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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概况 
 

第20届国际艾滋病大会(AIDS 2014)是HIV各领域专业工作者的一次尖峰聚会，会议吸引致力于消灭这种传

染病的科学家、医师、活动家、决策者、HIV携带者及其他方面人士的共同参与。本届大会为世界各地研究

人员创造巨大的机会，让大家有机会交流该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相互学习专业特长，并制定相关策略来

推进各方面工作，群策群力治疗预防HIV。 

 

预计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吸引来自近200个国家的14,000多名与会代表，其中包括1,200名新闻记者。

本届大会将于2014年7月20日至25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国际艾滋病协会(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是全球HIV专业工作者的独立行业协会，在全球范围内共有16,000多名会员；协会目前正与

国际、区域及本地合作伙伴联合组织筹办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 

 
 

THEME 

主题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主题是“加快步伐(Stepping up the pace)”。 

过去几年来，HIV 和艾滋病领域再现乐观形势，具体表现在：疗法和疫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越来越多的

患者接受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感染率持续下降，“治疗即预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取得更多证据。

但是，并非全球各地都取得这样的进步，很多地区仍然面临着感染率日益上升、资金筹集困难、执行与政

治挑战重重等困境，仍在疲于应对 HIV 流行状况。 

“加快步伐”充分认识到当前我们正处在关键时机，应当把握近年来形成的乐观形势，并依托于此来保证

HIV 始终成为全球工作的重点。我们的步伐需要继续加快，最终扭转疾病发展轨道。 

“加快步伐”提醒我们必须汇聚能量，加强努力，加大投资、联合研究、政治投入等力度。我们可以通过

统一控制、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做到这一点，包括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大幅扩大项目规模，致力于循证式干

预，并在关键受影响人群(KAP)被遗忘的“热点地区”实施更有效更有力的干预。重要的是，我们要介入关

键受影响人群(KAP)之中，着手解决他们所遭受的羞辱与歧视问题，包括政府的惩罚性政策。 

CONFERENCE LANGUAGE 

会议语言 



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开幕式将传译成联合国五种语言(阿语、俄语、中文、法语、西语)。 

 
本届大会网站www.aids2014.org也将推出中文专栏。 
 

OBJECTIVES 

目标 

1. 参与、启迪、创新、代言——与受到影响的社会、政府、科学家、临床医师及各利益相关方携手合

作，通过为全体民众提供预防措施及全方位的照护治疗服务，努力消灭艾滋病。 

 

2. 加深理解，充分认识到过去30年来助长艾滋病蔓延的壁垒至今仍然存在，必须冲破，这包括羞辱、

歧视与压抑政策、态度、做法等；这阻碍了经科学验证预防治疗方案的应用，也违反了受影响人士的人

权。 
 

3. 提高认识，了解应对艾滋病蔓延的进度不一： 在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HIV应答

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由于面临的资金、结构、政策和政治挑战，新的感染病例层出

不穷。 

 
4. 关注全球HIV高发热点地区，加强对关键受影响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HIV携带者、跨

性人以及吸毒者)的工作力度。显然，在HIV预防、诊断、治疗、照护过程中，仍有很多人遭“遗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HIV患者及受影响程度不一人群的合作。 

 
5. 承认过去三十年来HIV应答对转变全球健康状况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通过如下方式来强化这一势头： 

提高对创新HIV科学研究与项目的资金投入；鼓励新一代青年科学家、社会领导人、政治家和倡导者的

参与；鼓励吸收其他学科的经验与专长。 

 
6. 协助推动当前对2015年后HIV与艾滋病千年发展目标(MDG)的辩论，包括跨领域犯罪问题、性别暴

力、性健康权利以及羞辱歧视。确保HIV与艾滋病始终是国际发展的重要关注点。 

 

MELBOURNE  

墨尔本 

墨尔本市位于原住民库林族(Kulin Nation)祖先的传统土地，对此墨尔本心怀敬意。这片特殊的土地，目前

随着其欧洲名称“墨尔本”，一起享誉全球。 

 
长期以来，墨尔本一直是社交、教育、体育文化领域的重要会议场所和活动举办地。今日的墨尔本已成为

全球最具多元化的城市之一，400多万人口来自140多个国家。 
 

墨尔本的会务设施密度高居澳大利亚之首，会务场所总面积接近198,000平方米，并在市中心便利位置配套

有15,000多个住宿客房。墨尔本市沿着风景如画的亚拉河，从西面的都市码头区延伸至东面著名的体育区。 
 

墨尔本是一座有着无尽体验的步行城市， 带您领略遍布城市的巷道和图书馆、景点、美术馆、公园、剧院

以及充满活力的河滨气氛。 
 
 

http://www.aids2014.org/


KEY DATES 

关键日期 

 

