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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回顾 

2015年是联盟走过的第十一个年头，在这里我们挑选出了这一年发生的十一件有里程碑

意义的事件。回顾这些活动，每一件都能充分地证明我们联盟秘书处的工作以及我们对联

盟会员的承诺。借助不断扩大的伙伴关系的力量，我们自信地展望未来，确保人们可以更

好地选择、获取和使用所需的价廉质优的避孕产品，促进其性与生殖健康。  

 我们齐聚一堂，用同一种语言讨论货品短缺的问题； 

 我们帮助调拨了额外1.22亿美元解决产品供应； 

 我们帮助改进了针对皮埋和注射避孕药物的全球长期预测； 

 我们扭转了产品供应短缺的局面，并在此过程中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我们筹集了360多万美元新近购买了皮埋和注射避孕药物； 

 我们正帮助打造未来的RH-friendly（生殖健康友善）全球筹资平台； 

 我们与中国启动了越来越广泛的合作； 

 我们向世人展示空货架背后人性的一面； 

 我们帮助乌干达履行义务，实现2020计划生育的承诺； 

 我们正通过 Doctorstore平台关注产品质量及支付能力； 

 我们现在拥有363家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为中国青年面临的挑战提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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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将召开的全球女性论坛（Women Deliver）会议上，玛丽斯特普中国办公室刘丽

清主任将与来自非洲、菲律宾和美国的合作伙伴讨论影响获得避孕产品的一系列因素。在

联盟发起的“避孕与选择”专家组中，她将借助众所周知的“空货架”来阐释用户的真正需求

与卫生系统认为的用户需求之间经常出现的严重错位。几十年来，中国所提供的计生服务

主要面对已婚妇女，为她们提供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手术，而如何服务于越来越多的年轻、

未婚用户却面临挑战。日益增多的新用户认为他们母亲那一代所适用的避孕方式并不一定

适合他们，那么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生育项目如何才能转变? 如果货架上产品充足，但并非

是年轻女性期待的产品，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将跟踪大会上对该问题的详细讨论，请您

继续关注。  

 

中国二孩新政会影响避孕用品的需求吗? 

中国政府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了三十多年后，最近正式宣布了二孩生育政策。此举是中国

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很多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即新政的实施对生殖健康供应链意味着

什么，它将如何影响避孕需求，答案似乎五花八门。 

 

目前，70%的未婚者表示他们想要两个小孩，但是否会付诸行动则不清楚。2013年，中

国试点了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迄今仅有12%有此资格的夫妇实际上行使了这种权利。这个现实情况验证了许多避孕用品

制造商的乐观看法：即新政将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人们对避孕用品的长期需求。事实上，还

有可能让该产业受益，因为今天的婴儿会变成明天新的避孕产品用户。  

 

联盟第17届全体成员大会，10月10-14日，西雅图 

携手合作向2020目标迈进 

时间：2016年10月10-14日 

地点：美国西雅图威斯汀（Westin）酒店 

事件：生殖健康社区 正站在十字路口。在2012年伦敦计划生育峰会上，我们设定了一个

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新增的1.2亿育龄妇女提供计划生育支持。我们承

载着她们的依靠和期待，但是我们要知道--时不待我！ 

 

她们期待着在诊所、药房、商店、医院以及社区医务工作者的手中，各种优质的生殖健康

产品供应充足。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怎么能确保她们的期待不会落空？让我们齐聚

在一起，回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思考创新解决方案，达成下一步计划。生殖健康

供应联盟第17届全体成员大会将直面问题，寻找答案，探讨对策。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要

错过这一次参与对话的机会。会议注册将于四月中旬开放，点击此处查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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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讨论会揭示了青少年迫切的问题 

