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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SWP

全球性工作者项目网络（NSWP）是
一个会员制组织，致力于支持全球性
工作者发声，放大全球性工作者主导
组织的声音，并联结各个区域工作网
为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开展
的倡导活动。倡导基于权利的健康和
社会服务，免于遭受虐待和歧视的自
由，以及性工作者的自主决策。

NSWP的成员是来自全世界的区域性性工
作网络和组织，包括五大区域（非洲、亚洲、包
括东欧与中亚在内的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和加
勒比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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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入NSWP，必须赞同支
1
持NSWP的共识声明 和核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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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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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WP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
不同的组织历史。大多数是独立的性工作者主导
组织，有的是大型组织中的非正式性工作者团体，
有的是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非政府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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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工作都致力于应对影响性工作者健康福祉的人
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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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guan-yuxing-gong-zuo-ren-quan-he-fa-lu-de-gong-shi-shengmin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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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一词包括管理者、妓院的运营者、服务人员、
司机、房东、给性工作者出租房间的宾馆，以及任何为性
工作提供支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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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SWP

NSWP的倡导聚焦于以下议题和目标：

理事会成员

• 人权：推动和保护性工作者的人权

主席: Kay Thi Win (APNSW, 泰国)

• 健康：性工作者可获得包括艾滋病毒在内
的医疗服务

非洲: Patrick Fotso (Alcondoms, 喀麦隆) 和 Phelister Abdallah

• 劳动：性工作被认可为工作
• 污名与歧视：性工作者免于污名与歧视

(KESWA, 肯尼亚)
亚太: Manjula Ramaiah (ASHODAYA SAMITHI, 印度) 和 Sherry
Sherqueshaa (Project X, 新加坡)

• 刑事定罪与法律压迫：性工作者不被刑事
定罪或法律惩罚

欧洲: Dinah de Riquet-Bons (STRASS, 法国) 和 Nataliia Isaieva

• 暴力：性工作者免于一切形式的暴力

拉美: Cynthia Navarrete Gil (APROASE, 墨西哥) 和 Miguel

• 移民与人口贩卖：性工作不被混淆为人口
贩卖，性工作者可自由流动移民

北美与加勒比: Shaunna-May Trotman (Guyana Sex Work

• 经济赋权：性工作者可自由选择就业和经
济安全。

(Legalife-Ukraine, 乌克兰)
Angel Saurin Romero (Asociación Civil Cambio y Acción, 秘鲁)
Coalition, 圭亚那) and Natasha Potvin (Peers Victoria Resources
Society, 加拿大).
所有理事会成员都是性工作者，四名理事会成员是公开的艾滋
病毒感染者。

秘书处
全球协调员: Ruth Morgan Thomas
运营与项目管理组
运营经理: Gillian Galbraith
行政与会员官员: Manuela Nehrig
项目经理: Aline Fantinatti
政策、项目与传播组
资深政策官员: Neil McCulloch
政策官员: Katherine Koster, Hannah Nicholls-Harrison, Ajita
Banerjie, Anna Shapiro
资深项目官员: Mick Matthews
传播官员: Dani Anderson, Hannah Wright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3

2020 年度观点

2020年，全球性工作者组织持续面临
诸多挑战和机遇，COVID-19大流行
加剧了很多问题

NSWP继续执行战略规划2016-2020设定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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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大流行和旅行限制带来了很多困难，
NSWP和我们的成员参与到国际和国家层面的
对话和组织，运用“性工作者实施工具”和
《NSWP共识声明》作为一切全球倡导的基础，
推动权利和实证基础的影响性工作者的政策
项目。除了为区域网络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
支持外，NSWP开发了一系列倡导工具，强势
将性工作者人权议题置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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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观点

