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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届会议 1995年1月4曰 

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 

(1994年12月1日） 

总干事的报告 

本文件扼要回顾了由法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子1卯4年12月1日共同召开的巴黎艾 

滋病首脑会议的筹备活动。阐述了实施宣言的首批计划。由与会的42个国家首脑或 

其代表筌署的宣言文本（原稿为法文）作为附件附后。 

第IV节列入了一项供执行委员会考虑的决议草案》 

I .序言 

1. 1明3年12月，在非洲第VI届国际艾滋病会议期间，法国政府宣布了在1994年召 

幵关于艾滋病各国首脑会议的计划。1卯4年4月8日，主要捐助国代表参加了一个筹 

备会议，会议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在1994年12月1日召开的首脑会议的筹备和落实X 

作中发挥主要作用,特别是在机构间工作小组制定共同发起的联合国HIV/艾滋病 

联合规划方面发挥秘书处的职能。 

II .筹备活动的回顾 

2.为对上述建议作出反应，总干事于1994年5月初与法国政府締结了一项协议，明 

确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法国在组织首脑会议方面各自的职责。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 

滋病规划中成立了 一个首脑会议专题小组，以帮助筹备首脑会议并通过一个法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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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委员会确保与法国政府的联络。与此同时，建立了由与HIV./艾 

滋病相关人群组成的称为“与HIV/艾滋病相关人群”的工作小組，参与首脑会议 

的筹备工作，以便随时向全球的社区团体和与HIV/艾滋病相关的人群通报情况。 

3.在1卯4年5月9日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总干事组织了一个讨论首脑会 

议计划的非正式会议，与会者为应法国政府邀请出席首脑会议的42个会员国。根据 

4月筹备会议的结论提出了供考虑的一系列有关重点行动的初步建议。 

4. 42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应邀参加了于1994年6月17日和18日在巴黎召开的首脑会议 

预备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世界银行，以及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及5个非政府组织（与HIV/艾滋病相关人群全球工作网、国际艾滋病服务组织理 

事会、全球艾滋病政策联盟、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及国际志愿服务机构理事会） 

也应邀与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召幵以“血液安全，研究和提供包括HIV/艾滋 

病疫苗和杀菌剂在内的预防技术，护理和支持Hiv/•艾滋病感染者，预防HIV/和性 

传播疾病，及对HIV/艾滋痼的易感性”为主题的5个战略性专家会议，以确定列入 

首脑会议宣言的具体倡议内容。这些会议是1 9 9 4年9月和1 0月间在E黎和日内瓦召 

开的。 

5. 1994年10月26日和27日，参加首脑会议的42国政府代表召开会议起草首脑会议 

宣言的文本。参加会议的还有上述第娥所列组织的代表。 

6. E黎艾滋病首脑会议子1卯4年12月1曰召开，42个受邀国政府首脑或代表参加了 

会议。由所有代表团团长筌署的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宣言作为本文附件附后。宣言 

将由法国政府转呈联合国秘书长供其它会员国认可。 

Ш . 今后的发展 

7 .今后共同发起的联合国 H I V /艾滋病联合规划及其 6个成员组织和规划有责协同 

多边和双边援助规划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实施宣言（见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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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不妨通过下述决议草案，以示其对首脑会议的支持： 

执行委员会， 

意识到HIV/艾滋病流行的不断扩散及其对卫生和发展的影响，意识到高 

层政治承诺的重要性，以便调动各国和社区釆取所需的顸防和保健行动，对付 

流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1.赞赏世界卫生组织和法国政府于1994年12月1日共同召开了巴黎艾滋病政府 

首脑会议； 

2.要求总干事与共同发起的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中的联合国系统各发 

起组织的行政首长及与其新任命的主任密切协作，确保充分落实首脑会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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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宣 s ( 1 ) 

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 

1994年12月1日 

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由下述4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参加： 

阿根廷，澳大利亚，E哈马，比利时，E西，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 

中国，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芬兰，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日本，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荷兰，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俄 

罗斯联邦，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突尼斯，乌干达，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越南，赞比亚，津E布韦。 

⑴ 原 稿 ： 法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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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4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于1994年12月1日在巴黎汇聚一堂： 

