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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2012 年度报告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致力于帮助全球北部和南部的性工作者

发出声音。我们的组织文化和规则确保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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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机构和组织。要加

入 NSWP，必须支持支持 NSWP 的目标以及核心价值： 

• 承认性工作是一项工作 

• 反对所有形式的对性工作的刑事化和其他法律压制（包括对性工作者、顾客、第三方*

、伴侣和朋友） 

• 支持性工作者的自我组织和自决 
 
*“第三方”一词包括管理者、妓院所有者、前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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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人。 

我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组织历史。很多成员是性工作者小组，有的是小

的 NGO 组织，有些是政府组织或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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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性工作者的脆弱性，解决影响性工作者福祉的健康和人权问

题。一些成员组织关注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一些只关注女性、男性或者跨性别性工作者。一

些组织也关注性工作者的孩子。 

NSWP 致力于提高全世界性工作者对健康和福祉需求的意识，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开展政策

和行动倡导，以推动性工作者的人权－－这些基本的权利包括健康权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免于

虐待、暴力和歧视。NSWP 建立和维护现有的区域网络之间的联系，如亚洲太平洋地区、欧洲

（包括中欧、东欧和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北美和加勒比海，以及其他未被现有网络包含

的地区。 

2012年理事会成员 

主席：Andrew Hunter（APNSW，泰国）； 

非洲：Housnatou Tembely（DANAYA-SO，马里）和John Mathenge（HOYMAS，肯尼亚）； 

亚洲太平洋地区：Khartini Slamah （APNSW，马来西亚）和 Kaythi Win （APNSW，缅甸）； 

欧洲：Mariann Bodzsar（SWAN，匈牙利）和Pye Jakobsson （玫瑰联盟，瑞典）； 

拉丁美洲：Alejandra Gil（APROASE，墨西哥）和Angela Villon Bustamente（Movimiento de 

Trabajadoras Sexuales del Perú，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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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和加勒比：Elya Durisin（Maggie’s，加拿大）和Cracey Fernandes（圭亚那性工作者联盟，

圭亚那）； 

新的理事会成员于2012年12月上任。所有的现任理事会成员都是性工作者，包括两名公开身

份的艾滋病感染者。 

NSWP也希望对以下于今年卸任的理事会成员表示感谢： 

 

• Kyomya Macklean（非洲） 

• Thierry Schaffauser（欧洲） 

• Jenn Clamen（北美和加勒比） 

 

NSWP 2012 年全球倡导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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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生殖健康服务； 

• 反对人权侵害，包括强迫性的项目、强制检测、搜查和康复； 

• 挑战针对性工作者及其家庭和伴侣，以及其他参与到性行业的人的污名和歧视； 

• 反对对性工作的形式化和其他法律压制，支持性工作是一项工作； 
• 反对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包括来自警察、机构、顾客和伴侣的暴力，同时打破认为

性工作本质上是针对女性暴力的观点； 

• 澄清混淆性工作、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反人口贩卖项目； 

• 倡导性工作者的经济赋权和社会包容。 
 

2012 年的观点 

对于 NSWP 来说，2012 年是让人激动的一年，从全球来看，这一年性工作者的权利有很多新

的机会，也面临挑战。在新的资金支持下，NSWP 持续作为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全球网络运行

着，我们努力增强性工作者的能力，参与对话，推动以权利和实证为基础的政策和项目。今年

NSWP 及其成员的工作有很多亮点，包括组织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替代活动，雇佣三名全球政策

官员和发布第 13 期的《性工作研究》。NSWP 参与了一系列活动来推动其三个年度目标的实

现： 

• 在 NSWP 过去成就的基础上，作为全球网络继续推动性工作者的人权； 
• 提高性工作者领导的网络和组织的能力，支持新发展出来的性工作者领袖； 

• 推动权利和实证为基础的政策和项目。 

亮点 

亮点 1

作为 2012 年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替代活动，性工作者自由节在 2012 年 7 月 21-26 日在印度加尔

各达举行，主要面向性工作者及其盟友。性工作者自由节是 2012 年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正式论

：世界艾滋病大会（IAC），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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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由开放社会基金会－－性健康和权利项目、美国犹太世界服务（AJWS）、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荷兰外交部、联合国人口基金、HIVOS, Aids Fonds 和 2012 年艾滋病大会秘书处支持