2013 年 11 月 18 日 
 

- 开始递交《摘要指导项目(Abstract Mentor Programme)》 

 
2013 年 12 月 1 日 

 

- 开始递交摘要 

- 会议登记启动 

- 研讨会申请启动 

- 全球村与青年项目申请启动 

- 卫星会申请启动 

- 展览会申请启动 

- 住宿预订启动 

- 旅游预订启动 

 

2013 年 12 月 5 日 

 

- 奖学金申请启动

 

2014 年 1 月 22 日 

 

- 摘要指导项目(Abstract Mentor Programme)递交截止 
 

2014 年 2 月 6 日 

 

- 摘要递交截止 

- 研讨会申请截止 

- 全球村与青年项目申请截止 

 
 

2014 年 2 月 13 日 

- 奖学金申请截止 

 
 

2014 年 2 月 20 日——欧洲中部时间 24:00 

 

- 会议登记标准费用截止时间 

 

2014 年 4 月 1 日 

 

- 志愿者申请启动

 



2014 年 4 月 14 日 

 

- 卫星会申请截止

 
2014 年 4 月 24 日 

 

- 开始晚期递交(late breaker)摘要

 

2014 年 5 月 2 日——欧洲中部时间 24:00 

 

- 会议登记过时费用截止时间 

- 展览会申请截止

 

2014 年 5 月 15 日 

 

- 晚期递交摘要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附属独立活动申请截止 

 

CONFERENCE PROGRAMME 

会议日程 

 
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会议日程安排致力于促进卓越的科学成果与探究，鼓励个人与集体行动，培养跨行

业对话与建设性辩论，并强化各相关利益方的责任。会议侧重于HIV科学、政策与实践的最新动态，同时也

力求分享关键研究成果、经验教训及最佳实践，并认识知识层面的差距。本届大会将举办摘要说明会、每

日全体会、各类研讨会、研习会以及独立召开的卫星会。此外，会议日程中还包括一系列活动，如全球村

与青年项目，这些也是国际艾滋病大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联合项目委员会是由在各自领域拥有超凡经验的专家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委员会。

这些委员将携手努力，共同制定均衡且有代表性的会议日程。 

 
EXPANDED ONLINE ACCESS 

拓宽网络访问 
主办方与多家机构合作，努力上线发布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多数会议内容，这表明主办方决心让尽可

能多的民众能够了解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演讲稿、幻灯片演示稿、论文摘要、电子海报、分会场报告

及每日报告员报告、研讨会分发材料以及录音等资料，可通过在线“Programme-at-a-Glance”获取。 
 

Clinical Care Options, Inc.是官方科学研究在线提供商，NAM则负责官方科学报告。所有官方刊物，包括每

日现场新闻简报和新闻通讯，也可通过电子方式获取。 
 
 

CONFERENCE HUBS 

分区会议 



分区会议是指由地方组织在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期间同期举办的以艾滋病应答为主题的“小型会议”。

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分会均免费录制，并由主办方酌情播放。这些分会举办后，通常会与当地或区域专家开

展主持式讨论，研究分会内容如何用于加强 HIV 和艾滋病应答工作。除大会分会外，分区会议也可能会举

办研讨会或培训会。分区会议应促进相关利益方之间的讨论和辩论，这有利于在当地和区域层面上制定一

个全方位的未来行动计划。 
 

6 月份 Programme-at-a-Glance (PAG)上线后，就会公布准备录制并在分区会议上播放的分会清单。请注

意，并非所有大会内容都能在线获取。 
 

分区会议主办方将获得一个 Hub in a Box，这是一个由分步说明、模板和更多涉及推广、筹资、预算与评

估资料的 DIY 工具包，用于帮助他们设计和推广自己的会议活动。该工具包将于 2014 年 5 月发放。 

 

研讨会 

 

 
CALL FOR ABSTRACTS 

摘要征集 

 
第 20 届国际艾滋病大会欢迎大家踊跃递交以下五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原创论文摘要：  

 

领域 A： 基础与转化研究 
 

领域 B： 临床研究 
 

领域 C： 流行病学与预防研究 
 

领域 D： 社会与政治研究、法律、政策、人权 
 

领域 E： 执行研究、经济学、系统及与其他健康和发展产业的协同效应 
 

所递交的摘要将由国际审查专家组评分采取同行盲审方式予以评分，并最终交由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科

