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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申请与同意书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是注册在英国苏格兰的私人非营利公司。 
成员应当了解，NSWP 不是一个资助方，没有发放给成员的资金。 

NSWP 的目标是： 
• 为面向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组织和项目提供使用信息和彼此交流的机会； 
• 提升关于性工作者健康和福祉需求的意识； 

• 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倡导政策行动，进一步推动性工作者人权 1； 

• 在服务机构、性工作者组织、相关国际机构和部门之间建立和维护联系； 

• 协助性工作者在相关国际论坛发声。 

1. 你的组织 

1.1. …………………………………………………………………………………………………………愿申
请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成员。 

1.2. 我们组织认同 NSWP 的目标与 NSWP 的《共识声明》，承诺 NSWP 的核心价值： 
• 接受性工作是工作 
• 反对一切形式对性工作（包括性工作者、客户、第三方 2、家人、伴侣和亲友）的刑事定罪和法

律压迫 
• 支持性工作者的自组织和自主决策 

1.3. 我们组织同意： 
• 遵守 NSWP《公司章程及细则》。 
• 遵守 NSWP《行为准则》和其他 NSWP《组织发展管理手册》关于道德操守、保密和透明的制

度。 
• 如果 NSWP 面临清盘，为债务支付一英镑。 

1.4. 我们组织希望注册为来自以下区域的成员： 
☐  非洲    ☐  亚太    ☐  欧洲    ☐  拉美    ☐  北美与加勒比 
覆盖全球的成员 ☐ 

1.5. 我们组织希望在与秘书处交流时使用： 
☐  汉语    ☐  英文    ☐ 法文    ☐  俄文    ☐  西班牙文 

                                                           
1  所指人权包括 NSWP 成员《共识声明》中所设定的健康权，免于虐待暴力和歧视的安全工作的环境等。 
2  “第三方”包括经理，妓院守门人，前台，服务员，司机，房东，向性工作者出租房间的酒店和其他被视为协助性工

作的任何人。 

mailto:secretariat@nsw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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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性工作者主导情况 

无论如何自我定义，组织/团体必须满足以下三条标准中至少两条，才有资格被视为性工作者主导组
织，有投票权。  
注：为了保障成员的安全，NSWP 不在其网站上注明哪些机构是由性工作者领导的机构，成员也可选择不在网站上公布其
信息。 

• 决策层：50%及以上的决策层必须是性工作者（曾经或者现在参与任何形式的性劳动，并自我认定

为“性工作者”的个人——如包括目前正在从事性工作者的人更好，但这不是强制的要求）。如果不

是，那么有什么机制保证性工作者能够控制组织的活动和倡导？ 

• 发言人：50%及以上的发言人必须是性工作者。如果不是，那么有什么透明机制保证性工作者的声

音能够被听到？ 

• 员工：30%及以上的员工是性工作者，他们和组织其他员工拥有同样的合同和工作环境，不能仅是

有报酬的同伴教育者。 

我们组织希望登记为： 

☐ 有投票权的“正式成员”（仅限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 没有投票权的准会员（不是由性工作者主导的机构，但希望成为由性工作者主导的机构，并支持 NSWP

的核心价值。我们鼓励准会员提名性工作者参与 NSWP 的所有活动）。 

☐ 没有投票权的支持性会员（不是专门关注性工作的国际机构，但支持 NSWP 的核心价值，并与 NSWP

团结一致）。 

我们同意，NSWP 根据《公司法》（2006）的相关章节所提要求，即向我们 NSWP 成员发放或提供
电子版的文件和信息，或通过 NSWP 网站提供。 
 
我们组织的主要联系人电邮地址是： 

忠诚的， 
签字：       日期：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姓名： 

在组织中的职位： 

代表： 

（组织）   
组织可将签字副本的扫描件或照片电邮至membership@nswp.org 
或将纸质版申请表邮寄至：NSWP,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EH6 5QB, Scotland UK 