NSWP成员
2020年，NSWP成员组织增长到95个国家313个成员，
遍布五个NSWP区域。
欧洲
国家: 30
成员: 64

北美与
加勒比
国家: 9
成员: 50

亚太
国家: 18
成员: 45

拉美
国家: 9
成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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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国家: 29
成员: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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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亮点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仅突显了我们社群的脆
弱性和不稳定性，也更是显出了我们的复原
力和坚强。”
ICRSE, NSWP区域网络

与其他卫生危机一样，新冠疫情大流行暴
露了现有的不平等，并过度影响到已经被刑事犯
罪、边缘化和生活在财务不稳定状况中的人。当
新冠疫情开始在全世界传播时，NSWP迅速采取
行动，重新规划活动，并侧重于支持成员调整和
维持其活动和应对措施，以满足紧急需求。全球
图绘是通过对主要法律资源（如刑法与法规）和
可信的二手资源的研究，以及相关国家的NSWP
成员组织等机构验证所完成的。

调了大流行造成的困难和危险情况，性工作者反
映生活困难，收入完全丧失，无法获得基本保健，
歧视和骚扰增加。
9月，NSWP发表了一份声明，以回应来自世界
各地大量涌现针对性工作者的意见征询。该声明
赞扬了在全球意见征询过程中更多地纳入性工作
者声音的努力，但提请注意这些调查的数量过多，
失去控制，而且没有考虑到很多性工作者在新冠
大流行的情况下而面临的困难处境。
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
的方式。将性工作者排除在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之
外，进一步突出了性工作非刑罪化的迫切需要。

NSWP于2020年4月与艾滋病规划署发表了一项
联合声明，提请注意全球性工作者面临的特别困
难和问题，并呼吁各国确保尊重、保护和实现性
工作者的人权。
之后发起了新冠疫情影响调查，以记录新冠疫情
对性工作者及其社群的持续影响。截至2020年
底，调查收到了来自59个国家的194份答复。调
查的数据用于提供性工作者社群应对措施的清单，
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紧急资金和互助救援。性工
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对调查的反应是新闻报
道的基础，这些新闻报道突出了大流行对来自
NSWP五大区域的国家的性工作者的影响：孟加
拉、萨尔瓦多、北马其顿、塞内加尔和美国。
还发表了五份区域报告，对非洲、亚太、欧洲、
拉丁美洲以及北美和加勒比的调查。这些报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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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重点人群联盟（KAPAL）的一名成员带着“性工作是工作”口
罩
© KA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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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亮点

HIV2020: 社群恢复全球抗击工作
HIV2020旨在重申关键人口和社群在全球艾滋病
毒抗击工作中的作用。这是第一次试图将关键人
口和社群放在最前面和最中心位置的以艾滋病毒
抗击工作为重点的大型全球活动，凸显强调其声
音的重要性。
在HIV2020之前，NSWP在国际艾滋病大会（IAC）
上组织了会前会议和会议，以满足性工作者社群
的需要。当决定在十年内第二次在美国举办国际
艾滋病大会时，全球关键人口主导网络聚集在一
起，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 。鉴于国际艾滋病协
会决定在美国主办大会，2019年9月14日，第一
个 性 工 作 者 骄 傲 日 ， NSWP 宣 布 全 力 支 持
HIV2020。NSWP与其他关键人口网络GNP+、
INPUD和MPACT，开始规划HIV2020，作为替代
性的国际和交叉领域社群主导的会议，该会议定
于2020年7月在墨西哥城举行。

“HIV2020在线是由受艾滋病毒影响最严重
的社群设计的，也是为这些社群设计的。我
们一如既往地进行挑战，我们邀请当权者反
思与社群真正合作的可能性。”
Ruth Morgan Thomas ，NSWP全球协调员

