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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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ttp://www.nswp.org/resource/nswp-consensus-statement-
sex-work-human-rights-and-th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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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NSWP的共识声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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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第三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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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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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swp.org/resource/nswp-consensus-statement-sex-work-human-rights-and-the-law
http://www.nswp.org/resource/nswp-consensus-statement-sex-work-human-rights-and-the-law


关于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2020年度报告 3 

 

NSWP的倡导聚焦于以下议题和目标： 

• 人权：推动和保护性工作者的人权 

• 健康：性工作者可获得包括艾滋病毒在内
的医疗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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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刑事定罪与法律压迫：性工作者不被刑事
定罪或法律惩罚 

• 暴力：性工作者免于一切形式的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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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赋权：性工作者可自由选择就业和经
济安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理事会成员主席: 

Phelister Abdalla (KESWA, Kenya肯尼亚) 

非洲: Patrick Fotso (Alcondoms, Cameroon喀麦隆)和
Pamela Chakuvinga (SISONKE, 南非) 

亚太: Sherry Sherqueshaa (Project X, 新加坡) 和 
Rajeshwari Prajapati (SWAN Nepal, 尼泊尔)  

欧洲: Dinah de Riquet-Bons (STRASS, 法国) 和 Nataliia 
Isaieva (Legalife-Ukraine, 乌克兰) 

拉美: Cynthia Navarrete Gil (APROASE, 墨西哥) 和 
Miguel Angel Saurin Romero (Asociación Civil Cambio 
y Acción, 秘鲁) 

北美与加勒比: Shaunna-May Trotman (Guyana Sex 
Work Coalition, 圭亚那)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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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12月31日NSW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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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官员: Hannah Lewis 

 政策、项目与传播组: 

资深政策官员: Neil McCulloch  

政策官员: Anna Shapiro, Nadine Gloss 

资深项目官员: Mick Matthews  

传播官员: Hannah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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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性工作者全球运动仍然面临诸
多机遇与挑战，COVID-19大流行加
剧了很多问题。  

NSWP理事会同意将战略规划2016-2020延
期至2021年底，因为COVID-19导致与成员的咨
询延误。NSWP继续实施项目规划2016-2020中
设定的各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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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权利和实证基础的影响性
工作者的政策项目，运用NSWP共识声明作为
所有全球运动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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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重点说明）强势将性工作
者人权议题置于焦点。

http://www.nswp.org/resource/nswp-strategic-plan-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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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成员 

2021年，NSWP成员发展到来自101个国家
的318个成员，遍及NSWP五大区域。

 

 

欧洲 
国家: 30 
成员: 64 

亚太 
国家: 19 
成员: 48 

非洲 
国家: 33 
成员: 105 

拉美 
国家: 10 
成员: 49 

北美与
加勒比 
国家: 9 
成员: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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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球基金为性工作者所用 

2021年，全球基金的社群、权利与性别战
略倡议（CRG-SI）资助了一项新的三年期能力
建设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
工作网在国家层面有效参与设计、实施和监督全
球基金所资助项目和相关工作的能力。 

NSWP CRG SI项目在6个国家为国家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和性工作者领袖提供参与国家全球基
金工作的培训、技术支持和辅导。全部六个国家
伙伴也获得了财务报告、汇率管理和工作报告的
技术支持。通过CRG-SI，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成
为倡导领袖，推动有效纳入性工作者，并运用培
训和技术支持，增加性工作者在全球基金和其他
国家工作中的参与。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
Tais Plus确保所有性工作者优先事项都被纳入国
家艾滋病毒方案2022-2026的终稿，等待政府批
准。在加纳，WODA获得了CCM的观察资格。
在南苏丹，FEMISS与CCM的关系得到加强，并
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发展了积极
的关系，FEMISS的主任被选入艾滋病服务组织
全国工作网，增加了与政府代表对话的机会。在
苏里南，SUCOS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苏里南
CCM中的性工作者代表。 

2021年，NSWP创作了3个全球基金重点领
域基础知识视频：理事会、代表团和委员会； 
国家协调机制；催化投资。这些视频为有全球基
金资格国家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提供了有针对性
的实用信息。 

培训和技术支持，以及视频，帮助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参与国家政策和决策工作。 

NSWP也在2021年协助开展了三次“问任何
问题”活动，提供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就全球基金
具体领域咨询专家的机会，一次“南南同伴交流”
活动，让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可以分享经验技巧，
相互学习。 