学项目与领域评选委员会(Scientific Programme and Track Committees)委员挑选。 

 

在线摘要递交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启动，截至 2014 年 2 月 6 日。 

Scientific Tracks  

科学领域 

 
Track A: Basic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领域 A： 基础与转化研究 
 

领域 A 涉及的是对寄主病原互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为 HIV 预防、降低长期发病率、根治及功能性治愈提

供新颖方式。该领域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促进基础性科学关键进展或见解的交汇融通与快速交流，从

而为转化并执行新的治疗、预防与监测范式提供理论依据，进而缩小基础、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之间的差

距。该领域将提供一个论坛来介绍和重点评议在下列认识方面的进展： 
 

 病毒因子(如病毒决定因子，包括病毒多样性、复制能力与载量)与寄主因子(如限制因子、粘膜环境、

免疫应答)对这种传染病传播与发病的相对贡献。 
  



 疫苗、杀菌剂和 ART 作为预防策略在靶点、给药系统和作用机制方面的进展，包括固有性和适应

性寄主应答的调节。 

 

 病毒与寄主因子之间在判定发病机理与病情恶化或控制病毒复制并影响病毒库建立与维系的相互固

有性和适应性影响。 

 

 下列因素所推动持续炎症与免疫激活的机制与影响：a) 病毒；b) 寄主免疫系统的受损与激活；c) 

长期艾滋病与非艾滋病相关疾病及病毒生成的持续混合感染。 
  
 病毒库建立与维系及对其影响策略的评估方法。 

 

该科学领域还提供了报告一系列模型系统中寄主病毒关系新机制的平台，为以下工作提供理论基础：a) 简

单或增强型诊断、新型预后标志物和/或 HIV 及其相关混合感染病流行病学方法的研发，这可用作监控疾病

恶化或临床试验的未来标志物；b) 在充分考虑实验性干预措施伦理意义的基础上，将这些基础性生物观察

结果快速转化成可在模型或人体中反复测试的新型干预手段。 

Track B: Clinical Science 
领域 B： 临床科学 
 

领域 B 临床科学注重于实际执行来支持 HIV 照护、治疗与治疗性预防的长期目标。领域 B 通过对非传播性

疾病预防、筛查及管理工作的优化，突出了新型抗逆转录酶药物与抗逆转录酶策略、HIV 感染新型辅助疗

法以及促进 HIV 长期健康之策略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侧重的是接受病毒抑制治疗个体的长期管理复杂性与

争议性，以及治疗方法对 HIV 病毒库、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间相互作用、治疗依从性、治疗简化和药物

抗性的影响。它探索并存病的发病机理，以及全球范围内 HIV 与其他慢性非传播性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触及了对所有容易感染 HIV 的人员或 HIV 携带者(包括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治疗、照护和支持方法，以

及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施 HIV 照护模式的相关创新举措。 

 

领域 B 在基础科学和预防领域建立了联系，涵盖“治疗即预防”策略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对近期临床研究

结果在实施过程中所涉及之伦理与人权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基础科学与临床研究之间重要协力效应的研究

分析，将其应用于 HIV 治疗与照护以及功能性治愈手段。 

 
Track C: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Research 
领域C： 流行病学与预防研究 
 

该领域注重于 HIV 蔓延的动态因素，以及 HIV 预防干预措施与计划的设计、执行和效果评估。领域 C 还将

包括对流行病学与预防研究所涉及伦理人权问题的探讨。 

 

流行病学：该领域的专题分会将涵盖全方位的方法与技术进步 ，包括研究设计、监测、分子流行病学、数

学造模与良好参与实践。它包含了评估 HIV 传播动态因素与追踪疾病蔓延及其影响的方法，包括针对即将

消亡流行疾病而设计的方法。该领域还包括对血清不一致夫妇、关键受影响人群、青少年、未成年人与老

年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此外也会研究荷尔蒙避孕法等可能影响 HIV 传播和感染的因素。 

 

