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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艾滋病疫情

累计报告
截至2012年底

当年报告
2012年

HIV/AIDS 9324 1677

艾滋病病人 2650 787

死亡 572 150

2011年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1.1万人

2011年估计存在艾滋病感染危险MSM人数 8万 (6-10万)



上海市报告HIV感染者
1987-2012年



上海市报告HIV感染者
按传播途径 2005-2012年



上海市参与艾滋病工作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

 妇联、工会、共青团、红十字会等市防治
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单位

 开展活动
 “不让毒品进我家”、“平安家庭”
 “妇女‘面对面’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
 “青春红丝带行动”、“青春校园行动”
 “民工公寓艾滋病同伴教育”
 “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进建筑工地”



上海市参与艾滋病工作社会组织
专业机构

 机构
 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市预防医学会、医学会
 各区县健康教育协会、卫生工作者协会

 开展活动
 大众艾滋病宣传教育
 全球基金项目反歧视倡导，高危人群干预
 中盖艾滋病项目暗娼干预



上海市参与艾滋病工作社会组织
注册社会团体

 机构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开展活动
 吸毒人群，MSM人群，青年学生艾滋病干预



上海市参与艾滋病工作社会组织
社会企业

 2010年上海市企业抗击艾滋病论坛
 上海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协会

 20家上市公司倡议“抗击艾滋，企业有责”



上海市参与艾滋病工作社会组织
草根组织

 机构
 感染者关怀小组
 MSM小组
 吸毒者志愿者工作小组

 开展活动
 依托各类项目开展相关活动



项目推动社会组织参与

 市级财政专项
 MSM浴室干预，性病治疗减免项目

 国内外研究项目
 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
 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
 中国加拿大艾滋病合作项目

 全球基金项目
 中盖项目



2010年RCC社会组织参与项目
倡导反歧视

项目名称 申请机构

社会组织参与的反歧视宣传活动 虹口区妇女联合会

“阳光之爱”
MSM人群艾滋病反歧视多媒体大赛 阳光地带关爱小组

大学校园反歧视 华东政法大学“艾心滋路”协会

“平等关爱、和谐共建” ——
静安区中专（职校）学生艾滋病反歧视宣传活动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艾有晴天”--艾滋病反歧视行动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虹口区工作站

松江区艾滋病反歧视宣传活动 上海市松江区爱心助困志愿者协会

女性社团艾滋病反歧视宣传活动 闸北区巾帼教育培训中心

青春健康美好人生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徐汇区工作站

“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防艾知识传播和反歧视教育宣传 上海市红十字会



2010年RCC社会组织参与项目
高危人群干预

项目名称 申请机构

上海城郊结合地区暗娼及嫖客人群的艾滋病综合干预 青春红丝带

杨浦区暗娼人群干预活动 杨浦区总工会

社会组织参与注射吸毒者干预活动--社会组织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注射吸毒者干预活动 13家MMT门诊志愿者工作小组

社会组织参与注射吸毒者干预活动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上海城区MSM人群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 阳光地带关爱小组

智行2010年上海MSM主要场所防艾同伴教育项目 智行上海MSM防艾工作组

上海地区MSM人群HIV/AIDS的预防干预 上海同心工作组

上海地区80.90后MSM人群性行为健康干预活动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浦东新区MSM人群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 浦东新区“携手同行”工作组



2010年RCC社会组织参与项目
感染者关怀

项目名称 申请机构
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持续的关怀和支持 闸北区温馨家园关怀小组

金山区HIV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及关怀支持 金山“爱之家”

松江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关怀与支持 上海市松江区爱心家园小组

虹口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持续关怀项目 上海市虹口区馨爱家园自助小组

卢湾区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关怀和支持项目 卢湾区阳光社区家园

嘉定区感染者关怀活动 嘉定“阳光家园”

杨浦区艾滋病患者关怀、支持活动 杨浦区彩虹小屋

感染者和病人宣教干预关怀慰问活动 宝山区红十字会

浦东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怀与支持 浦东新区“携手同行”工作组

闵行区为社区HIV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持续关怀与支持项目 闵行“雨后彩虹”小组

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持续的关怀和支持 长宁爱之联盟工作室

感染者和病人关怀支持项目 徐汇HOPE工作组

上海地区针对新确诊HIV感染者展开的
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与知识普及计划 美丽人生健康促进服务中心

抗病毒治疗教育及持续性关怀项目 上海爱的家园关爱小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自我管理 静心工作组



2010年RCC社会组织参与项目
依从性教育

项目名称 申请机构

上海地区针对PHAs社区开展ARV治疗
依从性及治疗关怀骨干培训 美丽人生健康促进服务中心

上海市AIDS患者健康促进项目 上海市东方爱心俱乐部

依从性等健康教育项目 上海爱的家园关爱小组

HIV感染者/病人的心理支持和依从性
同伴教育项目 上海心灵的依靠关爱组



2012年RCC社会小组实施项目

活动 实施机构

反歧视

依依茉莉女性感染者小组
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上海爱的家园互助小组
“滋道网”社区公共卫生健康综合服务网

暗娼干预 石门二路街道防艾“红丝带”志愿者协会，
上海同心工作组，青春红丝带，上海心生

流动人群外展和同伴服务 上海市浦东新区健康促进协会

静脉吸毒人群外展干预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MSM外展干预
松江区扬志青年社工服务社

敏敏同志艺术中心
上海心灵的依靠关爱组



重点推动MSM人群干预

 MSM社区小组
 上海心生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滋道网工作组
 阳光地带关爱小组
 智行上海MSM防艾工作组
 上海同心工作组





外来务工人群干预



同志浴室干预



暗娼干预



工作体会

 市艾办统一协调，社会团体广泛参与

 依托项目，引入工作理念，资金，管理，
提高机构能力

 培育指导草根组织发展

 保障社会团体和组织防治经费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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