C19RM 

所谓C19RM，就是NSWP资助的COVID-19
响应机制，支持9个国家 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缓
解COVID-19对抗击艾滋病、结核与疟疾项目的
影响。NSWP帮助联系其他关键人群主导工作网
和区域交流平台，为所有国家伙伴提供定期的技
术支持，内容包括与CCM交流、确定C19RM资
助标准中的性工作者优先事项和C19RM相关工
作。 

“根据我与不同CCM打交道的六年经验，我
知道理解全球基金和CCM能有多复杂多困难。
我完全支持你们制作这些视频。很好的分解
了技术内容，使用的语言和解释也让这些复
杂内容能够更容易被理解。”  

Annekatrin El Oumrany, CCM监督整合专家，赞比亚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the-board-constituenciesdelegations-and-committee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country-coordinating-mechanism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country-coordinating-mechanism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catalytic-investments
https://www.nswp.org/page/c19rm-guidance-hub-key-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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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工作者网络联合会建设一个学习
支持项目 

NSWP秘书处与区域网络一起实施了一个
结构化的月度电话会项目，以加强区域和国家伙
伴的交流和合作，协助实现财务和项目管理方面
的高质量信息能够持续流动。月度电话会由5个
区域工作网和6个国家层面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举行。出席电话会的是NSWP运营与项目管理组
和区域网络及国家伙伴的项目与财务官员。 

NSWP为每个伙伴提供财务报告表和工作
报告模板，使得每个伙伴都能每月提交报告。另
外，伙伴还会在每年年初提交年度活动日历。这
三个文件是月度电话会的基础。在交互环节可以
使用ZOOM来分享屏幕，来显示汇率变化对各个
伙伴的年度预算有何影响。在每次月度电话会上，
NSWP运营和项目管理组都会过一遍最新提交的
报告，并进行询问，让伙伴有机会对报告或即将
开展的活动进行提问。 

月度电话会也帮助识别了对技术支持的需
求，为持续交流最新和准确信息建立了渠道，加
强了组织发展和项目管理能力。自从开展月度电
话会后，NSWP发现区域网络能够更好地使用标
准化工具和流程记录她们的工作。而且她们已经
适应了这些，还能够和区域内国家伙伴分享。另
外，财务员工和项目员工还能够相互学习，帮助
伙伴的员工团队澄清和巩固对角色和责任的理解。 

月度电话会还加强了NSWP员工和区域及
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由于是每月一次，
NSWP员工更了解活动实施的进展，并在活动偏
离时能够提供支持。改善合作关系的成果之一，

就是NSWP发现区域员工更愿意在早期寻求指导
和帮助，减少了已批准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出岔子
的可能。 

“我学会了如何做预算，如何记录成员对拨
款的支出；和成员每月的电话会，改变了我
们和成员的交流方式。”  

Rachael Kamau, ASWA 

 

 

© 莫莉-汉金森为NSWP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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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工作 

作为一个全球工作网，NSWP经常要在线
工作。然而，COVID-19大流行将更多与成员、
区域工作网、国家伙伴、外部相关方和盟友的合
作变为线上。这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在大流行期间，新技术被用于辅助在线工
作，增加内部交流与生产力。NSWP秘书处也开
始举行每周在线小组会议。 

“在过去，几乎多数日常联系都是用电子邮
件……在线交流平台意味着计划外的更多联
系，一天好几次。联络是迅速、即时和频繁
的。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效率、响应能力，让
我们能更及时的交付工作。” 

 
Neil McCulloch,  高级政策官员，NSWP 

转为线上工作促使NSWP和成员用新的方
式合作。2021年开始的关于全球基金的“问任何
问题”在线活动就是在ZOOM上举行，还有四种
语言的同传。这些活动让成员能够跨越地域进行
联系，从NSWP高级项目官员和全球基金员工那
里学习，并可以相互学习。 

COVID-19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旅行限制，与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面对面互动的机会被限制，她
们彼此见面也困难。 

“在线工作让这些更加困难，需要更努力才
能与国家伙伴维持紧密的关系……对我个人
而言，曾拜访过几次吉尔吉斯斯坦和南非，
以及去曼谷与区域网络会面。在面谈中，我

理解水平要远高于有良好线上交流但没实地
拜访的加纳和科特迪瓦。” 