预防：领域 C 针对的是个人和人口层面的 HIV 预防研究。具体兴趣课题包括跨学科和/或综合预防方法、促

进生物预防技术准备、引进和依从的工作。重点放在 HIV 新检测方法、诊断策略、抗逆转录酶药物抗性监

测、综合预防、并存病预防、接触前预防、成人与新生儿包皮环切术及设备、杀菌剂、疫苗、HIV 阳性个

体的 HIV 传播预防等工作的潜在预防效果，包括抗逆转录酶治疗、使用电子与新媒介及其他方法的预防功

效。特别注重于突出在关键人群中成功实施预防性干预措施的证据与经验，如注射药物、男男性行为者、

性工作者、跨性人、囚犯、移民和弱势群体等人群。讨论 HIV 预防的结构性干预手段。 

 
Track D: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Law,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领域 D： 社会与政治研究、法律、政策、人权 



 

领域 D 侧重于：a) 研究和分析影响 HIV 预防、治疗照护与支持的社会、政治、法律、人权因素；以及 b) 

评估影响社会、政治、法律、人权环境及成果的政策、项目、服务与其他干预措施。 

 

具体而言，该领域涵盖： 

 

 研究 HIV 风险、易受性与影响的个体、社会和结构性决定因素，特别针对负担过重的人群。 

 

 对个体、社会和结构性干预措施开展定性、定量与混合方法过程、成果及影响的评估，致力于解决

社会、政治、法律与人权因素和环境。 

 

 HIV 相关社会、政治、法律、人权研究及干预措施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包括伦理问题方面。 

  
 (跨学科)研究向政策和实践的转化，包括建立和强化支持性与使能性干预措施、政策与法律。 

 

领域 D 诚邀来自各方面社会(包括行为)科学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与心理学、以及法律和

人权学者、社会流行病学家及评估研究人员的来稿。该领域也欢迎从事社会与政治科学及法律、政策和人

权框架实践转化评估和研究工作的项目执行者踊跃来稿。我们也诚挚邀请从事行为、社会、政治、法律、

政策和人权意义及社会进步影响(包括新型 HIV 治疗与预防技术)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与项目执行者递交领

域 D 的摘要。 
 

 
Track E: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Economics, Systems and Synergies with othe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ectors 
领域 E： 执行研究、经济学、系统及与其他健康和发展产业的协同效应 
 

领域 E 的作用在于提高我们对如何以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容易获取和接受并有效利用人力、财务和其

他资源的方式来高效提供 HIV 预防、治疗和照护服务的认识。领域 E 将 HIV 放在更宏观的医疗体系和人类

发展背景中。 

 

该领域研究的是 HIV 政策与项目在次国家、国家或区域层面对 HIV 成果、健康和发展的影响。在这个宏观

课题中，领域 E 着重强调 a) 国家所有权与可持续性；b) 将 HIV 应答整合入宏观的健康和发展框架及 HIV、

健康和权利之中；以及 c) 承受过重 HIV 负担但获取 HIV 应答投资过小的关键人群。 
 

领域 E 是一个介绍如下方面升级与可持续性研究和进展的论坛：HIV 预防、照护与治疗项目；HIV 预防、

治疗和照护与其他普遍性流行病健康和发展项目的整合；以及发生冲突或资源极其有限等新形势或艰难形

势下的 HIV 预防、治疗和照护工作。对预防、治疗和照护服务交付过程中涉及的各类伦理和人权问题的研

究，也应该纳入成为演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领域 E 也包括了对社会结构与参与(特别注重于青少年和关键人群的参与)以及社会主导性方式之作用和效

率的分析，这既包括社会自身的事务，也涉及到其与广大医疗产业 HIV 应答之间的关系。 

 

领域 E 还有一个焦点范围，即研究 HIV 项目资源配置可持续性的改进。医疗体系的能力、运作、资金筹集、

权益与成本分析、预算影响分析及成本效率分析，也纳入该领域范围之内。 
  
 
 

ABSTRACT MENTOR PROGRAMME 

摘要指导项目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摘要指导项目，旨在为年轻和/或经验不足的摘要递交人提供一个向经验丰富的摘要

递交人征询反馈意见的机会。该项目专门面向于资源有限、研究和写作缺乏严格指导机会以及在线远程教

育能高效经济地帮助其建设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 
 

该项目完全独立于摘要评选程序，完全由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自愿担任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负责解答实际性问题，如摘要撰写的正式要求以及所采集之数据的质量。 
 

摘要指导项目创办于2005年，事实证明它能提高新手研究人员与发展中国家摘要递交人的热情及其摘要的

受认可程度。本次摘要指导项目于2013年11月18日启动，截止至2014年1月22日。 

 

欲知详情，请联系mentor@aids2014.or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专业发展研讨会 