I .铭记 

艾滋病流行的严重程度已形成对人类的威胁， 

• i 

它的扩散正在影响着所有的社会， 

它正阻碍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并使各国国内 

及国家间的差异日益悬殊， 

贫困和歧视是促成该病扩散的因素， 

HIV/艾滋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它的流行亳无区别地涉及到所有人口，但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感染呈上升趋势, 

它不仅造成身心痛苦，而且常常被用作严重侵犯人权的借口， 

还意识到 

各种各样的文化、法律、经济和政治障碍正在束缚着情报，预防，保健和支持 

方面的工作， 

HIV/艾滋病的预防，保健和支持战略是相互依存的，从而，它们必须成为与 

该病流行进行斗争的有效综合途径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在出现新的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团结一致的组织，特别包括与HIV/艾 

滋病相关人群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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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庄严宣告 

作为政治领袖，我们有责任将与HIV/艾滋病进行斗争做为一项重点， 

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社会中和国际上的HIV感染者或有可能遭受感染的人们寄与 

同情，并与他们团结一致地釆取行动， 

我们决心保证所有HIV/艾滋疬相关人群能在任何情况下，同样充分和平等地 

享受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们决心与贫困，污辱和歧视进行斗争， 

我们决心以一种真正的合作共事精神调动社会的所有方面一公立和私营机构， 

社区组织和与HIV/艾滋病相关的人们。 

我们赞赏和支持双边、政府间、非政府和社区组织所幵展的活动和工作，并承 

认他们在与该病流行所做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确信，只有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力和良好协调如同将由共同发起的联 

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所釆取的行动，才能遏制该病的流行， 

Ш.在我们的国家政策中，保证 

通过法律和社会条件保护和促进个人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与HIV/艾滋病相关 

人群或特别易于感染HIV/艾滋病者， 

充分吸收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以及HIV/艾滋病相关人群参与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 

确保法律对HIV/艾滋病相关人群在获得卫生保健，就业，教育，旅行，住房 

和社会福利方面给以同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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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下列预防HIV/艾滋病的主要途径： 

• 促进和普及文化上能接受的各种预防战略和产品，包括避孕套和对性传播 

疾病的治疗， 

•促进对校内外青年进行适当的预防方面的教育，包括性和性别教育， 

•改善妇女的地位，教育和生活条件， 

•与最脆弱的人口，例如性传播高危人群组和移民进行合作，开展特定的降 

低危险的活动， 

• 血液和血液制品的安全， 

加强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将其作为预防和保健的基础，并将HIV/艾滋病活动 

纳入这些系统中，以确保公早提供综合保健， 

争取荻得必要资源，以便更好地与该病的流行作斗争，包括充分支持对HIV/ 

艾滋病感染者，与脆弱人群共同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 

IV.决心通过下述措施和活动加速国际合作。 

为此，我们必须对发展共同发起的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提供承诺和支 

持，将其作为一项适宜的框架，用以加强参与各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在与HIV 

/艾滋病的斗争中提供指导和全球性的领导。应结合共同发起的联合规划及其 

它适宜的讲坛进一步明确和制定每项活动的范围： 

1.通过一项加强HIV/艾滋病相关人群及社区组织网络能力和协调的倡议， 

支持HIV/艾滋病相关人群的更多参与。通过保证他们在国家、区域和全 

球各圾充分参与我们与该病流行做出的共同反应，此倡议将特别鼓励创造 

政治、法律和社会方面具支持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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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支持国家和国际公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促进全球HIV/艾滋病 

科研方面的合作，以便加速防治技术（包括疫苗和杀菌剂）的发展，并提 

供必耍措施确保发展中国家能获得这些技术。这项合作努力应包括有关的 

社会和行为研究。 

3.加强血液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便互通技术情报，提出所有.血液制品的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并促进建立和落实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所有国家 

