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览
2021年主要成就

关于我们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是一个全球性的医疗健康保健
服务提供机构，也是人人享有性与生殖健康和及权利的
主要倡导组织。我们是各国计生组织的一个世界性联合会，
与 140多个国家合作，为社区和个人开展合作并为其提供
服务。

团结与行动

121项
支持或捍卫性与生殖
健康和权利 (SRHR)
以及性别平等方面的
政策和 /或立法变革因
IPPF的倡议而促成

2.314亿人次
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43%
的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提供给了年轻人2900万

夫妻保护年数 (CYP)

20,025名

83%

78%

45%

935个

计生联员工

的成员协会的管理机构中至少
有一名年轻人

的国际计生联非专项资金分配
给了最需要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的成员协会

的成员协会本土收入是通过 
社会企业筹集的

固定诊所配备了完全电子化的
诊所管理信息系统

赋权社区与服务民众

7230万名
服务对象

85%
610万 处于人道主义危机中

来自贫困和弱势群体

2.314亿人次
 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3610万人次
妇幼卫生服务

 450万人次
流产相关服务

 43%
的服务提供给了年轻人

 3450万
年轻人完成了一门 
全面性教育课程

 5140万人次
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服务

 8750万人次
避孕服务

2900万
夫妻保护年数

1.557亿人次
服务通过成员协会诊所提供

 7570万次
服务通过合作伙伴促成

2021年 IPPF影响力

1250万例避免了 意外怀孕

避免了 不安全流产

避免了总计
失能调整生命  
年数（DALYs）

直接医疗健康  
保健费用节省了

380万例

1620万

6.79亿美元

永久性方法

短期方法

长期方法

夫妻保护年数 
（按方法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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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夫妻保护年数

提供的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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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病毒相关的全部服务

针对性传播疾病感染的服务

针对艾滋病毒的服务

2021年行动成果

成果 1:
100 个 国 家 政 府 尊 重、
保护和实现性与生殖权利
和性别平等

成果 3:
国际计生联及其合作伙伴 
提供了 20亿次高质量、
综合性的性健康与生殖健
康服务

成果 2:
10亿人在性与生殖健康和
权利方面享有自由

成果 4:
1个高效、负责、团结的
联合会

1.557亿人次
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2900万
夫妻保护年数

710万人
首次使用现代避孕药具

 64%
的国际计生联服务对象
会向亲朋好友推荐我们
的服务（通过净推荐值
方法测算）

7570万人次
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成功促成

610万
处于人道主义危机中的
人接受了服务

 81%
的成员协会从国际计生联 
获得的非专项资金不超过
其收入的 50%

 316,240名
国际计生联志愿者

 8%
的国际计生联将非专项 
资金用于奖励，通过绩效 
资助制度对好的成员协会 
进行奖励

1.909亿美元
接受非专项资助的成员 
协会在当地的创造的收入

1.647亿美元
来自国际计生联秘书处 
创造的收入

121项
支持或捍卫性与生殖 
健康和权利(SRHR)以及 
性别平等方面的政策和/ 
或立法变革因 IPPF 的 
倡议而成功促成

 552个
青年和妇女团体采取了
公开支持 SRHR的行动，
国际计生联的参与为此
作出了贡献

 3480万
年轻人完成了一个全面性
教育培训项目

100,629名
教育工作者接受了成员 
协会的培训，以向年轻人 
提供全面性教育或者向其 
他教育工作者提供进行 
全面性教育的培训（培训 
师培训）

如果您想通过捐款支持国际计生联或我们任何成员协会的工作，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ippf.org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2022年 7月发布
4 Newhams Row, 伦敦 SE1 3UZ,英国
电话 : +44 (0)20 7939 8200 传真 : +44 (0)20 7939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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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权利

博茨瓦纳

国际计生联成员协会博兹瓦纳家计会（BOFWA）与 SRHR
性与生殖健康和同性恋（LGBTQ+）活动人士合作，一直
在持续为包括青少年、男男性行为者和性工作者在内的关
键群体发出呼吁。博兹瓦纳家计会在其公共宣传中指出，
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以及与之相关的污名化和歧视，大大
减少了获取 SRHR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特别是与艾滋病
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相关的服务）的机会。2021年 11月，
博茨瓦纳上诉法院维持了政府在 2019年提出上诉的一项
裁决，该裁决裁定将同性恋定为犯罪是违反宪法的。在驳
回上诉的过程中，法官们一致认为。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
侵犯了宪法赋予 LGBTQ+个人的尊严、自由、隐私和平
等权利。在 2019年的裁决之前，同性性行为最高可判处
七年监禁。这是在博茨瓦纳争取平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将有助于增加获取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服务和其他 SRHR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

2021年 11月，突尼斯教育部批准了一套新的指导方针，
指导学校提供全面性教育（CSE）。从 2022-2023学年
开始，全面性教育将被纳入包括法语、阿拉伯语、公民教
育等多个科目在内的现有课程体系。国际计生联突尼斯成
员协会突尼斯家计会（ATSR）与部长和官员举行了会议，
以对指导方针的制订施加影响。为了支持指导方针的有效
实施，突尼斯家计会还针对指导方针为教师、督学、学校
管理人员和教育部相关官员开展了一系列培训。为了赢
得公众对该举措的支持，还为包括媒体组织、宗教领袖、
服务提供者、家长和社区领袖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发起了一
轮宣传活动。

