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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向各国政府进行的第十三次

人口与发展调查

生殖健康模块 

本模块所含问题涉及有关孕产妇健康、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艾滋

病)和人工流产的政府政策和法律规章。请务必回答本模块中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的答复将用于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5.6.2(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信息和教育)的全球监测。 

请指明负责协调对本模块作答的办公室，并列出填写本模块的官员的联系信息。

*国家：

*办公室：

姓名： 职称/职位： 

*电子邮件： 电话：

邮寄地址：

请用以下联系信息将填写好的调查模块及任何附件寄回：

电子邮件： POPPOLICY@UN.ORG 电话： +1-917-367-4632 / 2366

邮寄地址：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WO UNITED NATIONS PLAZA, DC2-1950 
NEW YORK, NY 10017, USA 

本调查模块也可以在线填写和提交，网址：
https://icts-surveys.unog.ch/index.php/65442?newtest=Y&lang=zh-Hans

*必填项

https://icts-surveys.unog.ch/index.php/65442?newtest=Y&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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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是否有任何法律或规章 1 保障获得孕产妇保健的机会？

是 否

2. 如对问题 1 回答“是”，是否存在与上述法律或规章相矛盾的多元法律制度？2

是 否

3. 问题 1 中指明的法律或规章 1 是否含有基于以下任何特征的限制？

限制 是 否

a. 年龄

b. 婚姻状况

c. 第三方许可(例如配偶、父母/监护人、医务人员)

4. 政府是否有任何法律或规章 1 保障以下服务/权利？

避孕服务/权利 是 否

a. 获得避孕服务

b. 获得紧急避孕

c. 所有个人在接受避孕服务(包括绝育)之前给予完全、自由和知情同意

5. 如对问题 4a、4b 或 4c 回答“是”，是否存在与上述法律或规章相矛盾的多元法律制度？2 

避孕服务/权利 是 否

a. 获得避孕服务

b. 获得紧急避孕

c. 所有个人在接受避孕服务(包括绝育)之前给予完全、自由和知情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 
1“规章”包括行政令、部长令或其他行政命令或法令。只考虑在国家一级适用的规章。 
2“多元法律制度”包括可能限制法律或规章对某些人口群体适用性的传统法律制度和“习惯法”(如宗教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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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题 4a 或 4b 中指明的法律或规章 1 是否含有基于以下任何标准的限制？[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避孕服务 最低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第三方许可

(例如配偶、 
父母/监护人、 
医务人员) 

a. 获得避孕服务

b. 获得紧急避孕

7. 政府是否有任何法律或规章 1 保障以下服务/权利？

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权利 是 否

a. 自愿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服务

b. 艾滋病毒治疗和护理服务

c. 为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保密

8. 如对问题 7a、7b 或 7c 回答“是”，是否存在与上述法律或规章相矛盾的多元法律制度？2 

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权利 是 否

a. 自愿艾滋病毒咨询和检测服务

b. 艾滋病毒治疗和护理服务

c. 为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保密

9. 问题 7a、7b 或 7c 中指明的法律或规章 1 是否含有基于以下任何标准的限制？[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权利 最低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第三方许可

(例如配偶、

父母/监护人、

医务人员) 

a. 自愿艾滋病毒咨询和检

测服务

b. 艾滋病毒治疗和护理服

务

c. 为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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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是否有任何法律或规章 1 保障少女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是 否

11. 如对问题 10 回答“是”，是否存在与上述法律或规章相矛盾的多元法律制度？2

是 否

12. 政府是否有任何法律、规章 1 或国家政策规定性教育为全国学校课程的强制性构成部分？

是 否

13. 如对问题 12 回答“是”，是否存在与上述法律、规章或政策相矛盾的多元法律制度？2 

是 否

14. 如对问题 12 回答“是”，性教育课程是否包括以下八个专题？

课程专题 是 否

a. 关系

b. 价值观、权利、文化和性

c. 了解性别

d. 暴力与保护自身安全

e. 维护健康和福祉的技能

f. 人的身体与发展

g. 性和性行为

h.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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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请说明国内目前是否允许基于下列法律依据进行人工流产？

人工流产的法律依据 是 否

a. 挽救女性的生命

b. 维护女性的健康

c. 在被强奸的情况下

d. 在胎儿存在缺陷的情况下

16. 如果人工流产在某些理由或所有理由下合法，但有其他限制，请说明限制。

限制 是 否

a. 须经医疗专业人员许可

b. 未成年人须经司法同意

c. 已婚妇女须经丈夫同意

17. 女性是否会因非法堕胎而受到刑事指控？

是 否

18. 政府是否有任何法律或规章 1 确保获得人工流产后护理的机会，而无论人工流产的法律地位如何？

是 否

19. 如对问题 18 回答“是”，是否存在与上述法律或规章相矛盾的多元法律制度？2

是 否

20. 问题 18 中指明的法律或规章 1 是否含有基于以下任何标准的限制？

限制 是 否

a. 年龄

b. 婚姻状况

c. 第三方许可(例如配偶、父母/监护人、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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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家基本药物清单或其他类型经国家/地区授权的推荐药品清单是否包括以下 13 种商品？

商品 是 否

a. 催产素

b. 米索前列醇

c. 硫酸镁

d. 注射用抗生素

e. 产前皮质类固醇

f. 氯己定

g. 新生儿复苏装置

h. 阿莫西林

i. 口服体液补充盐

j. 锌

k. 女用避孕套

l. 植入式避孕棒

m. 紧急避孕药(左炔诺孕酮)

22. 请提供任何其他意见和信息，包括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说明和链接。

—— 模块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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