Mick Matthews, 高级项目官员，NSWP 

旅行限制和缺乏个人会面也对确保性工作
者在平台中的声音和优先事项造成了困难。很多
论坛会议都是线上线下混合或完全在线的，减少
了发言者讲话时间，限制交际和施加影响的机会。
这让性工作者和其他民间组织的声音很难在一些
场合被听到，如CEDAW工作、国际艾滋病大会
和世代平等论坛。 

来自秘鲁Miluska Vida y Dignidad的Angela 
Villón在关于犯罪预防措施的在线研讨会上发言（2021年）。 

© MILUSKA VIDA Y DIGNIDAD 

 

由于数字化参与经常限制人们只能听到发
言者说话，而在留言板提交问题与评论。这让性
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其他民间群体组织无法被有效
纳入。而性工作者有机会讲社群问题和观点时，
经常没有足够的讨论时间，参与者也很难收到发
言的反馈。时区差异也阻碍了对在线国际活动直
播的参与，尤其对亚太区域的个体，因为多数活
动都在北美或欧洲时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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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负担的稳定的网络链接的需求也为在
线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同时也强化了全球不平等。
苏里南性工作者集体的创始人反映，她们无法在
封城期间与一些性工作者维持联系，因为性工作
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那些，没有智能手机或电
脑，也负担不起网费。为了应对这种数字化差异，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不得不快速学习新技术并寻找
资源。 

“我们不得不克服很多鸿沟，学习技术工具
包，找钱支付联系费用，电脑管理，智能手
机。我们克服所有这些才能见到社群成员。” 

 
Karina Bravo, 区域协调员，PLAPERTS 

在线会议和平台给民间组织的有效参与造
成了障碍，即使是有网络的机构，在使用时也遇
到困难。一些国家的网络设施昂贵且有限，性工
作者主导组织难以参与在线活动。另外，在线会
议论坛极少考虑那些不讲殖民地语言或有残障的
人士，还可能使用复杂的技术，排斥不熟悉技术
的参与者。这是好几个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世代
平等论坛后汇报的主要问题。 

“在线系统在我们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区这里
不太好用。我唯一能和成员交流的方式就是
电话，但对我来说给这些山区的性工作者领
袖买充值卡可是一大笔钱。” 

 
Cathy Ketepa, 国家协调员，Friends Frangipani 

 

ASWA的在线活动传单（2021年9月）。 

© A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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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性工作者主导网络和组织的能力 

技术支持 
2021 年 ， NSWP 继 续 为 五 个 区 域 网 络

(APNSW, ASWA, CSWC, PLAPERTS and SWAN)和
6个全球基金伙伴(FEMISS: 南苏丹, WODA: 加纳, 
COVIE: 科特迪瓦, Tais Plus: 吉尔吉斯斯坦, AMA: 
缅甸 和 Friends Frangipani: 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
在线技术支持。这是由全球基金CRG-SI和罗伯
特卡尔基金（RCF）提供财政支持。  NSWP项目
管理与运营组与区域网络和国家伙伴进行月度电
话会。也为全球基金CRG-SI国家伙伴提供技术
支持，以撰写描述2023年可实现的预期改变的
成果说明，并设计有具体步骤的倡导机会来实现
她们的成果。 

APNSW：NSWP继续向APNSW管理委员会
和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持，围绕组织发展、财务管
理、预算、工作计划变更和人力资源管理加强能
力。高级政策官员就善治措施提供技术支持，并
作为APNSW选举的选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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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汇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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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尼日利亚、民主刚果、纳米比亚、
中非共和国和肯尼亚的性工作者参加了学院学习。 

CSWC：NSWP持续在继续拨款、财务管理、
汇率管理、分享良好实践和每月财务报告方面提
供技术支持。此外，NSWP支持实施新的监测和
评估框架和每月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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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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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N：NSWP继续向SWAN提供技术支持，
以加强其人力资源管理、治理、领导力和组织发
展方面的能力。 

ESWA：NSWP应邀就具体政策问题提供技
术支持。 

区域网络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并与本区域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合作，加强其机制能力，以及
它们在五个NSWP区域内影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
确认权利性工作政策和项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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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国家和
区域活动都在线上举行。在可能活动的地方，组
织也需要做出调整，例如培训群体规模缩小，在
室外活动，并供应个人防护用品。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funding-model/throughout-the-cycle/community-rights-gender/
https://robertcarrfund.org/
https://robertcarrfund.org/
https://apnsw.info/
http://aswaalliance.org/
https://plaperts.nswp.org/
http://swannet.org/
https://www.eswalliance.org/
http://www.nswp.org/what-we-do/sex-worker-networks-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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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与区域工作网在线合作，在善治和
财务管理措施，实施重新规划的项目和设计实证
基础倡导工具以响应紧急事件方面提供支持。 

