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将促使全民健康覆盖改善所有人的健康。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Women	in	Global	Health	(WGH)	请求各成员国在 2019 年 9 月 23 日的联合国全民健康覆盖

高级别会议上发表如下政治宣言：	

1. 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是全民健康覆盖设计和执行的中心 

1.1 在全民健康覆盖的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将最广大的被边缘化妇女和年轻女性的健康放在优先位置，不让任何

人掉队。 

1.2 在全民健康覆盖的设计与执行过程中，考量和应对健康中与性别有关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所有性别的健

康成果均有影响。 

1.3 实施《阿斯塔纳宣言1》中的如下承诺：   

“由训练有素、技能娴熟、积极而坚定的健康专业人员将高质量、安全、综合性、结构化、可获得、可拥有、可

负担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提供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并给予关爱、尊重与尊严；” 

因为这将为最广大的被边缘化妇女和年轻女性接触医疗资源提供便利。 

1.4 承认女性比男性平均拥有更少的收入和财产，确保全民健康覆盖的经费能够使最贫困的妇女和年轻女性享有

医疗服务。 

1.5 在全民健康覆盖各个层面的决策过程中，让女性参与者占有与男性相同的数量，从社区层面到全球层面，并

采取性别转换方法来进行全民健康覆盖的设计、执行和领导。 

1.6 依照性别分离数据，建立全民健康覆盖的政策证据基础。 

1.7 承认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伙伴关系 (PMNCH) 的行动呼吁2中的如下原则： 

“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尤其是对妇女、年轻女性和青少年，我们必须承诺在所有行动中建立集体健康，包容并

促进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SRHR)”。 
WGH 支持 PMNCH 的行动呼吁《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必备要素》。 

																																																													
1	Declaration from Astana Glob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2018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
source/primary-health/declaration/gcphc-declaration.pdf	
2	Partnership for Maternal, Newborn and Child Heath (PMNCH)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An essential 
element to achiev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https://www.who.int/pmnch/media/news/2018/pmnch-call-to-action-
SRHR.pdf?ua=1	



	
	

	
	

2.女性卫生人力是设计与执行全民健康覆盖的中心 

2.1  在执行全民健康覆盖时，承认女性占卫生人力的 70%。女性是健康的驱动者，是改变的缔造者，也是健康

服务的消费者。 

2.2 通过投资教育和培训来增加女性卫生人力，并填补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必须的 1800 万卫生工作岗位。 

2.3 处理卫生人力中的性别不平等和权利不足问题，特别是在领导地位和薪酬方面的职业隔离和性别缺口，这些

都阻碍着全民健康覆盖的执行。 

2.4 确保为女性卫生工作者提供体面的工作来保护她们的基本权利，提供公平的收入，确保无暴力、无骚扰、无

歧视的、安全的工作环境。 

2.5 将女性在健康与社会保健方面从事的无薪工作整合到正规劳动市场中，终止雇佣女性从事无薪或低薪的社区

卫生工作者和健康宣传者的做法。 

3. 女性的声音和领导力对于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的进程至关重要 

3.1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联合国大会主席、世界劳工组织主席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杰出捍卫者在联合国高级

别会议的声明，展示性别平等的强烈政治意愿。 

3.2 履行模式决议中的承诺，在选择出席全民健康覆盖的多方权益团体会议和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的演讲者和专门

小组成员时，确保“将性别平等、发展程度和地域代表性纳入选择的考量范围。”3 

3.3 在联合国成员国派出代表团参与全民健康覆盖联合国高级别会议时，确保代表团性别平衡。 

3.4 履行模式决议中的承诺，在选择出席探讨全民健康覆盖的多方权益团体会议和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的参会者

时，确保“将透明性原则和地域代表平等原则考虑在内，对富有意义的女性参与给予尊重。”4 

3.5 将性别平等和全民健康覆盖作为独立项目，纳入全民健康覆盖多方权益团体会议和联合国高级别会议正式日

程。 

3.6 在多方权益团体会议和高级别会议上建立性别响应/家庭关爱安排。 

																																																													
3	Para 4 (d)  Resolution A/RES/73/131 Scope, modalities, forma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13 December 2018	
4	Para 11  Resolution A/RES/73/131 Scope, modalities, forma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13 December 2018  



	
	

	
	

要旨：为何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是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议题 
 
1. 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是全民健康覆盖设计与执行的中心 

• 全民健康覆盖中的“全面”一词，指的是其必须覆盖到每一个人，无论其性别，民族，种姓，收入等

等。在很多国家，来自边缘社会群体的妇女和年轻女性极少能享有医疗服务，也是最难接触到的群体。 
• 女性占到世界贫困人口的多数，因此相较于男性更难负担得起医疗服务。全民健康覆盖将改变世界上最

贫困的女性的状况，造就平等的生活机会，减少早产儿的死亡和痛苦，消除巨额医疗开支，这也是造成

目前很多女性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的原因。 
• 全民健康覆盖的原则依据，是人们应根据其健康需求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全民健康覆盖的执行必须以