 
除大会各分会外，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还将面向与会代表举办一系列研讨会，致力于提高他们在各自社

会和国家实施并拥护以证据为基础之有效HIV政策及干预措施的能力。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研讨会项目

分为三大领域。这些领域涉及内容丰富，并传授可应用于具体工作场所或生活环境的具体技巧。分类的主

要目的在于引导与会代表参加最契合自身需求的研讨会。研讨会分为如下三大领域：科学、社会或领导力

以及责任。 

研讨会在线申请递交自2013年12月1日起启动，截止至2014年2月6日。若有疑问，请联系

workshops@aids2014.org。 
 

VOLUNTEER PROGRAMME  

志愿者项目 

 
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500至2000名志愿者的大力支持。志愿者协助规划

大会日程、协调项目活动、接待与会代表、协助办理登记手续、担任大会期间向导、充当各办公室和活动

工作人员、在全球村帮忙及承担其他重要工作。志愿者可在当班之外的时间旁听大会各分会，每天安排一

顿午饭，并可获取一份嘉许状(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此外，志愿者也有机会在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

病大会上了解国际动态，共同携手应对艾滋病。有意加入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志愿者团队的人员，可于

2014年4月到www.aids2014.org获取在线申请表。若有疑问，请联系volunteer@aids2014.org。 

 
THE GLOBAL VILLAGE AND YOUTH PROGRAMME 

全球村与青年项目 

除大会各分会外，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还将面向与会代表举办一系列项目活动。 

 

• 全球村面向普通大众及与会代表开放，营造出兼容并蓄、活力激扬的氛围，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众在

此结识会面，相互分享、学习。这是社会展示科学应用及良好领导力的场所。这也是邀请与会代表参观科

学如何转化成社会行动与干预措施的场所。全球村推进东西南北之间的联系，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提供

一个展示、探讨和表演的舞台。 
 

• 青年项目致力于强化青年人参加大会，并提高青年事务在大会议程中的地位。位于全球村内的青年亭

(Youth Pavilion)，是青年与会代表及对HIV及青年相关项目感兴趣人士的聚集地。 
 

mailto:mentor@aids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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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村与青年项目在线申请递交自2013年12月1日起启动，截止至2014年2月6日。 
 

 
 
 

EXHIBITIONS, SATELLITES AND AFFILIATED INDEPENDENT EVENTS 

展览会、卫星会与附属独立活动 
 
Exhibitions 

展览会 

 

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将为商业及非商业组织创造前所未有的绝佳机会，帮助他们向全球领先的HIV与艾

滋病专业人士展示自身的产品与服务。主展区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与会代表预计超过14,000人，您的组

织绝不容错过此次接触如此之多HIV与艾滋病科学应答关键机构和人士的机会。与会代表包括研究人员、科

学家、临床医师及其他医疗保健服务商。展区还将设立一个餐饮区，并在附近区域设置一个网吧，确保其

成为有意在此拓宽联系网络的与会代表的活动中心。 
 

Applying for Exhibition Space 

申请展区 

 

展览申请必须通过http://www.aids2014.org/exhibition.aspx的在线 IAS卫星会与展览会跟踪器 (IAS 

Satellite and Exhibition Tracker)提出。商业与非商业组织的展区费用均为每平方米475美元。展览申请截止

至2014年5月2日。若展区空间已满，申请在原定日期前就会停止。欲知详情或有疑问，请联系

exhibition@aids2014.org。 

 
Free Exhibition Sp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全球村免费展区 

 

全球村内计划为艾滋病服务组织、非商业组织及民间组织提供众多免费/优惠展台。全球村是一个重视社会

的场所，根据公众意见提供研讨会、论坛、设备、演出和联络区域。所有申请均必须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4 年 2 月 6 日通过大会网站在线提出。由于场地有限，有关申请将交由国际评选委员会负责审查和评

分。全体申请人将于 2014 年收到申请结果通知书。详情请参阅网上申请指南。 

 

Satellites 

卫星会 
 

卫星会举办地设在大会中心，但完全由卫星会主办单位负责组织和协调。大会主办方根据会议室容纳人数

和时间安排卫星会举办场所，并收取费用，同时也根据大会日程来分配开放卫星会举办场所。大会日程委

员会将审查卫星会的内容和发言人，确保其遵循本届大会的科学与伦理原则。 

 