HIV2020在线共有来自131个国家的2921人注册。
在会议的四个月中，系列会议有33个，大多数
人多次参加，共计7 397人相互倾听、参与、观
看和互动。 四个月中每月都提供有会议关键信
息的视频集锦，并制作了最后大会的回顾视频。
会议组织者向国际艾滋病协会提出了关于如何改
变其治理和会议结构，以确保听取、尊重和认真
回应关键人口问题的建议。
HIV2020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说明关键人口社群
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拥有必要的知识、资金、
技能和经验，能够领导集体努力应对艾滋病毒流
行。

NSWP 成员 Tais Plus 在 HIV2020 （2020 年 10 月） 上举办的关于
SWIT 的戏剧表演
© TAIS PLUS

由于COVID-19大流行，HIV2020转为HIV2020在
线，即从2020年7月到10月的四个月间在网上进
行一系列时长两小时的会议。在线会议保留了
HIV2020的最初目的和目标，并同时以五种语言
提供。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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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亮点

增进领导技能
NSWP倡导，通过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和网络的能力进行社群赋权，是确保性工作者人
权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的最有效途径。2020
年，NSWP支持区域网络，并通过这些网络支持
国家成员组织以各种方式提高领导技能。
Robert Carr 基金支持性工作者网络联合会（简
称联合会）能力建设项目，通过该项目，48个
国家的2227名性工作者参与国家和区域活动，
以加强面向性工作者的基于权利的项目的知识和
倡导。通过联合会区域和国家能力建设项目，
13个国家的72名性工作者领导者得到支持，参
与国家政策和项目论坛。
2020年底标志着“全球基金为性工作者工作”逐渐
结束。该项目由全球基金的社群、权利和性别战
略倡议（CRG-SI）资助。通过在全球、区域和
国家各层面的干预，这一为期三年的项目加强了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区域网络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有效、安全地参与全球基金申请提案和相关工作
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能力。2020年，我们执
行的项目缩减了，有7个国家伙伴举行了47项活
动。活动包括19次培训、8次会议、8次社群会
议，以制定战略或告知社群关于国家工作不同阶
段的最新情况，并且参加了8次全球基金国家工
作的8次倡导会议。活动共有470名性工作者参
加。

第23届非洲性工作者学院，肯尼亚（2020年11月）
© ASWA

NSWP政策小组编写了简报说明、简报文件，
并支持性工作者领袖参与5个全球政策平台，
包括全球基金战略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战
略。2020年，NSWP工作人员在线上线下与
12名性工作者领袖合作，参与CSW64以及全
球和区域北京+25和世代平等工作。
“厄瓜多尔通过PLPERTS和NSWP的联合会国
家能力建设项目拨款获得资金，用于举办全
球基金培训……有了这些知识，24个性工作
者组织参与了国家工作。我们都会面并决定
如何影响诸如艾滋病毒预防、人权、性工作
者流行率统计更新等问题。”
Karina Bravo –PLAPERTS区域协调员，拉美区域专家

通过NSWP，"弥合鸿沟"项目支持了非洲性工作
者学院，随后，5个国家的312名性工作者开展
了全国性活动，以加强对性工作者基于权利的项
目的倡导。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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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成就

增强性工作者主导网络和组织的能力

力。NSWP还就一系列加强领导力和机制问题向
PLAPERTS区域协调员提供了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SWAN: NSWP继续向SWAN提供技术支持，
2020年，NSWP继续在线提供技术支持，
以加强其治理、领导力和组织发展方面的能力。
以加强五个区域网络（APNSW、ASWA、CSWC、
ICRSE：NSWP就一系列领导力和组织发展
PLAPERTS和SWAN）的能力，并在出现问题时
问题向ICRSE区域协调员提供技术支持。
在线提供技术支持（ICRSE），这是由弥合鸿沟
区域网络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并与本区域
和罗伯特卡尔基金（RCF）提供财政支持。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合作，加强机构的能力，以及
APNSW: NSWP继续向APNSW管理委员会
它们在五个NSWP区域内影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
和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持，围绕组织发展、财务管
确认权利性工作政策和项目的能力。
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加强能力。
ASWA: NSWP政府继续向ASWA秘书处提
供技术支持，以加强治理、组织发展、财务管理
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能力。高级政策官员就善
治措施提供技术支持，并担任ASWA选举的选举
主任。NSWP还继续向南南学习项目——非洲性
工作者学院（SWAA）提供技术支持，该项目是
根据ASWA的SWIT实施开展的。2020年，肯尼
亚性工作者学院为两期学员提供了协助，来自加
纳、布隆迪、乌干达、卢旺达和肯尼亚的性工作
者参加了学院学习。SWAA通过NSWP获得来自
弥合鸿沟和RCF的性工作者网络联合会非洲区域
拨款。