女性和男性不同的健康需求为其特点，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女性对妊娠和生育的医疗需求。 
• 受性别决定的健康影响因素会因社会安排的性别角色产生风险并危害健康。在一些情况下，女性被指破

坏女性割礼的传统习俗，并且无论在何地，女性都比男性承受更多因性别带来的暴力风险。另一方面，

性别角色也让男性因使用烟草、酒精和自杀而死亡或患病的风险更高。要防止性别造成的健康危害，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领域之外，并且必须在成功实施全民健康覆盖的条件下进行应对。 
• 全民健康覆盖在国家层面上的资金情况和覆盖范围取决于政治决策。全球仅有 23.5%的国会议员是女性，

因此女性在参与全民健康覆盖的国家政治决策是没有平等话语权。议会组成的性别平衡将赋予影响女性

健康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相关事务以更重要的地位。女性的声音对各层面上的健康问题决策都至关重要，

从社区层面到国家层面，再到全球层面，方可确保全民健康覆盖满足所有性别的需求和当务之急。 
• 全民健康覆盖的基本原则是不让任何人掉队，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年轻女性和妇女的需求，特别是其在

性和生殖方面的健康和权利，必须被纳入基础服务范围当中。 
• 2017 年的调查

5
显示，全球 140 个健康组织中的百分之六十没有在其项目和战略文件中提及性别。我们因

而无法假定，在全民健康覆盖高级别会议进程中，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会被自动赋予其应当享有的重要

性。 

 

2.  女性卫生人力是全民健康覆盖设计与执行的中坚力量 

• 全球的健康工作者的 70%由女性构成，因此，他们是全民健康覆盖执行的中坚力量。但是，多数女性卫生

人力的身处地位低、报酬少的角色或领域，且常没有保障。确保女性卫生人力获得体面的工作，是全民

健康覆盖的中心。 
• 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预计到 2030 年需要设立 1800 万个健康工作岗位。对女性卫生人力群体建设的投

资，是让这些工作岗位得到满足的必要条件。由此带来的正规部门的女性就业机会，将对性别平等，社

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更大范围的收益。 
• 虽然女性占到健康工作者的多数，男性却在健康领域内占有多数的资深领导性角色。让女性在健康领域

承担领导地位将扩展这一议程，给予健康相关的驱动因素更高的重要性，例如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SRHR)，这对所有性别均适用，但当其缺失时，则会对女性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5	GlobalHealth5050. https://globalhealth5050.org/gh5050-summary-findings-on-leadership-and-parity/	



	
	

	
	

• 健康领域领导地位的性别不均衡，意味着全球健康领域女性人才流失，缺乏女性意见及其知识。造就全

球健康的女性群体，却在其设计与执行中丧失了话语权。全民健康覆盖若要成功，就必须处理和应对这

一情况。 
• 女性在健康领域的工作为全球 GDP 贡献了大约 3 万亿美元，但其中约一半没有得到报酬。良好的全球健

康水平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执行，需要将女性的无薪工作整合成正规劳动市场上的体面工作，终结最贫困

的女性通过无薪工作为健康系统提供的补贴。 
 

3. 女性的声音和领导力对于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的进程至关重要 

•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女性在全球健康决策参与者中占少数。2018 年，只有 31%的政府健康部门由女性领

导，2015 年到 2018 年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成员国中，只有 25%的首席代表为女性
6
。驱策全民健康覆盖的

全球健康决策过程缺乏女性观点，尤其是南半球女性。 
• 女性在全球的领先健康组织中的决策职务当中仅占少数。2017 年，全球 140 个健康组织中有 69%的行政

负责人是男性，董事会则有 71%是男性
7
。因此，女性的声音在全球健康组织领导层中没有平等地体现，

而正是这些组织控制着主要资源，并且支持着全民健康覆盖的设计与执行。 
• 女性进入健康领域领导角色的机会受限，受到民族、宗教、种姓、阶层、变性和种族地位等多种综合因

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也会进一步让女性处于身份边缘化的不利位置。全民健康覆盖必须采用综合手段，

囊括来自多种多样群体的女性意见，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群体。 

• 当下健康领域领导角色的性别缺口源自权力不平衡、性别刻板印象、歧视、以及不合理的结构，这一结

构创造出的人生发展路径，让一个性别获得优越地位的同时，将其他性别隔离在受支配的角色当中。当

一个性别比另外一个性别的话语权更大时，健康系统的优先级就会被扭曲，从而对权力更大的群体有

利，而全民健康覆盖则会被减弱。 

• 领导地位中女性人才的持续缺失，是全球健康范围和社会关怀工作者群体快速扩大的主要障碍，而这正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全球健康覆盖所必需的。 

 

 
Women in Global Health 
2019 年 3 月 9 日 

																																																													
6	Women	in	Global	Health	
7	GlobalHealth5050. https://globalhealth5050.org/gh5050-summary-findings-on-leadership-and-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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