审批标准包括以下各项：  

 卫星会应体现和/或支持本届大会的愿景与目标。 

 卫星会应针对受影响或积极应对HIV/艾滋病之个人或组织面临的HIV与艾滋病、并存病或相关问题。 

 卫星会议程应体现本届大会多元包容的政策与目标。 

 

申请于2013年12月1日启动。 

 

Affiliated Independent Events 

附属独立活动 
 

http://www.aids2014.org/exhibi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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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期间，您是否计划在墨尔本或周边地区举办活动？ 若是，为何不附属于本届大会，

成为其附属独立活动？以往的附属独立活动包括会议、论坛、文化活动、狂欢节及表演。附属独立活动举

办地设在大会会场之外，举办时间不得与大会日程发生冲突。所有附属独立活动均必须经由2014年国际艾

滋病大会主办方批准。 
 

附属独立活动的评选标准包括： 

 附属独立活动应体现和/或支持本届大会的愿景与目标。 

 附属独立活动应针对受影响或积极应对 HIV/艾滋病个人或组织面临的 HIV 与艾滋病、并存病或相

关问题。 

 附属独立活动议程应体现本届大会多元包容的政策与目标。 

附属独立活动无相关手续费或赞助费，但申请活动附属的个人应登记参加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 

有意举办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附属独立活动的组织，可在线提出申请。 

 

BECOMING A CONFERENCE SPONSOR 

成为大会赞助商 
 

大会主办方主要依赖各方面为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捐献资金。赞助商可通过多种不同形式来展示自身的

项目与专长，包括准备展台、组织举办卫星会或成为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官方赞助商。我们推出五个

不同等级的赞助方案，赞助费从$5,000至$100,000不等，此外也推出多种独特的赞助机会。根据您的具体

需求，我们也可量身设计赞助方案，如整合现金赞助、实物捐献和/或推广支持。 
 
 

成为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赞助商后，您的公司名称、品牌、讯息、项目和行动就会出现在每个与会代表

以及全球成千上万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介、分区会议及官方附属活动了解本届大会的民众面前。 

 

欲知详情，请下载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商务邀请函或电邮至wouter.kruijs@iasociety.org联系日内瓦办

事处的Wouter Kruijs。 
 

澳大利亚境内人士可电邮至sonja.basic@aids2014.org，联系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墨尔本秘书处的Sonja 

Basic。我们非常乐意与您一起探讨哪种赞助机会最能满足贵组织的需求。 

 

REGISTRATION 

登记 
 

第 20 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所有与会登记(普通与会人员、学生/博士后、青年与会代表、陪同成年人与儿童

、媒体代表)，均必须采用在线登记表提交，2013 年 12 月 1 日起可在

http://www.aids2014.org/Default.aspx?pageId=627 获取该登记表。 

 

登记前，必须先创建一个大会档案。大会档案是大会所有相关递交文件和申请表的集中入口。它给用户带

来的好处之一，就是用户只需登记一次个人资料，之后无需再次输入个人资料即可获取不同的递交文件和

申请表。 
 

若有登记相关问题，请查阅网站或电邮至registration@aids2014.org联系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登记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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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大家踊跃参加本届大会，主办方推出两级费用结构，中低收入国家(以世界银行分类为准)与会代表及

学生/博士后享受较低登记费。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登记费 

  

大会与会代表 标准登记费 过时登记费(2014 年 2

月 20 日后) 
最后时刻登记费(2014

年 5 月 2 日后) 

普通与会代表 

中低收入国家* 635 美元  760 美元 840 美元 

高收入国家* 865 美元 1035 美元 1150 美元 

青年(26 周岁以下)、学生/博士后 

中低收入国家* 165 美元 200 美元 220 美元 

高收入国家* 260 美元 310 美元 340 美元 

陪同成年人(18 周岁及以上) 

所有国家 145 美元 170 美元 190 美元 

陪同儿童(18 周岁以下) 

所有国家 50 美元 60 美元 65 美元 

媒体 

所有国家 免费 免费 免费 

 
 

*世界银行分类 

 
请注意： 

- 登记费包含 10%的 GST。 

- 登记费必须且只能采用美元支付。 

- 所提及的所有日期和时间均指中欧时区(CET)。 

 

SCHOLARSHIP PROGRAMME 

奖学金计划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Programme 

国际奖学金计划 

 

大会主办方致力于让资源有限地区和社会的民众、研究人员、青年人、社会活动家及公民社会代表均能参

加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 
 

国际奖学金计划面向于全世界每一个人。该计划优先考虑以下人员：参加本届大会有助于强化其在自身所

在社会的工作；能够协助其在大会期间所获取技术与知识的转化；以及摘要、研讨会或项目活动递交文件

获得评选。奖学金评选依据的是事先建立的公正评分系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Scholarship Review 

