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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当今最致命的流行病。迄今已有 2 200 万人丧生，

4 200 多万人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即使今天发现了艾滋病毒的疫苗，也

还会有 4 000 多万人因艾滋病毒而过早夭折。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以

及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等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艾滋病已迅速蔓延，

带来疾病、死亡、贫穷和苦难。在其他国家，艾滋病尚处于早期阶段。值得注

意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已占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生根——在中国，

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已达 100 万，在印度已达 600 万；现这两个国家已开始

感到该流行病的破坏作用。 

 这种流行病不仅致命，而且给家庭、社区和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艾

滋病毒/艾滋病已带来的苦难和破坏是巨大的，但今后的影响看来会更大，

因为受到相当影响的国家在继续增多。很难肯定地预测该流行病的未来走

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 教育人们认识该病毒的危险，劝告他们改变行为方式 

• 找出有效的方法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 发现新的药品和治疗方法 

• 调动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流行病发生后不久即着手研究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人口学，并在两年一次订正联合国对世界人口的正式估计和预测时

纳入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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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则更进一步，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对发展的更广泛的影响进行了审查。报告将为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2005 年召开的第三十八届会议（主题将是“人口、发展与艾滋病毒/艾滋病，

特别着重贫穷问题”）提供投入。报告也将为大会在 2005 年审查 2001 年通

过的《联合国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A/RES/S-26/2）的实

施情况提供关于艾滋病流行病的全部影响的概览。 

 《艾滋病的影响》除了分析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口影响外，还突出显

示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家庭和住户的影响以及对农业的可持续性、商业、

保健部门、教育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抹杀了几

十年来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严重影响了今世后代的生活条件。

这种病的影响令人惊骇，因为它使许多青年人在赚取收入和抚养家庭的大好

时光丧失体力以至生命。艾滋病破坏家庭，毁掉对社会中的幼者和长者生存

至关重要的一代人。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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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口前景：2002 年修订本》（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出版物，销售号

E.03.XIII.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xxvi The Impact of AIDS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口影响 

 艾滋病毒/艾滋病已造成摧毁性的人口影响，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流行病导致生命和人口的重大损失。联合国最近的人口预测显示，今后

几十年的损失会更大。 

 《世界人口前景：2002 年修订本》是联合国对世界人口的正式估计和

预测，其中述及艾滋病毒/艾滋病在 53个最严重国家中的影响。90％以上的

艾滋病毒感染者生活在这 53个国家。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 53个国家

中每年多死亡的人数已达 100 万，到 2000 年已达 300 万，到 2003 年已达

400 万以上。 

 53个国家中有 38个（占四分之三）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期到 2025

年，这些非洲国家会因艾滋病毒流行病而多死亡一亿人左右。到 2025 年，

这些国家将会比没有艾滋病的情况少 14％的居民。 

 尽管艾滋病毒在非洲以外国家对人口的影响相对和缓，传染率也较低，

但人口损失依然很大。在 2025 年之前，预期艾滋病将使印度多死亡 3 100

万人，使中国多死亡 1 800 万人。 

 在艾滋病毒感染率高的国家，死亡率剧增，仅十年之间就达到了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在 38个受影响最严重的非洲

国家，到 2020-2025 年，将损失近 10 年的预期寿命，在 7个感染率最高的

国家，将损失将近 30 年。在非洲以外，预计人口预期寿命将显著下降的国

家包括巴哈马、柬埔寨、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和缅甸。 

 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毒感染率目前居世界之首：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

个以上是艾滋病毒阳性。1990-1995 年时预期寿命已达 65 岁，但由于艾滋

病造成的死亡，到 1995-2000 年降到 56岁，目前为 40岁左右。人口可能在

几年内开始减少。尽管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全部经济影响还有待显示，但博

茨瓦纳的人口预测显示，到 2025 年劳动力将严重不足。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住户和家庭的影响 

 住户首先感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事实上，住户和家庭承受的负

担最重，因为它们是对付疾病及其后果的首要单位。患病者为养家者的家庭

会因丧失收入和增加医药开支而产生经济困难。在生病的长时期内，损失的

收入和护理一名家庭成员的费用使家庭陷入贫困。研究表明，家庭的消费减

少，包括食品消费减少，导致营养不良。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在社会上

被另眼看待的地方，该流行病造成的挑战就更严重。 

 由于艾滋病毒感染在青壮年中最普遍，因而年轻父母一代中有相当一

部分夭折，家庭结构也随之迅速变化。在受害严重的国家，女户主和祖辈当

家的家庭比例增加，还有年幼的孤儿当家的住户。当某个家庭成员死亡时，

该家庭也许就分崩离析，孩子或被送往亲戚家，或得自己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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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女分工明显的社会里，配偶死亡带来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未亡

人无法接手已生病或亡故的家庭成员的工作或责任。例如，在乌干达拉卡伊

地区，因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已经使农业劳动和家务工作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

况。 

 截至 2001 年，已有 1 400 万 15岁以下的儿童因艾滋病毒/艾滋病而失

去单亲或双亲。这些儿童中有 1 100 万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到 2010 年，

这些数字可能会加倍。特别是在非洲社会，亲戚常常把孤儿领回自己的家里，

但是迅速增长的孤儿人数会使传统的大家庭支助体系无法承受。许多领养孤

儿的家庭本身也很贫穷，接纳孤儿是一大负担。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公司的影响 

 该病影响到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工商企业。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影响的现有研究指出了此病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成

