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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防治结核病高级别会议  
2022 年主要目标

“我们，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代表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齐聚联合国”：

1. 
承诺提供诊断和治疗

到 2022 年 为 4000 万
名结核病患者提供成功 
治疗。

2. 
承诺提供诊断和治疗

到 2022 年为 350 万名
儿童结核病患者提供成
功治疗。

3. 
承诺提供诊断和治疗

到 2022 年为 150 万名
耐药性结核病患者 ( 其中
有 115000 名儿童 ) 提供
成功治疗。

4. 
承诺预防结核病

以此预防感染结核病风
险 最 高 的 人 患 病， 到 
2022 使至少 3000 万人
接受预防治疗，其 中包
括 400 万名 5 岁以下儿
童、2000 万名结核病患
者家庭接触者以及 600 
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5. 
承诺从所有渠道调动充
足且可持续的资金

促进普遍获得优质结核
病预 防、诊断治疗和护
理服务，以期增加全球
对消除结核病的总体投
资，到 2022 年达到至少 
130 亿美元。

6. 
承诺调动充足且可持续
的筹资

争取使全球总体投资增
加到 20 亿美元，从而弥
补结核病 研究供资每年
约 13 亿美元的缺口，确
保所有国家都能适当推
动研究和开发。

7. 
推动和支持消除污名现
象和一切形式的歧视，

包括取缔针对结核病患
者的歧视性法律、政策
和方案，保护和促进人
权和尊严。

确认结核病的预防、诊
断和治疗服务面临各种
社 会 文 化 障 碍， 对 于
弱势者或处于弱势境遇
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且
需要发展基于人权、以
人为本、立足社区、促
进性别平等的综合保健 
服务。

8. 
承诺尽快提供新型、安
全、有效、公平、可负担、
可获得的疫苗、

即时诊断和儿童友好型
诊断、药敏检测和更安
全、有效的药物及疗程
更短的治疗方案，用于
治疗成人、青少年和儿
童 的 各 种 类 型 结 核 病
和感染，以及通过创新
强化医疗卫生系统，例
如信息和通讯工具以及
新技术和现有技术交付
系统，以便能够综合开
展以人为本的结核病预
防、诊断、治疗和护理 
工作。

9.  
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继续制定多部门问责制
框架，

并确保最迟在 2019 年及
时贯彻落实该框架。

10. 
又请秘书长在世界卫生
组织的支持下，于 2020
年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说明全球和各国在各个
部门为加紧实现消除结
核 病 商 定 目 标 所 取 得
的进展，该报告将为筹
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在 2023 年 高 级 别 会 议
期间进行全面审查提供 
参考。



通过弥补结核病诊断、治疗和预防
方面的缺口，覆盖所有人

P24: “承诺提供诊断和治疗，以
期在 2018 年到 2022 年为 4000 万
名结核病 患者提供成功治疗，包
括 350 万名儿童和 150 万名耐药
性结核病患者 ( 其中有 115000 名
儿童 )……”

P25: “承诺根据国情迅速扩大结核
病感染检测和提供预防治疗，以此
预防感染结核病风险最高的人患病，
并把重点放在高负担国家，到 2022 
使至少 3000 万人接 受预防治疗，
其中包括 400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
2000 万名结核病患者家庭接触者以
及 600 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

改变结核病应对措施，使之公平、
以权利为基础和以人为本

P14:“…… 确认所有这些感染结核
病的人需要以人为本的综合预防、
诊断、治 疗、副作用管理、护理
以及心理、营养和社会经济支持，
以使他们能够得到治愈，包括减少
污名和歧视。”

P17: “…… 为了能够消灭结核病，
要酌情特别是通过社区和民间社会
的参与，和通过非歧视方式优先考
虑高危群体以及其他弱势或处于境
遇的群体，例如妇女和儿童、土著
人民、保健工作者、移民、难 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生活在复杂紧急
状况中的人、囚犯、艾滋病毒感染者、
吸毒者 ( 特别是注射吸毒者 )、矿工
和其他接触二氧化硅的人、城乡穷
人、得不到充分服务的民众、营养
不良者、粮食无保障的人、少数族
裔、面临牛结核病风险的人和社区、
糖尿病患者、精神和身体残疾者、
滥用酒精者和使用烟草者，同时确
认男性中结核病流行率更高。”

P18: “确认结核病的预防、诊断和
治疗服务面临各种社会文化障碍，
对于弱势者或处于弱势境遇的人而
言更是如此，且需要发展基于人权、
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促进性别平
等的综合保健服务。”

P19: “承诺推动提供可负担药品
包括非专利药，从而扩大利用可
负担的结核病治疗、包括耐多药
结核病和广泛耐药结核病的治疗，
同时重申经修正的《世界贸易组

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又重申 2001 年世贸组织《关
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