“如果男子会有月经，每个销售这类产品的商店都会供应价格实惠的卫生产品。”一位年轻

人在巴厘岛召开的国际计划生育大会-联盟青年论坛上如是说。获取价廉质优的月经垫或

卫生棉条的困难常常导致来自社区的歧视和孤立，这种情形往往会因缺水而加重。一些年

轻女孩为此感到不安而不去上学，因此干脆离开了学校。当地生产和广泛分发的月经产品

不仅为增加产品可利用性提供了保证，还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

问题不在于“是否”，而在于“如何”让现实得到应验。巴厘岛的讨论形成了持续对话的一部

分，在联盟新建的青年讨论小组引领下正在继续下去，而小组的重点工作就是从青年的视

角探索产品供应事宜。如想要加入该小组，请联系“兑现承诺”项目官员Emilie Peeters。  

 

寨卡病毒网络研讨会吸引创记录参会人数 

最近一次用西班牙语讨论寨卡病毒及女性病毒感染者所生婴幼儿相关风险的网络研讨会上

，权利、公平、产品与服务可及性等成为了急切的话题。这是生殖健康供应联盟组办网络

会议吸引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有460多位个人注册参加会议。组织者不得不设立

YouTube同步播报，应对不能直接参与网络研讨会的观众。 

 

研讨会关注了两个关键信息。首先，由于该地区获取健康服务的不平等现象使疾病传播有

所加重；其次，缓解疫情的努力必须综合、全面并体现人的权利。除了供应控制疾病所需

物品之外，还应为当地所有希望避孕的男女，包括青少年提供避孕产品和（双重保护）服

务。而对于那些不想避孕，或已经怀孕，且处于感染风险的人，获得足够的检测至关重要

。此次研讨由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ForoLAC区域论坛主持，UNFPA/LACRO的 Vicky 

Camacho 博士， CLAP/PAHO 的 Bremen de Mucio 博士出席了研讨会。欲了解更多信

息，不要犹豫，请联系LAC论坛区域顾问 Milka Dinev。 

 

针对最近有关寨卡病毒的火热讨论，联盟发表了我们的观点：没有供应支持，一切头条皆

为空。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合作伙伴关系蓄势待发 

一项创新基金支持的“为发展筹资 (F4D)”的研究项目已得出结论，有社会影响力的投资者

，即那些寻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个人或机构，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投资基于新兴市场的

仿制药生产商。同样，仿制药生产商也渴望投资者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注入资金后一定能

够获利的仿制药。遗憾的是，双方偶尔的相互提议往往却以迷惘和质疑而告终。基于文献

、在线调查和访谈，F4D的研究表明，生产商必须学会更好地定位自己，了解正确的投资

者和资金类型。同时，该研究也呼吁投资者面对仿制药生产商时要更好地理解其意想不到

的现实情况。点击此处可获得有关该项研究更多的信息，也可以与 Alice Miller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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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ller@financing4development.org了解更多详情。点击此处可获得关于影响投资话题的

网络研讨会录音。  

 

新型女用安全套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近来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广为人知的PATH开发的女用安全套。该产品是PATH与上海达华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合作的成果，前两周刚通过WHO/UNFPA的资格预审。资格预审是这一

产品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该产品安全有效，可向更多地方推广。 

 

设计该产品的目的是要增加更多的产品选择，并改进女用安全套质量。很多人认为该产品

是未来的方向，它更易插入、无内环，接受性调查表明该产品颇受欢迎。近期对达华董事

长陈华先生的访谈中了解到，尽管目前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他们对产品的前景却很有信

心。达华意识到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是其面临的真正挑战。现在达华正努力扩大销量，将产

品销往潜在的、利润丰厚的巴西和南非市场，他还希望改进产品。在价格敏感的市场，成

本是关键。陈华已着手重新设计产品，探索使用当地原材料并优化生产工艺、降低成本。

SupplyInsider 将密切关注该产品的进展。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联盟的中国协调处。  

 

博客播报：促使新一代供应链成为现实 

联盟秘书处Ellen T. Tompsett女士和PATH的 Kaitlin Christenson女士指出，要实现联合国

第三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绝非易事”，SDG3包括大幅降低全球孕产妇死亡率、新