。 
  
尽管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作为艾滋病应对中的重要伙伴得到了举世公认，但美国政府对这些

人群的旅行限制意味着很多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仍然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参加在华盛顿举办

的 2012 年世界艾滋病大会。性工作者自由节于是作为一个性工作者及其盟友的替代活动，来

抗议我们被排除在大会之外，并且保证我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尽管华盛顿和加尔各达有 9.5

个小时的时差，我们使用视频连接自由节的活动和华盛顿全球村的活动，保证性工作者和毒品

使用者的声音能够被听到。 
 

NSWP 的主席 Andrew Hunter 说：“尽管现在美国引领着女同性恋、男同和跨性别的平权运动

，我们对美国拒绝修改对性工作者入境限制、不承认我们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的做法感到特别

失望。” 
 
 

 
这个自由节主要关注性工作者享有的七项基本权利： 

• 组织工会的权利 

• 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 

• 免于虐待和暴力的权利  

• 免于污名和歧视的权利 

• 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权利 

• 流动和迁徙的权利 

• 工作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超过 650 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性工作者组织和盟友参加了这次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替代活动，由

Durbar Mahila Samanwaya、全球性工作者项目网络（NWSP），和全印度性工作者网络（

AINSW）共同举办。 
 
NSWP 的全球协调员 Ruth Morgan Thomas 说：“性工作者的自我组织以应对艾滋病非常重要

，但美国政府通过反卖淫宣誓，包括美国对外开发援助的合同，来禁止资金流向性工作者领导

的组织，而这是最有效的艾滋病预防策略 。” 
 
性工作者自由节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全世界的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分享知识和经验。性工作

者联合在一起反对人权侵害和将性工作者排除在项目之外，而这些对性工作者的生活有直接的

影响。 

自由节的内容包括大会发言、主题环节、性工作者发言、文化活动和工作坊、信息和运动培

训，以让参加者学习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更广泛地分享他们的经验 。重要的讨论包括反人口拐

卖运动、扫荡以及拯救行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瑞典对性工作者的顾客实行刑事化，近年来瑞

典不断该模式，而且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会者讨论了该模式的危害；影响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

者的议题常常被政策和项目所忽略；与会者呼吁要加入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等措施，这些措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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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阳性性工作者无法获得可接受的和可负担的治疗；性工作者要联合起来，呼吁性工作者要有

效和积极参与到所有艾滋病项目中来，以保证强迫性和侵害性的实践不被接受－－我们要承认

性工作者不是制造问题的障碍，而是终止艾滋病疫情的力量。还有由毒品使用者组织的专题讨

论，也讨论了类似的障碍，即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在毒品使用者中开展恰当的艾滋病应对。这些

讨论关注了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如刑事化、污名、歧视、残暴的政策

、康复中心或者拘留中心的任意逮捕，这些都导致了重点人群无法获得恰当的艾滋病服务。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Michel Sidibé 在他发给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信息中，提到自由节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面临歧视和污名的人们如何发出声音并采取主动权”，他还说“解

决艾滋病问题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被体制性的歧视和刑事化……而且并没

有证据支持这些法律减少了性工作者的人数或者对性的需求。” 
 

亮点 2:

我们在 2012 年出版了第 13 期的《性工作研究》。这本年刊面向性工作者、活动家、医务工

作者、研究者、ngo 从业者和决策者，由 NSWP 的编辑委员会每年发行。该委员会由性工作者

、同盟组织和研究者共同组成。每一期的《性工作研究》都是双语的，在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

，与我们的一个成员组织合作编辑完成。所有的投稿都由性工作者进行审阅，使得杂志的所有

文章都经过真正的性工作专家过目。第 13 期的《性工作研究》以中文和英语呈现，主题是“

艾滋病和性工作：2012 年的视角”。 

《性工作研究》 

 

亮点 3：

在开放社会基金会（OSF）以及 Aids Fonds 弥补差距项目（BtG）的资金支持下，2012 年我们

任命了三名全球政策官员，每位官员都关注特定的重点领域。 

任命全球政策官员 

 
开发社会基金会（OSF） 

在开发社会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任命了一名政策官员来开展全球咨询和建立共识的项目：建