Committee)负责奖学金申请的审查与评分。 
 

虽然我们努力尽可能帮助更多人，但遗憾的是国际奖学金的获评人数有限。平均而言，只有不到 10%的申

请人能够获得奖学金。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申请人也要寻求其他方面的资助。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奖学金申请自 2013 年 12 月 5 日起通过 www.aids2014.org/profile 的大会档案在线开放。 

国际奖学金申请截止至 2014 年 2 月 13 日。 

 
Media Scholarship Programme 

媒体奖学金计划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媒体代表提供了数量极其有限的奖学金。媒体奖学金申请人应提供媒体认证及证明文件。 
 

有意申请奖学金的人员，必须在线填写媒体奖学金申请表，2013 年 12 月 5 日起可通过

www.aids2014.org/profile 的大会档案获取该申请表。 

 

媒体奖学金申请截止至 2014 年 2 月 13 日。 

 
 

MEDIA CENTRE AND EMBARGO POLICY 

媒体中心与禁止发布政策 

本届大会将面向所有登记的媒体代表开放一座配备先进的媒体中心，内设供大会主办方与第三方使用的新

闻发布室及采访室。仅限经认证的记者方可进入媒体中心。欲知详情，请联系media@aids2014.org。 
 

Conference Embargo Policy 

大会禁止对外发布政策 

与多数科学大会/医学大会一样，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也依据严格的禁止对外发布政策，向与会代表及媒

体公开本届大会的所有摘要。不同摘要类型的具体禁止发布分类规定，请参见下文。全体普通与会代表、

演讲嘉宾及新闻媒体，均应遵守本政策规定。 
 
Oral Abstracts 

口头摘要 

发布口头摘要的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分会开会前，不得对外发布或公开该摘要的相关信息。 

 
Oral Poster Discussion and Poster Exhibition Abstracts 

口头海报讨论与海报展示摘要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前(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不得对外发布或公开有关口头海报讨论与海

报展示摘要的相关信息。 

 
Embargo Breaks for Presenters 

演讲嘉宾违反禁止对外发布政策 

我们将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分析演讲嘉宾可能违反禁止对外发布政策的情况。这些情况将按个例来研究分析，

最终可能导致其摘要被本届大会取消。作者可发布其摘要已被选入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议程的事实，但

在禁止对外发布政策解禁前不得发布其研究结果(具体规定参见上文)。若有疑问，请电邮至

programme@aids2014.org联系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会务团队。 

 
Embargo Breaks for Media Reporters 

媒体记者违反禁止对外发布政策 

除了可以获取上述材料外，新闻媒体也可事先获取演讲嘉宾的幻灯片演示稿。但是，只允许新闻媒体在会

议现场获取这些材料，并对其实行相同的禁止对外发布政策，这就是说在演讲开始前不得引用或发布演讲

嘉宾幻灯片演示稿里的信息。 

http://www.aids2014.org/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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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INFORMATION  

实用信息 
 
Visa Information 

签证信息 

 

所有赴澳游客，无论逗留时间多长，在登机前均必须持有有效签证。 

本届大会主办方强烈建议，潜在与会代表应尽快访问澳大利亚驻所在国使领馆网站，了解适用于自身的澳

大利亚移民手续和时间规定。与会代表自行负责获取相应签证，对此本届大会不予干预。 

与会代表至少应在赴澳前提前两个月(即 2014 年 5 月中旬)申请签证。本届大会主办方正与澳大利亚移民与

公民事务部合作，帮助与会代表了解签证流程，并整理归纳了如下情况说明书。 

 Visa Information for Delegates(与会代表签证须知)  

 Immigration Health Factsheet(移民健康情况说明书) 

若需了解上述文件未涉及的特定信息，请联系所在国大使馆或签证处： 

 www.immi.gov.au/contacts/overseas/index.htm 或将您的问题发送至 visa@aids2014.org。 

 
  
Conference Venue 

会议场所 

 

2014 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隆重召开，这也是澳大利亚功能最齐全的会展设施。 

会场位于亚拉河畔，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仅几步之遥，驾车 20 分钟即可抵达墨尔本机场，方便从 MCEC

出发前往澳大利亚及世界其他地区。 

 