性工作者网络联合会
通过罗伯特·卡尔基金（RCF）向性工作者
网络联合会（联合会）的拨款，NSWP继续与区
域性工作者主导网络合作，倡导以权利为基础的
性工作问题解决途径，并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的能力。COVID-19大流行改变了性工作者主导
组织的工作方式，因为社交隔离和旅行限制，当
面赋权和能力建设活动并不总能实现。即使可能
活动，组织也需要做出调整，例如在室外活动，
培训群体规模缩小，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在线
培训。

CSWC：NSWP持续在继续拨款、财务管理、
NSWP 重新规划了资金使用，包括为员工、
汇率管理、分享良好实践和每月财务报告方面提
区域网络和成员组织购买网络摄像头，以支持在
供技术支持。此外，NSWP支持实施新的监测和
线工作、在线能力建设和倡导活动，支持性工作
评估框架（在1月份的联合会会议上商定）和每
者声音的放大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可持续性 。
月活动报告。
PLAPERTS：NSWP 向 PLAPERTS 提供技术
支持，围绕治理和组织发展以及财务管理加强能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NSWP与区域网络线上合作，支持它们维
持善治和财务管理措施，实施重新设计的项目，
并开发循证倡导工具，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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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 成就

参与国际政策项目平台
2020年期间，NSWP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
组织民间社会咨询小组；全球基金社群、权利和
性别咨询小组；全球基金社群代表团；全球艾滋
病毒预防联盟工作组；以及联合国艾滋病毒和性
工作指导委员会。此外，NSWP议会在弥合鸿沟
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已报告之外，2020年，NSWP和来自所
有五个区域的成员参加了各种国际政策论坛，包
括：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协调委员会；关于艾滋病
规划署制定新的全球艾滋病战略的全球和区域磋
商和焦点小组讨论；全球基金新战略咨询；以及
研究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
CEDAW一般性建议的全球和区域专家会议和协
商。NSWP 也参与并支持“算我一个！”联盟网络
研 讨 会 ： " 不 让 任 何 人 落 下 @Beijing+25 和
COVID-19 ：性工作者关于平等和正义的经验教
训" 。

2020 年，传播官员与成员组织合作，为 NSWP
网站制作了 13 个成员的资料。直接访问和通过
浏览网站访问资源版块共计55422次（占所有网
站 点 击 率 的 6% ） 。 新 闻 页 面 访 问 68027 次
（8%）。传播官员在2020年为该网站撰写了68
篇新闻报道——8篇来自非洲，10篇来自亚太地
区，9篇来自欧洲，5篇来自拉丁美洲，6篇来自
北美和加勒比，30篇全球视角。
NSWP 继续发布《性工作研究》，这是一
份季度通讯，并在 2020 年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
会员和其他人参与信息生成和分享。NSWP继续
利用全球和区域邮件组支持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
NSWP在上为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权利倡导者维
持了一个私人小组，讨论问题并围绕共同议题进
行组织。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小组有2202
名成员。NSWP 脸书页面创建于 2016 年 7 月，
旨在与 NSWP 成员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页面拥有 3226 个
赞和 3334 个关注者，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NSWP 推 特 账 号 @GlobalSexWork 拥 有
21641 个关注者。