本的影响，因为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人病得不能有效工作或根本不能工作，及

至死去。因艾滋病损失的工人以及提供保健福利和死亡抚恤金的费用对雇主

产生严重影响。 

 对公司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五个因素：感染的雇员人数、他们在公司中

的作用、生产程序的结构及其应付雇员损失的能力、公司提供的保健福利、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企业环境的影响。在生病初期，工人常常可以继续工作，

但是病假和请假时间增多。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保健福利的公司也许无法支

付保健费用和用来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昂贵药物。例如，在马拉维进行

的一项研究发现，五年中一个公司的工人死亡人数增加 40％以上，使支付

的死亡抚恤金大幅度上升。 

 正当盛年的青年人最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在最有可能死于艾滋病的人

中，较年轻工人人数之多是不成比例的。生产和管理所受的影响视受感染工

人从事的工作而定。具有卓越技能和较多经验的工人最难替代。同时，由于

受影响的家庭收入减少，消费水平下降，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可能减少。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农业的影响 

 艾滋病毒/艾滋病正在摧毁农业生产以及小农和商业农业企业的经济。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现，在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其严重的

10 个非洲国家中，农业劳动力到 2020 年将减少 10％到 26％。预期博茨瓦

纳、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各将丧失至少五分之一的农业工人。 

 农业工人减少的后果包括：耕种的土地面积缩小、转种需要较少劳动

力的作物、作物产量下降和农忙时劳力短缺。该流行病还导致损失耕种方法

知识，并使有技能和有经验的劳动力减少。在津巴布韦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中，农业产量减少近一半。另一项研究着重肯尼亚的商

业农业部门；研究结果显示，与艾滋病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带来沉重

的财政、经济和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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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艾滋病对保健系统的影响 

 在许多影响严重的国家，保健系统在遭受艾滋病毒/艾滋病袭击之前就

已经很不健全。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给这些系统造成巨大的额外负担，

使保健开支和医疗保险制度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保健工作者也在生病和死

亡。因此，现有的保健服务供应正在减少而需求则在增加。 

 治疗艾滋病和机遇性感染（这在艾滋病/艾滋病使免疫系统受到损害的

人中十分常见）的开支持续增长。将稀少的资源用于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

意味着其他保健事项得到的关注减少。随着政府在艾滋病流行病面前越来越

难以通过公共部门提供保健服务，保健费用就必须越来越多地由私营部门、

家庭和个人承担。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教育的影响 

 艾滋病毒/艾滋病正在消除迄今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果。艾滋

病削弱教育制度，影响孩子上学。长此下去，艾滋病流行病可能造成教育水

平和质量下降，减少人力资本，延迟社会和经济发展。 

 研究发现，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中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很高，影响教

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教师很难替代。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儿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估计，1998 年津巴布韦教师的死亡人数相当

于损失每年新培训教师的三分之二左右。于是，经验不那么丰富的教师必须

替代有经验的教师，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教师缺课扰乱学生的学习进程，

也使质量受到影响。 

 同时，研究表明，如果家庭中有人患病，儿童不太可能仍然上学。那

些儿童需要留在家里帮助家务或干活。不太富裕的家庭交不起学费。在乌干

达的一个受影响严重的地区所进行的研究发现，三所小学的总入学率从

1989年到 1993年下降了 60％。与其他儿童相比，失去双亲的孤儿能够上学

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在乌干达坎帕拉所作的一项家庭调查指出，在 1990 年，

47％的有孤儿的住户无钱送孩子上学，而其他住户则为 10％。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给国家的经济造成负担。这在经济较弱的国家

（通常是艾滋病毒普遍流行的国家）尤其如此。目前已在受严重影响的许多

国家中进行研究，为艾滋病毒/艾滋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模型。在某些

情况下，艾滋病毒/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估计“不大”。在另一些情况下，则

发现国内生产总值较之假设的“没有艾滋病”的情况，每年将下降 2 至 4

个百分点。除了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之外，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还可能加

剧收入的不平等，加深贫困。 

 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安康和发展的较长期影响当然比经济分析所表明

的更严重。关于艾滋病对经济业绩的影响的估计通常未曾考虑“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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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或对人力资本长期累积的损害，因为儿童教育、营养和健康都受到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年青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减少所造成

的后果将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经济业绩，远远超过大多数经济分析的时限。 

结论 

 2001 年 6月 25日至 27日在纽约举行的大会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在第

26-S/2号决议（附件）中通过《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宣

言》指出，“艾滋病毒的/艾滋病蔓延全球，其范围极广，影响极深，造成全

球紧急状况，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以及切实享受人权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

破坏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到社会各个层次——国家、社会、家

庭和个人”。 

 自从《承诺宣言》通过以来，艾滋病毒/艾滋病已变得更严重、更普遍。

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的关于执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的承诺宣言》的进展情况报告强调，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并采取有效的

行动，才能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大规模蔓延。报告建议所有会员国都制定

和执行国家战略，推动向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或受其影响的人提供全面

的预防、治疗、护理和支助。 

 为了战胜艾滋病毒/艾滋病，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资源。正如秘书长在

报告中推断的，“为资助全球行动，每年为各项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提供的

资金，到 2005 年必须是现在的三倍，到 2007年则应为五倍”。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发展路程不是事先定好的。此病最终的发展情形取

决于个人、社区、国家和世界如何应付目前和今后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