2. NSWP 邮件组 
新成员自动被加入三个 NSWP 邮件组：成员邮件组、成员讨论邮件组、区域邮件组。组织的联系邮箱将

被加入这三个邮件组，每个成员必须额外提供三个联系邮箱，加入到成员讨论邮件组和区域邮件组。 

mailto:membership@nsw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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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成员邮件组（仅限通告）用以分享 NSWP 理事会会议记录，关于 NSWP 理事会区域代表的选举，以
及 NSWP 主席选举。这是组织可以在选举期间发送提名和选票的唯一邮箱。 
NSWP 成员讨论和区域邮件组用以辅助 NSWP 成员间和区域间的讨论。每个成员必须额外提供三个联系邮
箱加入这两个邮件组，以使组织中不同人员能够参与到全球和区域讨论。 

3. 加入 NSWP 邮件组的组织联系人 
为了注册成为 NSWP 的成员，贵组织需要提供以下信息。这些信息将用于沟通交流以及投票之
目的。 
如若希望注册为正式的会员，请提供四个联系人的信息。所有的四名联系人都必须来自于组织
所覆盖的同一地理区域。 
组织主要联系人邮箱： 
必须与成员申请和同意书上相同，这将是唯一被登记在 NSWP 成员邮件组中的邮箱，NSWP 秘书处将用
该邮箱确认组织信息。 

第二联系人邮箱： 
如果主要联系人没有回应，NSWP 将联系第二联系人以确认组织信息。 

姓名： 
组织中的职位： 
电话： 
第三联系人邮箱： 
NSWP 在无法联系到主要联系人和第二联系人时，将接触第三联系人。 

姓名： 
在组织中的职位： 
电话： 
第四联系人邮箱： 
NSWP 在无法联系到主要联系人、第二和第三联系人时，将接触第四联系人。 

姓名： 
在组织中的职位： 
电话： 

4. 组织联系信息 
组织名称： 
通讯地址： 
城市：     州/省： 
邮编：     国家： 
电话： 

5. 组织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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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脸书： 

推特：     YouTube: 

其他社交平台： 

成员必须通告秘书处关于上述信息的更改。会员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会员身份，请与 NSWP 联系

有关事宜。根据资助方的要求，有关的联系信息最多会保存七年。 

 

6. 成员组织简介 

如果你的组织被接纳为 NSWP 成员或支持者，你可以选择将组织简介信息放在 NSWP 网站的

公开版块或是“成员限定”版块。 

☐   我们希望组织简介信息放在 NSWP 网站的“成员限定”版块 3。 

☐   我们希望组织简介信息放在 NSWP 网站的公开版块。 

发布在 NSWP 网站上的信息 

组织名称： 

城市：     国家： 

网站： 

电邮： 

6.1. 你的组织面向——（女性、男性和/或跨性别性工作者、客户、第三方、家人、伴侣和朋友）？
（不超过 50 字） 

 
 

 
6.2. 性工作者如何参与到你的组织？（不超过 50 字） 
 

 
 

                                                           
3 请记住，任何放在网络上的信息，即使有密码保护，也可能被黑客获取。不要给出任何在公开后可能会损害组织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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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你服务的性工作者所面临的主要的两个挑战是什么？（不超过 100 字） 

6.4. 描述你工作的其他领域（不超过 50 字） 

6.5. 你的组织还致力于哪个 NSWP 目标？ 
☐  人权:  性工作者的人权得到促进和保护。 

☐   健康: 包括HIV在内的医疗服务对性工作者普遍可及。 

☐   劳工:性工作被认可为工作。 

☐   污名与歧视:  性工作者生活免于污名和歧视。 

☐  刑事定罪与法律压迫:性工作者不受刑事定罪或法律惩罚。 

☐   暴力:性工作者免于一切形式的暴力。 

☐  迁徙与贩卖:性工作不被混淆为人口贩卖，性工作者可自由流动迁徙。 

☐   经济赋权:性工作者可自由选择就业和经济保障。 

你是如何或从哪里听说 NSWP 的？ 

您是否听说过其他NSWP成员，或者与他们有联系？如果是，哪一个/些？ 

您是否是区域网络的成员？如果是，哪一个区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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