2021年 9月，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定，对终止早孕的妇女
和孕妇进行惩罚是违反宪法的。该国最高司法机关一致投
票决定，在北部科阿韦拉州（Coahuila）堕胎是无罪的。
这一决定是妇女权利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国际计生
联成员协会墨西哥家计会Mexfam）多年倡导和积极行动
的结果。2019年，最高法院审议了墨西哥家计会提交的
一项申诉，该申诉强调了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未能
将堕胎非罪化。该成员协会使用了基于权利的论据，包括
从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的角度来为堕胎非罪化
辩护。两年多来，法院一直在审理该项申诉。在此期间，
墨西哥家计会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提出了论据，并与法
院法官进行了讨论。当最高法院在 2021年做出裁决时，
墨西哥家计会看到一些与身体和生殖自主有关的概念已经
被采纳，这表明了成员协会对改变最终裁决的贡献。这一
裁决开创了一个重要先例，倡导者希望这将为全国和该地
区的堕胎非无罪化铺平道路。

国际计生联瑞典成员协会瑞典家计会（RFSU）通过游说，
成功地让瑞典政府的国际援助机构（SIDA）在其七项更
新战略中写入了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并将其列为优先
事项。这些战略涵盖多个地区和主题，其中包括以前不含
SRHR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字眼的新人道主义战略。瑞典
家计会密切关注战略审议周期的每一阶段，通过几个关键
途径实现了这一目标：瑞典家计会向瑞典政府国际援助机
构（SIDA）提供了高质量的专业知识、信息、数据和建议，
强调了将SRHR性与生殖健康纳入总体战略目标的重要性。
瑞典家计会还在其开展国际项目的所在国与当地合作伙伴
进行接触一起，鼓励他们向瑞典大使馆强调自己的观点。

突尼斯

墨西哥

瑞典

2021年政策和
立法变革

支持或捍卫性与生殖健康
和权利方面的政策和 /或 
立法变革

 78项
变革性成果 
由成员协会取得

 25项
区域性变革成果

 37个
国家

 18项
全球性变革成果

涉及增加获取 SRH性与生殖
健康服务的机会

侧重防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
的暴力

涉及增加获取安全合法的
流产服务的机会

促进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涉及教育和服务年轻人

促进性别平等

涉及增加获取避孕药具的
机会

涉及将性健康与生殖健康
列为危机环境中的优先事项

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支持

促进对性取向与性别多样化
的包容

 23项

19项

17项

17项

16项

11项

10项

 3项

 3项

 2项

121项

国际计生联通过创新方式 
提供的服务

5,000人次 自助流产自我保健
服务

约410万人次 服务通过数字
化医疗干预手
段提供

73个 成员协会通过数字化医疗干预手段提供服务或
全面性教育

自助流产自我保健
自助流产自我保健是一种循证做法，这一做法坚定地将
妇女、少女和所有能怀孕的人置于流产过程的中心，视其
为控制自身身体的关键决策者，可以成为克服强制性法律
限制和卫生系统不完善的有效方法，同时挑战有害的社会
习俗和父权结构。

国际计生联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协会采用自助流产自我保健
的方法来支持那些需要流产的人。墨西哥家计会和哥伦比
亚家计会（Profamilia）两家成员协会制定了通过自我
管理式流产为女性提供支持的策略。这是这两家成员协会
在封城期间提供不间断诊疗的一个重要工具，随后成为覆
盖服务不足群体的一个关键方法。墨西哥家计会和哥伦比
亚家计会一直保持着高质量，并高度遵守标准，以建立对
这一方法的信心，确保服务提供者的安全。服务对象也很
赞赏自我管理式流产服务所提供的隐私保护。成员协会将
继续培训工作人员，通过进一步提供信息和教育，对抗污
名化，确保该模式能继续被接受并具备可持续性。

远程医疗
使用远程医疗技术远程提供服务已经成为国际计生联成
员协会越来越重要的方法，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远程医疗涵盖多种手段，包括呼叫中心和电话热线，使用
短信服务和社交媒体、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线上、线下
工具。这些手段让服务对象能够以符合其需求的方式获得
服务和信息，对于那些难以亲自前往诊所的人尤其实用。

国际计生联成员协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家计会（FPATT）
使用WhatsApp（相当于微信）来运营他们针对委内瑞拉
和古巴移民社区的远程医疗服务。服务对象可以与医生预
约 30分钟的视频咨询，医生可以对他们进行诊断，开药，
并在必要时让他们预约诊所的当面诊疗。对于那些可能
没有时间或金钱能轻易就前往诊所的人而言，这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因为该模式增加了难以覆盖到的群体获得高质
量诊疗的机会。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家计会（PFPPA）
使用WhatsApp接触年轻人，这是一个关键的目标群体，
他们最有可能对数字化方法做出积极回应。同伴教育工作
者可以开展数字化的性教育课程，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包括通过当地线下网点提供避孕
药具。这些新方法是在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封城
的时期制定的，但之后被保留了下来，以继续帮助那些本
来会被排除在基本诊疗之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