作为全球首个获得“绿色之星”六星环保评定的会展中心，该会场充分展示着在全球最佳实践、创新和可

持续性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餐饮和服务方案的新高度。 

 

MCEC 内设 52 个大小各异的会议室、一间大宴会厅、一个壮丽的入门大厅以及可容纳 5550 多人的大型会

议厅。墨尔本展览中心坐落在会务中心旁，彼此内部贯通，这里拥有 30,000 平方米的专用无柱式展厅、会

议室、一个 466 座礼堂以及可俯瞰亚拉河壮丽景色的 Clarendon 厅。 
 

欲知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详情，请浏览 www.mcec.com.au。 
 
Lounge for Delegates Living with HIV 

携带 HIV 与会代表休息室 

 

PLHIV 休息室营造一个良好的休息、支持和联谊场所。对很多携带 HIV 的与会代表来说，PLHIV 休息室将

成为其本次大会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轻松融洽的环境中为他们提供与全球各地其他 HIV 携带者相识、

探讨的机会。该休息室提供免费点心、非正式会议和休闲空间，以及个人用药设施。 
 
 
Use of Conference Name and Logo 

大会名称与标识的使用 

http://www.immi.gov.au/contacts/overseas/index.htm
http://www.aids2014.org/Default.aspx?pageId=611
http://www.mcec.com.au/


 

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严禁擅自使用大会标识。若欲申请大会标识使用许可，必须以书面方式电邮至

media@aids2014.org 向大会秘书处提出申请。 

 
Optional Tours 

自选游览活动 

本届大会推出会议期间及结束后的自选游览活动，可自2013年12月1日起前往

http://www.aids2014.org/Default.aspx?pageId=684在线预约 

 

若有游览相关问题，请查阅网站或电邮至tours@aids2014.org联系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游览部。 

 
Hotel Accommodation 

酒店住宿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启动在线住宿预订。 
 

我 们 已 为 与 会 代 表 和 展 览 商 预 定 了 规 格 不 一 的 酒 店 。 2013 年 12 月 1 日 起 ， 可 前 往

http://www.aids2014.org/Default.aspx?pageId=593 查询为与会代表预定的酒店客房详细清单，也可查询费

用标准信息及如何在墨尔本预订住宿。所有客房费用均为每晚费用，包含早餐、服务费和税费。 

 

若有住宿相关问题，请查阅网站或电邮至accommodation@aids2014.org联系2014年国际艾滋病大会住宿

部。 

 

CONTACT INFORMATION 

联系方式 
Please note that the first language of the conference is English and organizers prefer that emails 
are written in English. If you send an email in Mandarin we cannot guarantee a response and if we 
do reply, the response will be delayed due to time needed for translation purposes.   

请注意，本届大会第一语言为英语，主办方希望电邮采用英语语言。若您发来中文电邮，则我们不能保证

回复，即便最后予以回复，但由于需要时间翻译，也会出现相应的延误。 
 
General Information info@aids2014.org  

一般信息info@aids2014.org 

Abstracts Information abstracts@aids2014.org  

摘要信息abstracts@aids2014.org  

Abstract Mentor Programme mentor@aids2014.org  

摘要指导项目mentor@aids2014.org 

Accessibility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aids2014.org  

无障碍设施信息accessibility@aids2014.org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aids2014.org  

住宿accommodation@aids2014.org  

Affiliated Independent Events affiliatedevents@aids2014.org  

附属独立活动affiliatedevents@aids2014.org  

Exhibition exhibitions@aids2014.org  

展览exhibitions@aids2014.org  

Global Village and Youth Programme globalvillage@aids2014.org  

全球村与青年项目globalvillage@aids2014.org  

Hubs hubs@aids2014.org  

分区会议hubs@aids2014.org  

Media media@aids2014.org  

新闻媒体media@aids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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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Information programme@aids2014.org  

会程信息programme@aids2014.org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aids2014.org  

登记registration@aids2014.org  

Satellites satellite@aids2014.org  

卫星会satellite@aids2014.org  

Scholarships scholarships@aids2014.org  

奖学金scholarships@aids2014.org  

Sponsorship Opportunities sponsorship@aids2014.org  

赞助机会sponsorship@aids2014.org  

Tours tours@aids2014.org  

游览活动tours@aids2014.org  

Visa Information visa@aids2014.org  

签证信息visa@aids2014.org  

Volunteer Programme volunteer@aids2014.org  

志愿者项目volunteer@aids2014.org  

Workshops workshops@aids2014.org  

研讨会 workshops@aids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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