探索在减低伤害倡导方面的合作潜力。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NSWP与IPPF达成谅解备忘录，支持并增进他们成员协会与性工

作者的合作，并继续与IPPF合作，联结性工作者团体与当地成员协会。 

 

红伞基金：NSWP继续与捐赠者合力运作新的资助机制，以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的人权倡

导。红伞基金在2012年4月成立，在2013年12月批准了基金第二轮面向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

全国性及区域性工作网的资助。 

 

关键人群的各全球工作网：NSWP长期与其他面向关键人群的多个全球工作网建立有力联盟，

如全球男男艾滋病论坛和国际药物使用人员网络。NSWP也与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网络和国际治

疗倡导联盟保持紧密合作关系，以确保性工作者的需求整合入两个工作网，增强NSWP关于感

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和治疗行动的工作。 

 

社群领导力与行动联合（CLAC）：NSWP是联合成员之一，为新资助模型中的国家提供技术支

持。这个技术枢纽将支持男同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吸毒者、性工作者、跨性别者和艾

滋病感染者参与到全球基金的新资助模型中。 

 
2014 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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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围绕 NSWP 三个主要目标的当前工作之外，在资源许可范围内，理事会每年都会确定发展

倡导工具的额外的优先领域，包括全球性和区域性简报及共识宣言。这是对成员关于认可性工

作者人权和基于权利的方案的需求的支持。 

 
2014-15 年度优先领域 

 
• 与妇女运动及宗教领袖建立联盟与合作，在性工作方面形成基于权利的工作方式 
• 促进人权和医疗可及性 
• 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有效参与到全球基金新资助模型的开发与启动，增强性工作组织能力

建设以参与到国家协调机制 
• 挑战以人权卫士自居反对性工作的项目，根据指导对这些组织的背景进行审查 
• 表达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经历的污名与歧视 
•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包括注射和非注射）。不是仅关注其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将包括所

有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 表达移民性工作者的需求。将他们的需求置于劳工框架内，远离人口贩卖模式。 
• 性工作与法律：挑战对客户的刑事定罪（进一步开发倡导工具以挑战瑞典模式） 
• 人口规模估测相关的风险 

 

 
2013 年度财务摘要 

 

2013 年收入 

 

2013年总收入为 585080 英镑。 

 

 

NSWP 在此感谢以下捐赠者在 2013 年的财政支持。 

• 弥合差距（Aids Fonds） 

• HIVOS 
• 发展中国家人文与合作研究所（Humanistic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 开放社会基金会——性健康与权利项目 
• 联合国人口基金 
• 加速走出 
• 罗伯特卡尔公民社会网络基金 

• 国际艾滋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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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支出 

           £ 

支出（英镑） 

 

人员开支        332,291 

差旅和会议（包括导师指导和能力建设）                                 168,053 

行政         84,912 

总计          585,256 

 


	U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