立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这次咨询从7月的性工作者自由节的参会者入手，组织了

关于7种权利的工作坊，来确认哪些议题可以通过全球咨询和经验分享来建立共识。我们要求

NSWP成员来填写一系列的问卷，这些问卷通过各种方式发送出去，包括使用每个地区的“沟

通专员”来协助该地区的成员填写问卷。这些全球意见征询的结果都用于起草NSWP共识声明

，该声明将作为全球性工作者主张人权的基本框架。此外，我们也根据成员组织参与立法框架

的经验，和对于规制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其他法律的认识，起草了简报。目前这些文件都在最

后的编辑和设计阶段，完成之后将会广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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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差距项目 
2011 年，NSWP 成功申请了弥合差距项目，这是 Aids Fonds 一个致力于投资全球重点人群网络

的项目，目的在于通过受影响社群的知识和经验，以达到更有效的艾滋病应对。作为该项目的

全球合作方，NSWP 从 2012 年起获得核心支持，用来加强 NSWP 和其他全球网络之间的关系

，以在全球的艾滋病抗争中推动边缘群体的利益。这些网络包括 MSMGF, INPUD, GNP+ 和 ITPC

。此项资助使得 NSWP 能够实现 2012 年所计划的工作重点。作为该项资助的一个部分，我们

在 2012 年 7 月雇佣了两名全球政策官员（倡导&运动），致力于特定的重点领域。 

 

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能见度、需求和权利 

关注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政策官员于 2012 年 6 月加入，这是今年的重点领域，目的是增

加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需求和权利的能见度。我们在性工作者自由节中组织了工作坊，讨论

这些议题。这些工作坊获得了参会者很好的反馈，因为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需求和权利能

够公开进行讨论和分享，并用来指引 NSWP 的工作重点。在性工作者自由节之后，我们组织了

一个面向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全球意见征询，目前正在撰写研究报告。我们的政策官员也

在各种国际会议和政策讨论中呼吁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权利问题。 

 

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和权利，成立NSWP+ 

关注阳性性工作者的政策官员于2012年6月加入，以开展阳性性工作者需求和权利的项目；治

疗可及、性工作者的艾滋病和性病检测。他们参加了性工作者自由节，并且共同主持了专门为

阳性性工作者举办的工作坊。这些工作坊讨论了一系列的议题，包括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和权

利，获得治疗不平等的问题，提高治疗的标准和在艾滋病和性病检测和治疗的讨论中包含性工

作者。大约有二十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参加了这些关于影响他们生活的议题的讨论。在四天的会

议当中，大家感到沮丧和愤怒的问题包括：侵害性的检测行为、强制阳性工作者登记、缺少安

全的关怀和支持、治疗获得的不平等、强迫／强制流产和终止妊娠、感染艾滋病毒后继续从事

性工作所面临的更多的污名、缺少获得抗病毒治疗、以及由于自由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的影响

而带来的本可以避免的性工作者和其他艾滋病感染者死亡。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阳性性工作

者团结在一起，要求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以及期望在对话中呈现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问

题。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平台，在全球的运动中捍卫阳性性工作者的权利，于是我们成

立了NSWP+。 
 

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阳性性工作者权利的平台，NSWP+主要用于分享信息、阳性工作者的需求

和呼吁。我们的呼吁为： 

NSWP+要求： 

• 我们要求享有在任何行业工作的权利，包括作为性工作者和从事性行业中的任何工作

！ 

• 我们要求不能最后一个获得治疗，或者拒绝给我们提供治疗，仅仅因为我们是性工作

者，包括我们的孩子和家庭！ 

• 我们要求治疗是与病人相匹配的，而不是病人来匹配现有的药物！ 

• 我们要求不能被作为实验品，而不获得知情同意！ 

http://www.nswp.org/nswp-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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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更好的、可负担的抗病毒治疗和诊断！ 

• 我们要求西方的药品公司不要通过攻击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口和进口仿制药品的权利

来杀害我们； 

• 我们要求参与治疗倡导的运动中，我们的声音也非常重要！ 

• 我们要求获得信息，使我们能够参与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的运动中！ 

• 我们要求在所有关于艾滋病政策和性工作者项目中的讨论桌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阳性性工作者，我们也有权利看起来漂亮而体面！！！ 

 