的血液安全。 

4.为加强各国，特别是最有所需国家的能力，鼓励一项全球保健倡议，确保 

普及综合保健和社会支持性服务，基本药物和现有顸防方法。 

5.动员地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面临HIV/艾滋病感染危险或受其影响的 

儿童和青年（包括孤儿）提供援助，并将之作为其常规活动的一部分，以 

便促成一项全球性的合作，减轻HIV/艾滋病流行对全世界儿童和青年的 

影响。 

6.通过激发国家和国际的努力，支持旨在减轻妇女对HIV/艾滋病易感性的 

活动，目的在于通过下列手段使妇女享有权力：提高她们的地位，消除不 

利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确保她们参与一切与之有关的决策和实施过 

程•，并建立各种关系及加强促进妇女权利的网络。 

7.加強那些从事与HIV/艾滋病有关的人权和道德准则事宜的国家和国际机 

构，包括利用一个咨询委员会及国家和区域工作网提供领导，宣传和指导， 

以确保无歧视，人权和道德准则成为对该病流行做出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上述措施和活动所需的资源。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今后共同发起的联合国HIV/艾滋病联合规划及其六个成 

员组织和规划，协同多边和双边援助规划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釆取一切可能步 

骤实施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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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黎宣言的原稿以法文撰写，它将交由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存档。法兰西共和国 

政府将向每个参与国提供一份巴黎宣言的正式副本。 

请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fi黎宣言的文本转呈联合国秘书长，以作为联合国文件 

向该组织所有会员国散发。 

还请法国政府将fi黎宣言的文本转交应邀参加首脑会议的所有政府间、多边一 

双边和非政府组织。 

我们，以下署名的与会国代表团团长将我们的姓名筌于本文件末端，以昭信守。 

1994年12月1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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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共和国，Juan Arch i bal do LANUS,阿根廷驻法国大使 

澳大利亚，Duncan KERR,司法部长 

S哈马联邦，Arthur F0ULKES,巴哈马驻法国大使 

比利时王国，Jean-Luc DEHAENE,首相 

巴西联邦共和国，Carlos Alberto LEITE BARBQSA, E西驻法国大使 

布隆迪共和国，Anatole KANYENKIKO,总理 

柬埔寨，DY Narong Rith,卫生国务秘书 

喀麦隆共和国，Simon ACHIDI ACHU,总理 

加拿大，Jean CHRETIEN,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陈敏章，卫生部长 

科特迪瓦，Daniel Kablan DUNCAN,总理 

丹麦王国，Poul NIELS0N,合作大臣 

吉布提共和国，Barkat GOURAD HAMAK0U,总理 

芬兰共和国，Esko AHÛ,总理 

法兰西共和国，Edouard BALLADUR,总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Horst SEEH0FER,卫生部长 

印度共和国，B.SHANKARANAND,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长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Azwar ANAS,福利事务部长协调员 

意大利共和国，Raffaele COSTA,卫生部长 

日本，Taro NAKAYAMA.日本政府代表，原外务大臣 

墨西哥合众国，Ignacio MORALES LECHUGA,墨西哥驻法国大使 

摩洛哥王国，AbdeUatif FILALI,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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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共和国，Jacinto SOARES VEL0S0,合作部长 

荷兰王国，Jan P.PRÛNK,发展合作大臣 

挪威王国，Werner CHRISTIE,卫生大臣 

菲律宾共和国，Juan M.FLAVIER,卫生部长 

葡萄牙共和国，Aníbal CAVACQ SILVA,总理 

罗马尼亚，Dan Mircea P0PESCU,国务部长，劳动和社会保护部长 

俄罗斯联邦，Edouard NETCHAIEV,卫生和医疗工业部长 

乌干达共和国，Kintu MUS0KE,总理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Virginia BOTTÛMLEY，卫生国务秘书 

塞内加尔共和国，Habib THIAM,总理 

西班牙王国，Gustavo SUAREZ PERTIERRA,教育和科学大臣 

瑞典王国，Ingela THALEN,社会事务大臣 

瑞士联邦，.Ruth DRE I FUSS,内政部联邦顾间 

泰王国，M. R. Thep DEVAKULA,泰国驻法国大使 

突尼斯共和国，Hedi M'HENNI,卫生部长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Ararani MAYAGUA,卫生部长 

美利坚合众国，Donna E.SHALALA,卫生部长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NGUYEN KHANH,副总理 

赞比亚共和国，Michael С. SATA,卫生部长 

津巴布韦共和国，Timothy STAMPS,卫生和儿童事务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