全球基金 

全部六个国家伙伴获得了关于财务报告、
汇率管理和工作报告方面的技术支持。另外，为
缅甸的AMA提供技术支持，使其在军事政变造
成的社会动荡中进行项目管理。 

CEDAW 

NSWP为南部非洲的三个国家提供技术支
持参加CEDAW国别审议进程。南非Sisonke获得
NSWP 支 持 ， 更 新 并 提 交 了 她 们 给 第 80 次
CEDAW会议的影子报告，并为会议中的NGO听
证会准备了陈述。该报告更新后包含了关于
COVID对南非针对性工作者暴力数量的影响。莫
桑比克的Tiyane Vavassat和博茨瓦纳Sisonke获得
技术支持，得以开发国家监测系统来追踪政府如
何 处 理 两 个 国 家 所 收 到 的 性 工 作 相 关 最 新
CEDAW结论性意见。起草国家监测系统的工作
旨在协助Tiyane Vavassat和博茨瓦纳Sisonke对政
府问责，回应CEDAW结论性意见确保性工作者
人权。国家监测系统收集的数据将为未来就国家
进展向CEDAW委员会提交的影子报告提供证据。 

参与国际政策项目平台 

2021年，NSWP代表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
民间组织顾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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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工作组；关键人群机构间工作组
和联合国关于艾滋病毒与性工作问题指导委员会。 

除上述以外，2021年NSWP及其成员参与
了一系列国际政策平台，包括：为更新WHO综
合关键人群指南和指南开发小组成员组织开展一
项“价值与偏好”研究；共同编辑Springer发表的
《性工作、健康与人权》并提供意见；参与联合
国官员艾滋病的高级别会议；参加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项目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参加GPC关键人
群实践社群和南南学习网络咨询小组及活动。 

2021年，NSWP还共同主办了两个CSW65
的活动。一个是由荷兰大使馆、新西兰政府和
CMI!联合会支持的“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确保公
共参与，放大声音，扩大安全空间”边会。另外，
NSWP 和 性 工 作 者 包 容 性 女 权 主 义 者 联 盟
（SWIFA）主办了平行活动“关于性工作者有效
参与的包容性女权主义者视角”。 

NSWP网站与社交媒体平台 

 

NSWP网站在2021年有1356793次来访，比
2020年增长了56.36%，访问者为943719，其中8%
是再次来访，比2020年增长了69.81%。79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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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84%）通过搜索引擎进入NSWP网站；
132655来访者（14%）是直接在浏览器键入网站
URL；6354来访者（0.7%）是经由社交媒体进入
网站。 

2021年，355761次（26%）NSWP网站来访
是浏览成员版块。传播官员与成员组织合作制作
了13个成员概况放在NSWP网站。资源版块被访
问76444次（网站全部点击量的6%），包括直接
进入版块和在网站浏览进入。新闻页面被访问
90849次（7%）。传播官员为网站撰写了49篇新
闻故事，5篇来自非洲，5篇来自亚太，8篇来自
欧洲，1篇来自拉美，8篇来自北美和加勒比，
22篇为全球视角。 

NSWP继续发表《性工作研究》季度通讯，
并使用社交媒体与成员交流分享。2021年。
NSWP继续使用全球和区域邮件组进行成员间的
信息分享。NSWP维护一个脸书的私密群，供性
工作者与性工作者权利倡导家讨论议题和组织同
仁。到2021年12月31日，该群共有成员2177人。
NSWP脸书主页是2016年7月创建的，用来与
NSWP成员和外部相关方交流，到2021年12月31
日，共获得3569次点赞和3725个关注者。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NSWP 推 特 账 号
（@GlobalSexWork）共有24486个关注者。 

 
NSWP发表作品 

2021年，NSWP为倡导工具包增加了信息
图、视频和动画视频等新形式。 

简报： 
          《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的影
响》（2021年12月）：简报探讨了有关性工作
和性工作者的最常见错误信息形式，以及它们对
政策、研究、公共话语和性工作者日常生活的影
响。简报还探讨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如何抵制和
挑战错误信息的策略。本文最后列出了一系列建
议，以应对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的
来源和影响。 