在性工作者自由节之后，政策官员在曼谷呆了四个月，与亚太性工作者网络一起工作。我们向

阳性性工作者和本地区其他致力于治疗可及的网络进行了面对面的意见征询。我们了解了更多

关于阳性性工作者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经验和需求也整合进政策官员的未来工作计划中。未来

工作计划中的议题包括：阳性性工作者更好和更便捷的获得信息；关于阳性性工作者需求的信

息被更广泛地分享，以保证这些经验在所有的论坛中得到承认（包括其他社区论坛，因为性工

作者常常感觉到被排除在外）；在关于治疗技术和实践的讨论中包含阳性性工作者的经验。在

与该地区的成员就成立亚太阳性性工作者网络进行讨论后（APNSW+），政策官员与非洲性工

作者联盟（ASWA）一起建立了非洲阳性性工作者联盟（ASWA+）。这包括提供技术支持，为

ASWA+制定一个倡导战略，并平台的成立原则的进行协商。 
 

目标：在 NSWP 过去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建立为全球性的网络，以实现性工作者的人

权。 

NSWP 2012 目标和有关活动 

作为全球性工作者的权利运动，我们在 NSWP 原有成就的基础上，将 2011 年的活动继续向前

推进，以加强网络。 

2012 年，NSWP 在爱丁堡的全球秘书处继续积极的工作环境，使全球协调员、办公室管理者

、资深政策官员和 2012 年加入的全球政策官员（倡导和运动）能够协同合作。秘书处继续作

为沟通交流的中心，为成员提供全球的活动信息，并从区域网络和全球活动中招募成员。

2012 年 NSWP 继续与各方面的顾问一起合作，如翻译人员、网站设计和编辑。2011 年在全球

秘书处建立的资源和数据中心，成员继续为其提供电子（和纸质）资源和资料。NSWP 在五个

区域的成员增加到了 150 个，NSWP 继续主持和运营全球和区域的邮件组，使得成员可以分享

信息／经验，并相互获得支持。NSWP 网站中的公共区域运作正常，每一年内容都在增加，我

们还使用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和推特来分享信息、观点和推广性工作有关的活动。我们

Facebook 的成员增加到了 1455 个，而 NSWP 推特有 4490 个粉丝，这些平台也越来越多被成

员和同盟使用。 

 

2011年，NSWP开始起草四个简报，主要有：《新的预防技术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对

顾客的刑事化》；《性工作不是人口拐卖》；《PEPFAR和性工作》。这些简报都在2012年完

成，并翻译到NSWP的五种语言（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中文），并在7月的性工作者

http://www.nswp.org/resources/results/taxonomy%3A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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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节发布。于此同时，中文、俄文和西班牙语和英语印刷版本的《性工作的安全化》发布，

并且发送给参与网络活动的成员。 

目标：建设性工作者领导的网络和组织的能力，支持性工作者领导。 

2012 年 NSWP 的一个持续目标是通过网络来建设性工作者领导组织的能力。这对于保证全球

性工作者权利运动能够在本国、区域和国际开展非常重要，有效地应对性工作者人权侵害，和

有效地参与和影响直接作用于性工作者的政策。 

2012 年的首要工作是建立非洲性工作者联盟和非洲法语联盟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支持性工

作者领导参与全球咨询和参加性工作者自由节来达到这个目的。此外，2012 年 7 月性工作者

自由节之后，非洲性工作者联盟（ASWA）的指导委员会批准了四个非洲国家和印度的性工作

者组织进行南南交流。NSWP全球协调员继续为ASWA指导委员会提供支持，在组织发展和管理

的问题方面，并参加了 2012 年 11 月的ASWA计划会议 。在一个新任的地区协调员的领导下，

ASWA继续他们的独立运作。 

通过支持性工作者参加会议和组织其他的国际活动，NSWP 继续指导和建立性工作者的领导力

。2012 年 12 月，作为弥补差距项目的一部分，国际治疗倡导联盟（ITPC）组织了一个重点人

群艾滋病感染者的会议。这个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来自泛非洲地区的四名性工作者被邀

请参加。NSWP 派全球政策官员参加了第一个会议（另外四个会议在其他网络召开，类似的参

与条件和日程），该政策官员主要关注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和权利。这个政策官员与非洲性工

作者一起代表了性工作者的声音和经验，并主持了非洲性工作者参会者的能力建设，如关于治

疗的知识、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治疗可及的障碍，全球健康和艾滋病资助机制，人权和艾滋病

