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保人人享有权利， 自主选择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1-161，
邮编100600

网址： http://china.unfpa.org

电子邮箱： china.office@unfpa.org

电话： +86-10-6532 0506

传真： +86-10-6532 2510

合作伙伴

商务部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华的归口管理部门。

在项目开发和倡导层面，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一系列国家部委和

政府机构，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进行合作。

联合国人口基金还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等研究机构和团体进行广泛的项目实施工作。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在华合作伙伴已涵盖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

民间团体、专业研究机构、智囊团体、学术机构、妇女和青年团

体、媒体及企业等，开展人口与发展、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青

年发展和性别平等等领域的广泛议题合作。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华

聚焦弱势群体，致力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

联合国人口基金致力于在

2030年前实现三大目标：

零个未满足的避孕需求，

零个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

零个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和有害行为。

微博 推特



关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联合国人口基金是联合国促进性与生殖健康的机构。自1969年成

立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努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克服社会、经

济和文化障碍，确保她们享有生殖权利和选择。

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人发大会）通过的《行动纲

领》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展工作提供了进一步指导。这一大会的召开

是国际人口与发展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国际社会从以往主要关

注实现人口目标的人口项目转变为更加关注实现个体的生殖权利、性

别平等，并注重其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内在关联。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申

了这些原则，致力于到2030年实

现人人享有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

的目标。

在过去的40多年间，联合国人

口基金致力于加强中国开展人口普

查和数据分析，以及利用人口数据进行政策规划的能力；同时，一直

积极倡导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确保人人享有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

早期，联合国人口基金聚焦于加强中国收集和使用人口数据的

能力，同时帮助中国生产安全和现代的避孕产品。随着中国的快速

发展，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华业务领域扩展至促进每个人，特别是落在

后面的人享有优质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城镇

化，反对性别暴力，以及促进青年人的发展包括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

康和权利等。

关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政府的
国别项目

联合国人口基金正实施在华第九周期国别方案（2021-2025）。该

方案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相一致，并贡献于同期的《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通过开展调研、能力建设、宣传倡导和试点项目等，联合国人口

基金支持中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改革与发展，以实现：

加强国家政策和方案以使妇女和青年人，特别是落

在后面的群体能够获得优质、基于权利、性别敏感

和可负担得起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扩大面向青年人的信息和服务，以提高其健康和福

祉，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同时加强青年领导

力和参与，以促进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为需要保护和帮助的妇女和女童提供高质量的综合

性的预防和响应服务，并改进社会习俗以促进性别

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实现。

将人口议题纳入政策制定范畴，并通过采用基于权

利的全生命周期方法，更好地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

老龄化。

聚焦落在后面的群体，提高可靠和细分人口数据的

可及性，以应对新兴人口问题并监测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施进展。

通过南南合作和其他国际合作形式，加强中国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交流和经验分享，以促进国际

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完成

议程的实现，特别是降低孕产妇死亡数，确保自愿

的家庭计划，以及预防宫颈癌等生殖系统癌症。

加强与中国机构的合作，设计和实施以循证和需求

为导向的发展与人道主义合作项目，支持其他发展

中国家实现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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