NSWP网站与社交媒体平台
NSWP网站在2020年有867757的网页浏览
量，比2019年增长了25.69%，有555760名用户
访问，其中8%是回访者，比2019年增加了39.60%。
431011 (77%)访问者通过搜索引擎进入 NSWP 网
站;110470 (20%)访问者通过直接将网站地址输入
浏览器而进入； 9465 （1.66%）访问者通过社交
媒体进入。
在2020年对NSWP网站的所有访问中，有
287624 (33%)人次是访问我们会员版块网页。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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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发表作品
法律图绘（2020年6月）
《性工作法律全球图绘》（2020年6月）：
NSWP更新包含208个国家地区的对性工作管理
和刑事定罪的法律及一些国家的地方法规的《性
工作法律全球图绘》。此次更新由艾滋病毒政策
实验室（乔治敦大学奥尼尔研究所）资助，艾滋
病毒政策实验室将数据用于其在线平台：
https://www.hivpolicylab.org/

简报文件 | 社群指南
全民健康覆盖：把最后一英里放在第一位
（2020年11月）：本文借鉴了性工作者目前在
国家国家层面的全民健康覆盖经验，强调了在
UHC规划阶段靠边站的后果，以及性工作者在获
得卫生服务方面面临的持续挑战。最后，就如何
战略性地参与UHC工作和架构提出了建议，以确
保性工作者不被抛在后面。
简报文件 | 社群指南

简报文件
萎缩空间与消声（2020年3月）：简报文件
审查了性工作者的声音如何被排除在各个层面的
关键空间之外。报告强调了人权、社群赋权和性
工作者自决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以纠
正这些问题。
简报文件 | 社群指南
性工作者难以诉诸司法（2020年5月）：性
工作者在司法系统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歧视；警察
驳回对罪行的报案；性工作者在法院系统受到法
官的不公正裁决。这份简报文件审查了性工作者
面临的主要挑战，指出了他们在寻求诉诸司法时
所遭受的权利侵犯，并提出了补救这些问题以确
保性工作者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建议。
简报文件 | 社群指南
性工作者经济赋权（2020年10月）：性工
作刑事定罪为性工作者在获得经济权利方面制造
了一系列障碍。这份简报文件审查了刑事定罪对
经济赋权的影响，并记录了性工作者实施的面向
性工作者的项目，提出良好实践和重要建议。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简报说明
北京+25（2020年2月）：2020年是《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要》发表25周年。本简报概
述了北京+25审查工作、性工作者目前如何参与
这一工作，以及纳入北京+25行动的优先事项。
在实现性别平等、性别公正和实现妇女人权方面
要取得真正进展，必须包括含性工作者在内的多
元化的妇女。
全球基金战略发展（2020年8月）：本简报
旨在为成员提供一些额外的背景和信息，以及成
员如何在制定未来的全球基金战略中发挥作用的
指导。
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2020年12月）：
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已经盛行了几个世纪，由
古老的刻板印象、迷思和道德判断所助长，持续
影响着政策和公众舆论。本简报概述了围绕性工
作的一些最普遍的错误信息形式，提供了最近的
例子，以证明它们对政策、研究和保护人权领域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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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指南
承认性工作者是专家（2020年3月）：该明
智指南是一个工具，支持性工作者和他们的盟友
倡导承认性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性工作者对阻碍
其人权和劳工权利的结构性、法律、体制性、社
会经济和文化障碍有着不可或缺的了解和经验。
有证据表明，性工作者的有效参与对于成功解决
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至关重要。

为联合国关于人人享有最高可达到的身心健康标
准权利的特别报告员。批评者试图诋毁
Mofokeng博士的专长，因为她倡导性工作者的
人权，支持性工作和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非刑罪
化。