，并制定了一个倡导计划来挑战面向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项目中的不好实践。政策官员确保了

ITPC 能够获得有效的反馈，用来支撑之后针对重点人群在这个议题上的培训，确保性工作者

能够有效地参与 ITPC 的培训项目并发展自己的能力。贯穿全年，ITPC 在五个地区中都组织了

会议，我们的工作保证了性工作者能够从这些会议中受益。 

 

NSWP和亚太性工作者网络（APNSW）支持了一个 34 名性工作者的代表团参加了 2012 年 4 月

在伊斯坦布举办的AWID，我们组织了一个预备会议和网络区。在这个论坛上，APNSW主席

Kaythi Win进行了开幕致辞，使得超过 80%的听众支持其所呼吁的在妇女运动和性工作者运动

之间建立联盟。她的演讲可以在这里看到： 

 

建设性工作者机构能力的一个部分，是分享最佳实践。UNFPA 继续支持一个季刊《性工作文

摘》，以定期提供关于全球、区域和国家政策的议题、讨论、问题以及 NSWP 成员新近出版物

的信息。NSWP 也发起了一个新的系列《记录最佳实践》，为活动家提供了一个全球视角，展

示了性工作者领导组织的最佳实践的例子。这个出版物的目的是分享经验，让成员组织能够采

用适当的倡导工具以符合当地或本国的需求。第一期主要关注性工作者领导的项目，致力于解

决面向性工作者的暴力问题。这些出版物都在 NSWP 的成员中广泛分享，并且也在网站上可以

看到。 

 

目标：促进面向性工作者的以权利和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和项目 

http://www.nswp.org/news-story/aswa-appoint-new-regional-coordinator�
http://www.nswp.org/news-story/kaythi-win-brings-the-house-down-the-awid-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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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继续参与关于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项目的重要论坛和对话。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

但是对于保证性工作者的生活经验被纳入考量非常重要。 

UNAIDS关于艾滋病和性工作的顾问小组：这个小组由NSWP和UNAIDS共同主持，以从人权原则

的视角、已有的最佳证据和性工作者的经验，来UNAIDS（秘书处和共同赞助方）提供支持和

建议。这个顾问小组起草并更新了《UNAIDS关于艾滋病和性工作的指引》，该指引由UNAIDS
出版，并附有由顾问组撰写的四个文件 。2012 年 5 月，在UNAIDS重组之后，宣布该顾问小组

将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之后停止运作 。最终文件可以在这里查看。 
 

UNAIDS 战略投资框架：NSWP一直参与UNAIDS与公民社会关于如何推进投资框架的讨论，并

支持性工作者参加区域和全球咨询。在支持投资框架的核心原则的同时，NSWP仍然关注针对

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项目扩大的所基于的假设问题。NSWP继续监督这个框架。 

 

2012年UNAIDS PCB：2012年6月，全球协调员作为NGO观察员参加了第30届UNAIDS项目协调理

事会（PCB）。NSWP继续鼓励性工作者向PCB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提交提名。NSWP支持NGO报

告，认为该报告提出了非常深入的关于对重点人群和艾滋病传播去刑事化的建议，而性工作是

该领域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在2012年12月的PCB会议中，NSWP在非歧视的专题部分进行发

言，强调了歧视性的实践在全球的表现，以及性工作者的应对。 
 

世界银行《全球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疫情：流行病学、预防、关怀可及、费用和人权》：作为技

术顾问小组的成员，NSWP欢迎和支持世界银行报告中的建议，但我们感到很遗憾，我们不能

支持这份报告。我们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和分析，才能确定性工作者领导项目的的实际

成本优势和受益。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文本是需要的，而且将是资源动员的有力倡导工具，但我

们同样坚信，计算成本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而且会适得其反，带来害处。同时，报告对于性

工作的刑事化和其他法律压制的结构性障碍未能提及，也未讨论法律框架对社区赋权的艾滋病

项目的负面影响。 

 

OSF 关于去刑事化的会议：2012 年 10 月，OSF 在悉尼组织了一个会议，该会议由绯红联盟举

办。我们的政策官员参加了会议，讨论了法律改革的方法，并分享了一些如何与对性工作者的

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立法作斗争的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性工作者手册：NSWP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面向性工作者的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来自公共卫生视角的建议》，该指引