生儿死亡率以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全球健康委员会主持的一篇博客写道，新一代供

应链，即那些为实现最优效率由专业人士管理和设计、调配和维护的高质量的设备以及使

用数据推动改善的供应链可以加快交付药品和医疗用品，从而使我们更加接近为孕产妇和

儿童健康设立的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十位新成员加入联盟，总会员达363个 

 Silve Conseil 是一家法国咨询公司，成立于2015年，创始人Benoit Silve先生是

Bioforce前总干事、People that Deliver Initiative 联合主席。该公司协助私有和公

共机构制定策略、进行管理和评估。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逻辑及定量方法系（Logistic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Department, Julius-Maximilians-University Wuerzburg）重点关注基本药品采购

并帮助全球健康领域，尤其是非盈利性组织建立适用的模型。 

 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药品计划 （Global Medicin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通过传播药品安全信息及其价值，促进低收入国家获得并使用药品

，同时开展教学和指导，加强制药系统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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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健康权利联盟（Alliance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Rights） 是一家总部设在加

纳的非政府组织，联盟汇集了40多个组织，在贫困者、年轻人以及弱势人群中倡

导获取更好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GummiWerks LLC是一家创新型公司，在美国、欧洲和泰国设有机构，专注于设

计、制造和分发新型、用户友好以及有市场效应的性健康产品。 

 赞比亚教会健康协会（Churches Health Association of Zambia）是一家拥有150

多个成员的联盟，包括医院、健康中心和社区组织，主要致力于应对艾滋病、疟

疾和结核病。 

 Asociación Igualdad y Desarrollo是一家总部设在秘鲁的机构，通过倡导、培训和

实施项目致力于推动和保护性与生殖健康权利。 

 Mikken Medical Supplies, LLC 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商，生产不同肌肤色系

的乳胶安全套。 

 “尼泊尔开始行动”（Action Works Nepal）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为尼泊尔农

村地区的妇女儿童赋权。 

 Fundacion CEMOPLAF是一家厄瓜多尔的非政府组织，拥有22个提供临床服务的

医疗中心，该中心还提供培训、青少年欢迎的健康信息以及社区动员。 

 

2016年会讯 

3月23-25日 第五届东欧和中亚艾滋病会议   俄国 莫斯科 

3月30日-4月1日 第三次讨论SDG指标跨部门及专家小组会议  墨西哥 墨西哥城 

4月11-15 日 联合国第49次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会议   美国 纽约 

4月19-26日 加强系统工作组会议  美国 华盛顿 

5月13-14日 RHSC执行委员会会议  比利时 布鲁塞尔 

5月16-19日  第四届全球妇女论坛   丹麦 哥本哈根 

5月23-28日 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   瑞士 日内瓦 

7月18-22日 国际艾滋病大会   南非 德班 
 

 
 

  

 

获取法语、西班牙语重要文件 

“丰仓行动”近期发布了法语、西班牙语的重要文件及资料，包括行动简介、协作协商一致

的有关缺货的指标以及解释指标的说明。请点击www.NoEmptyShelves.org获取详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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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仓行动”在巴厘岛会议上取得进展 

“在国际计划生育大会上，如果每次有人问我‘你会怎样定义货品短缺？’的时候，我都能得

到一美元的话，我早就发财了！”联盟负责管理缺货的官员 Ellen T. Tompsett开玩笑道。

缺货以及如何测量缺货状况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力争在2020年覆盖1.2亿新的用户。在

国际计划生育大会上，联盟搭建了交流平台，吸引与会者参与“丰仓行动”的激情探索，其

间也包括了抽奖及奖品发放。  

 

第46位合作伙伴承诺参与“丰仓行动” 

VillageReach 宣布了他们2016年的新年决议，要成为“丰仓行动”的第46个合作伙伴。“丰

仓行动”实施以来极大地受益于VillageReach的专业意见，这些意见包括促进高质量健康

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专注于最后一英里送货服务。点击此处读取 VillageReach 的郑重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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