NSWP关于CEDAW委员会关于全球移徙背
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第38号）
的声明（2020年11月）：作为致力于制止剥削
和虐待的全球网络，NSWP强烈谴责CEDAW委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非刑罪化（2020 年 11
月）：本智能指南概述了现有的性工作法律模式， 员会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
性建议中提倡的倒退和误导性措施。这项一般性
并详细说明了为制定尊重和保护性工作者人权和
建议植根于将性工作与贩运和剥削混淆的原教旨
劳动权利的法律模式所开展的工作。
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意识形态，无视全世界性工
明智指南 | 社群指南
作者的声音和生活经历，重提出了一个既不以权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体面劳动（2020年12
利为依据也不以证据为基础的有缺陷的政策议程。
月）：本明智指南阐述了性工作如何符合国际劳
2020年世界艾滋病日：将关键人口置于全
工标准，特别是体面劳动议程。本指南旨在作为
球 艾 滋病 毒 抗击 工作 中心 （2020 年11 月 ）：
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在各国倡导劳工权利是性工作
NSWP加入了GATE、GNP+、Y+网络、IRGT、
者权利基础的工具。
INPUD、ICW和MPact，要求全球决策者和捐助
明智指南 | 社群指南
者在制定其艾滋病毒战略和资助优先事项时紧急
处理关键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艾
声明和回复
滋病毒的流行将继续使人们失去生命和生计。
向国际艾滋病协会提出的建议（2020年7
联合发表作品
月 ） ： NSWP 加 入 艾 滋 病 规 划 署 与 MPACT 、
GNP+ 和 INPUD 的 合 作 ， 作 为
人权机制和后续倡导（2020年3月）：本手
HIV2020的共同组织者，发表了针对国际艾滋病
协会（IAS）的十项建议，推动将社群倡导者作
为专家的有效、尊重和公平的参与。

册是Leitner国际法和司法中心Walter Leitne国际
人权诊所和NSWP的一个联合项目。它成为《性
工作者明智指南：与性工作有关的确认权利的国
际政策》的补充。

NSWP支持Tlaleng Mofokeng博士的声明
（2020年10月）：NSWP发表了一份支持Tlaleng
Mofokeng博士的声明，她于2020年7月被任命

信息图《性工作者有权利》（2020年5月）：
艾滋病规划署和NSWP制作了一张信息图，说明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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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和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的权利
必须得到尊重。
信息图《终止需求法律背后的人权侵犯》
（2020年10月）：由NSWP和国际妇女权利行
动观察亚太分部合作编写，这一系列信息图旨在
提高公众对终止需求法律对性工作者人权的严重
负面影响的认识，并鼓励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国
家对性工作者权利受到侵犯的行为负责。
案例研究
NSWP在CSW64（2020年6月）：NSWP协
助成员组织代表团出席第64届妇女地位委员会
会议（ CSW）。尽管COVID-19造成的极端情况
和严重干扰， NSWP代表团成功地参加了各种独
立组织的会议和活动，持续倡导尊重、保护和实
现性工作者的人权，以及有效将性工作者及其问
题列入北京+25议程。
乌莎多用途合作社有限公司–性工作者经济
赋权（2020年9月）：USHA是南亚规模最大、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家性工作者主导的金融机构。
本案例研究探讨了USHA的历史、其经济赋权计
划、教育贷款，以及经济安全如何产生政治杠杆
作用。
让全球基金为性工作者所用：2020年全球
基金案例研究（2020年12月）：本案例研究描
述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与全球基金接触时面临
的挑战，并提出了为支持社群克服这些问题可实
施的关键干预措施。这包括NSWP的全球基金能
力建设项目的催化作用和社群主导的解决办法；
这 些 对 于 确 保 性 工 作 者的 需 要 和 需 求 被 纳 入
2020年资助申请和未来拨款工作至关重要。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提案
NSWP向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成员国、人
权理事会和工作组以及联合国机构/多边捐助者
提交了各种提案，包括：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人权理事会和工作组提案
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移民
结社自由权利（2020年1月）
提案：联合国公民空间（全球发展中心）
咨询（2020年1月）
提案：英国议会跨政党小组（APPG）对艾
滋病毒和COVID的调查（6月）
提案：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关于在
COVID-19 期 间 和 之 后 人 权 保 护 的 联 合 问 卷
（2020年6月）
提案：联合国关于针对妇女和女童在危机
情况下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歧视问题工作组
（2020年8月）
提案：移徙工人委员会关于自由和免于任
意拘留的移民权利的一般性建议草案（2020年
第5号）（2020年10月）
提案：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
员关于强奸作为严重和系统性人权侵犯和针对女
性的性别暴力的专题报告（2020年12月）
成员国提案
审查爱尔兰刑法第4部分（性犯罪）的实施
情况（2020年9月）
提案：苏格兰"同样安全"咨询（2020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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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提案
提案：全球基金战略（2020年8月）
提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战略发展
（2020年9月）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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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性工作者权
利的合作伙伴