P25: “承诺 …… 颁布各种措施，
以在工作场所、学校、交通运输系
统、监禁系统和其他聚集场所防止
结核病传播。”

P33: “承诺通过维护和促进公平、
伦理道德、性别平等和人权的方法，
发展 社区卫生服务，以在防治结
核病 ……”

P34: “承诺在各国实现并维持全民
健康保障的道路上相应地改善政策和
制度，以让所有结核病人或有感染结
核病风险的人既享受优质、可获得、
可负担的所需预 防、诊断治疗和护
理服务，又不至陷入经济困难，并在
公共和社区组织（包括信仰组织）和
私营服务机构内对抗微生物药物及预
防和感染控制提供指导；”

P37: “承诺 …… 推动和支持消除
污名现象和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
为此取缔针对结核病患者的歧视性
法律、政策和方案 ……”

联合国防治结核病高级别会议 
2022 年主要承诺
“我们，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代表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齐聚联合国”：

除了十大目标外，这些是政治宣言中的一些主要承诺，按照结核病社区
提出的 Key Asks (https://bit.ly/2AixuCY) 进行了分组。 
可在此处查阅完整的政治宣言：https://bit.ly/2OylPnA

P38: “承诺根据社会包容原则，
对穷人、弱势群体（包括婴幼儿和
青少年）以及有感染结核病风险和
受结核病影响的老年人和社群给予
特别关注，尤其是通过确保民间社
会和受影响社区在医疗卫生部门内
外加大力度、切实参与结核病应对
措施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

加快开发必不可少的新工具，消除
结核病

P42: “承诺推进基础科学研究、
公共卫生以及创新产品和方法的
开发 …… 包括努力尽快提供新型、
安全、有效、公平、可负担、可
获得的疫苗、即时诊断和儿童友
好型诊断、药敏检测和更安全、
有效的药物及疗程更短的治疗方
案，用于治疗成 人、青少年和儿
童的各种类型结核病和感染 ……”

P43: “承诺为治疗结核病新工具
的研发建立有利环境，并承诺通过
促进竞争与协作 …… 开展及时有效
的创新，使现有工 具、新工具和
交付战略可以负担并得到利用以及
促进其合理使用。”

P45: “促进旨在由需求驱动、以
证据为基础并遵循可负担性、实效、
效率、公平等原则的结核病研发，
并将此视为一项共 同责任。在这
方面，我们鼓励建立新的产品开发
伙伴关系模式，而且为了应对耐多
药结核病，我们继续支持那些把研
发投 资成本与价格和销售量脱钩
的现有自愿举措和激励机制，以促
进公平、可负担地利用通过研究和
开发获得的新工具和其他成果 ……”

投入消除结核病所需的资金

P46: “承诺从所有渠道调动充足
且可持续的资金，促进普遍获得优
质结核病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
服务，以期增加全球对消除结核病
的总体投资，到 2022 年达 到至少 
130 亿美元 ……”

P47: “承诺调动充足且可持续的
筹资，争取使全球总体投资增加
到 20 亿美元，从而弥补结核病研
究供资每年约 13 亿美元的缺口，
确保所有国家都能适当推动研究和 
开发 ……”

致力于发挥坚定和负责任的全球领
导力， 包括定期的联合国报告和
审查

P48: “承诺酌情制定或加强国家
防治结核病战略计划，在其中纳入
落实本政治宣言所载承诺的一切必
要措施，包括通过国家多部门机制
监测和审查在消除结核病流行方面
取得的进展，并提供高级别领导， 
最好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
责，让民间社会、受影响社区以及
议员、地方政府、学术界、私营部
门和医疗卫生部门内外的其他利益
攸关方积极参与 ……”

P49: “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根
据世界卫生大会第 71.3 号决议的规
定继续制定多部门问责制框架，并
确保至迟在 2019 年及时贯彻落实
该框架。”

P53: “又请秘书长在世界卫生组
织的支持下，于 2020 年提交一份
进展报告，说明全球和各国在各个
部门 …… 该报告将为筹备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在 2023 年高级别会议
期间进行全面审查提供参考。”

https://bit.ly/2AixuCY
https://bit.ly/2AixuCY
https://bit.ly/2MFqGSS
https://bit.ly/2OylPnA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成员国举行了首次防治结核
病高级别会议，结核病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

会议产生了一份得到了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认同的政治宣言，概述了
全世界在 2030 年之前终止结核病流行必须兑现的主要承诺，正如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那样。2023 年，联合国成员国将召开一次后
续的高级别会议，全面审查各自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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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现 在

签名人

拍摄自己手持此签名页的照片，然
后使用话题标签 # 终止结核病，在
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

发挥我的作用 
到 2022 年实现联合国《关于防治结核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中的目标。

# 终止结核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