于 2012 年 10 月完稿，2012 年 12 月发布。这个指引由WHO、UNFPA、UNAIDS 和 NSWP共同完

成。这个报告综合了从伦理和人权原则提出的最佳实践建议，以及以技术证据为基础的建议－

－这些建议来自于由科学证据和全球性工作者的生活经验，通过开展一个定性的调查，了解性

工作者的价值和以及关于干预的看法。NSWP特别欢迎报告中这一建议，即政府应当向去刑事

化的方向迈进，并且停止不当的使用非刑事法律和规章来反对性工作者，这加剧了性工作者面

对艾滋病和性病的脆弱性。此外，我们也欢迎建议艾滋病预防和治疗项目需要包含加强面向性

工作者的社区赋权，以及明确的有条件地建议重新定义对性工作者的定期预防性治疗（PPT）

http://www.nswp.org/sites/nswp.org/files/JC2306_UNAIDS-guidance-note-HIV-sex-work_en%5B1%5D.pdf�
http://www.nswp.org/resource/who-recommendations-prevention-treatment-hivstis-sex-workers-low-and-middle-income-countrie�
http://www.nswp.org/resource/who-recommendations-prevention-treatment-hivstis-sex-workers-low-and-middle-income-coun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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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强调PPT应当只作为紧急的短期方法，在严格的条件下使用，同时提供全面的生殖健康服

务，只能在自愿的情况下提供PPT，而不是作为强制或强迫的公共卫生制度的一部分。 
 

NSWP继续投资于有效的合作，以促进性工作者的健康和人权。一些合作如下所述。 

合作推动性工作者的权利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联盟：NSWP继续参与制定指引，为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工作的护工提供指导

意见，支持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不仅要保护儿童的权利，同时也要平衡父母的权利。 

自由空间 过程：NSWP继续与自由空间过程1

IPPF：NSWP与 IPPF签署了备忘，来支持和提高其成员组织面向性工作者开展的工作，我们也

将继续与IPPF一起帮助性工作者组织与当地的成员组织建立联系。 

，以及全球协调员，作为罗伯特卡特公民社会网

络资金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个新的资助机制，为全球和区域的艾滋病网络。 

红雨伞资金：NSWP继续与资助方一道建立了一个新的资助机制，支持性工作者组织的人权倡

导。红雨伞资金于2012年4月在AWID论坛成立，2012年12月批准了第一轮资助。 

重点人群的全球网络：NSWP继续与其他重点人群的全球网络建立有力的联盟，包括MSMGF 和

INPUD。NSWP还和GNP+及 ITPC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来确保性工作者的需求能够整合进这

些网络的工作中，同时加强NSWP关于阳性性工作者和治疗的倡导工作。 

 

展望 2013 

除了开展现有的工作来达到 NSWP 的三个主要目标，理事会每年还会确认额外的重点领域，来

开发倡导工具，包括全球和区域的简报和共识声明，以支持成员的需求并倡导性工作者的人权

和以权利为基础的项目。 
2012-14 年的优先领域为： 

- 阳性性工作者的权利和需求（进一步开发 NSWP 的网站和论坛） 
- 面向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普遍提供以权利为基础的艾滋病和性病检测和治疗 
- 性工作和法律：挑战对顾客的刑事化 
- 在制定和实施全球基金新资助模式的过程中，性工作者领导组织能够有效参与 
- 动员妇女运动和宗教领域，与其建立联盟，以权利为基础的方式来应对性工作 
- 理解和投资于社区动员 

 

2012年财报 
 

2012 年收入 

2012 年的总收入为£571,659。 

NSWP 感谢以下资助方在 2012 年提供资金支持。 
                                                                 
1 EAA, GNP+, 国际艾滋病联盟, ICASO, ICSS, ICW , INPUD, ITPC, MSMGF, NSWP, W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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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合差距（Aids Fonds） 

• HIVOS 

• 开放社会基金会－－生殖健康和权利项目 

• 联合国人口基金 

• 荷兰外交部 

•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 国际艾滋病协会 

年支出 

 

支出                           £ 

人工费用                                                210,113 

             出差&会议（人员费用&受益，包括 IAC 奖学金）                                             266,169 

             运营费用                          76,966 

            总计          55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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