简报 | 社群指南 

政策简报： 
《新冠疫情与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2021年11月）：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主导组
织在社会保障机制和应急工作未能提供足够援助
的国家中如何支持性工作者，考察了随着世界从
大流行中走出来，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所面临的威胁，探讨了如何减低伤害，为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应对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并询问可
以吸取哪些教训，加强今后对性工作者权利的倡
导。 

简报 | 社群指南 

简报说明： 
《性工作者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2021

年3月）：简报是为了提供与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
65次会议（CSW65）主题有关的资料。2021年3
月，将在线举行CSW65会议，探讨妇女充分和
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和决策，以及消除暴力，以
实现两性平等和对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 

https://www.nswp.org/member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
https://www.nswp.org/new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types/sex-work-digest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NSWP/
http://www.twitter.com/GlobalSexWork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papers/briefing-paper-the-consequences-misinformation-about-sex-work-and-sex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papers/she-qun-zhi-nan-guan-yu-xing-gong-zuo-yu-xing-gong-zuo-zhe-cuo-wu-xin-0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policy-briefs/zheng-ce-jian-bao-covid-19yu-xing-gong-zuo-zhe-xing-gong-zuo-zhe-zhu-dao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policy-briefs/she-qun-zhi-nan-covid-19yu-xing-gong-zuo-zhe-xing-gong-zuo-zhe-zhu-dao-zu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shuo-ming-xing-gong-zuo-zhe-zai-gong-gong-sheng-huo-zhong-de-c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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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金行为守则中的“性剥削”》
（2021年6月）：全球基金制定了行为守则，其
雇员、资源接受方、供应商、国家协调机制
（CCM）成员、政府官员在开展全球基金工作
时都必须遵守。其中一个适用于所有相关方的要
求是禁止“性剥削”。由于性工作被长期与“性剥
削”混淆，担心这一条款会被错误解释，造成性
工作者被排斥。简报说明澄清了这一条款，并为
成员提供信息，使其可应对全球基金相关方的质
疑。 

《盟友指南：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合作并
建立有效伙伴关系》（2021年10月）：简报说
明重申了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进行有效合作和伙
伴关系的原则和最佳实践，提供了实际的例子，
说明了这些行动的后果，并重申期望盟友促进强
大和可持续伙伴关系。 

明智指南：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数字安全》（2021
年10月）：《明智指南》指出了当前 ICT使用 的
一些趋势，探索了措施优劣，及其对性工作者的
安全、隐私和福祉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报告强调，
ICT的发展必须符合最高安全标准，是社群主导
和拥有的，保护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其他人权，并
且不能取代面向性工作者的基本面对面服务，也
不能削弱基层社群赋权。《明智指南》借鉴了性
工作者和关键信息人的专业知识，向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提出了建议。 

明智指南 | 社群指南 

 
案例研究：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国际政策和准则：
2016-2020政策影响回顾》（2021年1月）：本
案例研究是NSWP在五年内制作的系列研究中的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跨越2015年至2019年，
先前的三份案例研究记录了NSWP及其成员组织
在发展、实施及监测有关性工作的权利确认国际
准则和政策方面的角色。这些案例研究还审查了
国际准则和政策在地方、国家和区域性工作者倡
导中的用法和影响。 

《案例研究：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
运动》（2021年12月）：本案例研究记录了
NSWP的演变及其网络在妇女运动中的各种参与，
研究了最重要的挑战和成就及其影响。此外，本
案例研究还展示了妇女运动中与性工作者主导组
织密切合作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最后，本
案例研究探讨了从这些参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并讨论了应对当前和涌现出的新挑战的策略。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briefing-note-sexual-exploitation-the-global-funds-codes-conduct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briefing-note-sexual-exploitation-the-global-funds-codes-conduct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jian-bao-shuo-ming-meng-you-zhi-nan-y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jian-bao-shuo-ming-meng-you-zhi-nan-y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smart-guides/xing-gong-zuo-zhe-ming-zhi-zhi-nan-shu-zi-quan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smart-guides/she-qun-zhi-nan-shu-zi-quan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guo-ji-zheng-ce-yu-zhun-ze-2016-2020zheng-ce-yi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guo-ji-zheng-ce-yu-zhun-ze-2016-2020zheng-ce-yi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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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视频： 