继续投入伙伴关系，以加强性工作者
的健康和人权。
2020年，NSWP与包括MPact和 INPUD在内的
其他全球关键人群网络保持紧密联盟，并与
GNP+、ICW和ITPC保持牢固的工作关系，以
确保性工作者的需求融入其工作，增强NSWP
围绕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的工作和治疗
倡导。

UNAIDS关于艾滋病毒和性工作的指导委员会：
影响和改善UN关于艾滋病毒和性工作的政策。
• WHO艾滋病毒民间组织谘商小组：影响和改
善WHO关于艾滋病毒和性工作的指南和政策。
• 全球基金委员会—社群代表团：影响和改善
面向性工作者在内的关键人群的权利基础的
HIV预防治疗项目。
• 全球基金社群、权利和性别谘商小组：影响
和改善面向性工作者的权利基础的HIV预防治
疗项目。
• 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GNP+）：确保感
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的需求被纳入GNP+的
工作。
• 性工作者融合女权主义者联盟（SWIFA）：
推动女性运动接纳性工作者权利
• IWRAW-Asia Pacific：增加性工作者主导组
织理解和参与CEDAW委员会的能力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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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1

以下倡导工具已于2020年开发，计划
2021年发表：

以下倡导工具将于2021年开发：
• 明智指南：数字安全

• 简报：性工作者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

• 简报文件：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

• NSWP 倡导工具的 10 个信息图版本

• 政策简报，强调COVID-19对性工作者和性工
作者主导组织的影响

• 基于 NSWP 倡导工具的 5 个动画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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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结 2020

收入 2020
NSWP感谢以下捐赠者在2020年提供财务

支出20
支出 ................................................................. £ 英镑

支持
收入 ................................................................. £ 英镑
Aids Fonds – 弥合鸿沟项目二期 ............... 419,098
Aids Fonds – 性工作小组.............................. 42,603
Aids Fonds – 放手 .............................................. 4,979
罗伯特卡尔民间组织网络基金（RCF）.. 678,719
全球基金............................................................ 122,187
开放社会基金会 – 性健康与权利项目 .......38,310
开放社会基金会 – 斯普林格图书................... 1,511
MPACT ..................................................................10,805
UNAIDS ................................................................... 1,084
UNDP/Linkages .................................................... 2,065

全球人事（员工和全球、
国家及任务顾问） .......................................... 423,017
全球活动 ............................................................ 216,712
全球运营支出 ..................................................... 65,889
资本支出 .................................................................6,699
区域性工作者主导的网络活动
非洲地区 ...................................................... 257,485
亚太地区 ...................................................... 134,938
欧洲地区 ...................................................... 109,974
拉美地区 ........................................................ 53,601
北美与加勒比地区 ...................................... 52,775
总支出.................................................... £1,321,090

乔治敦大学 ............................................................ 3,500
其他 .......................................................................... 4,469
总收入.................................................... £1,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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