《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 
(January 2021) 

《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January 2021) 

《质疑北欧模式的引入》 (January 2021) 

《性工作与法律》 (January 2021) 

《性工作是工作》 (January 2021) 

 
视频： 

《性工作者发声》（2021年12月）：12月，
NSWP发布了性工作者发声项目的第一批17个视
频。性工作者发声项目让性工作者有机会对性工
作和体面工作、性工作、性与生殖健康权利
（SRHR）和身体自主说出观点。项目最终将制
作来自全世界性工作者的100个视频。 

《全球基金基础知识：理事会、代表团和委员会》 
2021年五月 

《全球基金基础知识：国家协调机制》(2021年7
月） 

《全球基金基础知识：催化投资》2021年十一
月. 

信息图 

《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
2021年1月 

《对第三方免除定罪》2021年1月 

《服务机构明智指南：ICT与性工作》2021年1
月 

《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2021年1月 

《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毒和暴力脆弱性
的影响》 2021年1月 

《性工作者被有效纳入到针对自身的医疗服务设
计》2021年1月 

《质疑北欧模式的引入》 2021年1月 

《性工作与法律》2021年1月 

《性工作是工作》2021年1月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 SWIT》 2021 年 1 月 
 

声明与回应 

《NSWP关于支持马耳他对性工作免除定
罪的声明》（2021年3月）：NSWP发布声明，
强烈支持马耳他政府为推进性工作免除定罪开展
的工作。声明重申需要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途径
处理性工作问题，鼓励马耳他政府继续法律改革，
以实现对性工作的全面免除定罪。 

《NSWP欢迎OnlyFans撤回禁止明显性内
容的决定》（2021年9月）：NSWP发表了声明，
就 OnlyFans平台因 受到用 户抗议 而撤回其 自
2021年10月起禁止含有“明显性活动”内容的决定
表示欢迎。该禁令导致很多性工作者失去大量收
入，其中一些因为COVID-19大流行而转到线上。
在疫情期间，OnlyFans成为她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dong-hua-pian-nswp-guan-yu-xing-gong-zuo-ren-quan-he-fa-lu-de-gong-shi-sheng-mi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dong-hua-pian-fan-ren-kou-fan-yun-fa-lu-he-xiang-mu-dui-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dong-hua-pian-xing-gong-zuo-zhe-ming-zhi-zhi-nan-zhi-tiao-zhan-bei-ou-mo-shi-de-tui-gu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animations/dong-hua-pian-xing-gong-zuo-he-fa-lu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animations/animation-sex-work-work
https://www.nswp.org/sex-workers-speak-out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the-board-constituenciesdelegations-and-committee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country-coordinating-mechanism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publications/global-fund-basics-catalytic-investments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nswp-guan-yu-xing-gong-zuo-ren-quan-he-fa-lu-de-gong-shi-sheng-mi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nswp-guan-yu-xing-gong-zuo-ren-quan-he-fa-lu-de-gong-shi-sheng-mi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zheng-ce-jian-bao-dui-di-san-fang-de-qu-zui-hua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fu-wu-ji-gou-ming-zhi-zhi-nan-ictyu-xing-gong-zuo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fan-ren-kou-fan-yun-fa-lu-he-xiang-mu-dui-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fan-ren-kou-fan-yun-fa-lu-he-xiang-mu-dui-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xing-shi-ding-zui-dui-xing-gong-zuo-zhe-ai-zi-bing-du-yu-bao-li-cui-ruo-xing-de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xing-shi-ding-zui-dui-xing-gong-zuo-zhe-ai-zi-bing-du-yu-bao-li-cui-ruo-xing-de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you-xiao-na-ru-xing-gong-zuo-zhe-can-yu-mian-xiang-zi-shen-de-yi-liao-fu-wu-kai-fa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you-xiao-na-ru-xing-gong-zuo-zhe-can-yu-mian-xiang-zi-shen-de-yi-liao-fu-wu-kai-fa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xing-gong-zuo-zhe-ming-zhi-zhi-nan-zhi-tiao-zhan-bei-ou-mo-shi-de-tui-gu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xing-gong-zuo-he-fa-lu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xing-gong-zuo-shi-gong-zuo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xi-tu-xing-gong-zuo-zhe-shi-yong-swit-zhi-nan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statement-support-the-decriminalisation-sex-work-malta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statement-support-the-decriminalisation-sex-work-malta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welcomes-onlyfans-reversal-decision-ban-sexually-explicit-content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welcomes-onlyfans-reversal-decision-ban-sexually-explicit-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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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关于人口贩运高级别会议的声明：
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2021年11月）：
NSWP就关于人口贩运高级别会议发布回应声明。
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或“性剥削”混淆，是加剧性
工作的工作环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种混淆促
生了极端伤害性法律，限制性工作者寻求法律保
护或服务，阻碍她们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
件或实现她们的人权和劳动权。 

声明与回应 

《性工作、健康和人权：全球不平等、挑
战和行动机遇》（2021年4月）：这本公开作品
为全球不同社会环境中性工作者面临的健康不平
等和人权问题进行了全面综述，并提出了实证基
础的策略及最佳实践。 

《支持性工作者健康与人权：面向政策制
定者的基于实证的建议信息图》（2021年4月）：
信息图以公开作品为基础，强调了面向政策制定
者的基于实证的建议。 

《支持性工作者健康与人权：面向研究者
的基于实证的建议信息图》（2021年4月）：信
息图以公开作品为基础，强调了面向研究者的基
于实证的建议。 

《支持性工作者健康与人权：面向服务机
构的基于实证的建议信息图》（2021年4月）：
信息图以公开作品为基础，强调了面向服务机构
的基于实证的建议。 

《全球基金C19RM在满足关键人群需求方
面的成功与挑战》（2021年12月）：《全球基
金C19RM在满足关键人群需求方面的成功与挑
战》是由MPact和NSWP、INPUD和GATE合作完

成的社群主导报告。报告获得全球基金社群权利
与性别战略倡议（CRG-SI）支持。 

声明与回应 

NSWP完成了提交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成
员国、人权理事会和工作组、联合国机构/多边
捐赠方的多个提案，包括： 

联合国大会，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理事会及工作组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关于促进和保护自由意
见和表达权利，供其用于关于错误信息的年度主
题报告 2021年2月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关于适当住房权利，供
其用于提交GA和HRC的《住房歧视与空间隔离》
主题报告 2021年4月 

影响：特别报告员提交HRC的报告强调了
针对性工作者的系统性歧视、污名和刑事定罪，
包括性工作被合法化但受管制以及实施北欧模式
的国家。NSWP与性工作权利倡议（SRI）在
2022年3月报告发布时HRC的互动对话环节进行
了联合声明，强调了刑事定罪对歧视的持续影
响。SRI的网络广播在这里。声明文本在SRI官网
和推特。 

与 IWRAW-AP 在10 (UNGPS10+)磋商中
对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关于商业和人权的
性别层面的联合回应：“确保对性工作者在全球
经济中作为弱势工人和权利持有者的权利保护”
（2021年5月） 

联合国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身
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撰写关于“性与生殖健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statement-the-high-level-meeting-trafficking-persons-conflation-sex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statement-the-high-level-meeting-trafficking-persons-conflation-sex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ex-work-health-and-human-rights-global-inequitie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ex-work-health-and-human-rights-global-inequitie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upport-sex-workers-health-human-rights-infographic-evidence-based-recommendation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upport-sex-workers-health-human-rights-infographic-evidence-based-recommendation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upport-sex-workers-health-human-rights-infographic-evidence-based-0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upport-sex-workers-health-human-rights-infographic-evidence-based-0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upport-sex-workers-health-human-rights-infographic-evidence-based-1
https://www.nswp.org/resource/research/support-sex-workers-health-human-rights-infographic-evidence-based-1
https://www.nswp.org/resource/the-success-and-challenges-gf-c19rm-meeting-the-needs-key-population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the-success-and-challenges-gf-c19rm-meeting-the-needs-key-populations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reports/2021/report-disinformation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reports/2021/report-disinformation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reports/2021/report-disinformation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2021/call-inputs-housing-discrimination-and-spatial-segregation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2021/call-inputs-housing-discrimination-and-spatial-segregation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2021/call-inputs-housing-discrimination-and-spatial-segregation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4/k14xa7byh6?kalturaStartTime=4851
https://sexualrightsinitiative.com/resources/hrc-49-sri-nswp-joint-statement-sr-housing
https://sexualrightsinitiative.com/resources/hrc-49-sri-nswp-joint-statement-sr-housing
https://twitter.com/SexualRights/status/1511672097780776963?s=20&t=GWpl_0bsD7-SVa6FOFBbSA
https://www.nswp.org/news/un-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and-human-rights-10-ensuring-protection-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nswp.org/news/un-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and-human-rights-10-ensuring-protection-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nswp.org/news/un-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and-human-rights-10-ensuring-protection-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nswp.org/news/un-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and-human-rights-10-ensuring-protection-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call-contributions-right-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challenges-and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call-contributions-right-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challeng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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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权利——COVID -19期间的挑战和机遇——
19”专题报告。 

影响：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强调了COVID-19
大流行中刑事定罪让性工作者付出的沉重代价，
包括具体影响的内容、缺乏财务支持和社会保障、
获取物资和性传播疾病检测治疗的渠道减少。报
告强调NSWP的COVID影响调查。之后，O’Neill
研 究 所 在 2021 年 十 月 举 办 了 与 特 别 报 告 员
（Tlaleng Mofokeng）的对话，讨论她近期关于
COVID-19中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报告，里面提
到了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对联合国大会关于人口贩运高级别会议的
关于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书面声明（2021
年11月）：发布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
之前发布于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的网站：
（NSWP声明在包含所有提交的声明汇编文件的
12-16页[第三段]） 
 

Member States成员国 
 
       《NSWP关于支持马耳他对性工作免除定罪
的声明》2021年3月 

影 响 : 马 耳 他 媒 体 报 道 : 
https://timesofmalta.com/articles/view/global-
network-of-sex-worker-organisations-backs-
decriminalisation.860083 

应印度妇女儿童发展部向公众就印度人口
贩运法案（预防、关怀和康复）草案的意见征集
所提交的提案，2021年7月。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call-contributions-right-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challenges-and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call-contributions-right-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challenges-and
https://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TIP_GPA_appraisal.html
https://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TIP_GPA_appraisal.html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statement-support-the-decriminalisation-sex-work-malta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statements/nswp-statement-support-the-decriminalisation-sex-work-malta
https://timesofmalta.com/articles/view/global-network-of-sex-worker-organisations-backs-decriminalisation.860083
https://timesofmalta.com/articles/view/global-network-of-sex-worker-organisations-backs-decriminalisation.860083
https://timesofmalta.com/articles/view/global-network-of-sex-worker-organisations-backs-decriminalisation.860083


推动性工作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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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P继续致力于伙伴关系，以推动
性工作者健康和人权。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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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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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lobalfund-developedngo.org/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funding-model/throughout-the-cycle/community-rights-gender-technical-assistance-program/
https://www.iwraw-ap.org/


展望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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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倡导工具将于2022年开发： 

• 简报和社群指南：关于反权利运动对性工作
者的影响 

• 简报和社群指南：关于移民与性工作 

•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社群主导抗击COVID-19 

•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全球基金战略 

•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社会保障与性工作 

• 更新NSWP性工作相关法律图绘，10个新的国
家案例研究和一篇反映非洲法律情况的区域
简报 

 

 

 

 



财务总结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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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2021 

NSWP感谢以下捐赠者在2021年的财务支持 

收入 ................................................................. £ 英镑 

Aids Fonds – Hands Off 放手                      9,015 

罗伯特卡尔民间组织网络基金（RCF）.. 964,536 

大爱联盟 ...............................................................85,617 

开放社会基金会性健康与权利项目 ............11,991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8,675 

CREA/CMI............................................................... 3,843 

KP e-learning ........................................................ 5,132 

WHO世界卫生组织 ...........................................16,069 

AJWS ........................................................................ 2,294 

乔治敦大学 ............................................................... 435 

SOZE ........................................................................ 1,544 

其他 .......................................................................... 8,295 

总收入 ................................................... £1, 314,445 

支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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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人事（员工和全球、 
国家及任务顾问） .......................................... 391,379 

全球活动 .............................................................. 60,672 

全球运营成本 ..................................................... 59,112 

资本成本 .................................................................5,462 

区域性工作者主导的网络活动 

非洲 ............................................................... 245,423 

亚太 ............................................................... 253,849 

欧洲 ............................................................... 148,170 

拉美 ................................................................. 67,499 

北美与加勒比 ............................................... 70,588 

总支出................................................... £1, 302,154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编号：SC349355 

http://www.nswp.or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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