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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4-2015年）终期评估

工作启动会在桂召开

   为保证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

年）终期评估（以下简称规划终期评估）工作顺利开展，

2015年3月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在广西南宁召开了“

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终

期评估工作启动会”，疾控局雷正龙副局长、血地处严俊处

长、陈朝副调研员、卫生计生委疾病控制专家委员会血寄分

委会主任委员周晓农研究员、12个流行省（市、区）和重庆

市卫计委血防办（疾控处、重传处）负责同志及血吸虫病（

寄生虫病、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所长、业务骨干、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专家共计 50余人与会。

    会议由严俊处长主持，广西区疾控处陈发新处长致欢迎

词，雷正龙副局长传达了全国血防会议精神，对近两年开展

的血吸虫病风险评估工作进行了点评，介绍了全国血吸虫病

消除行动计划编制进展。他指出，中长期规划纲要实施大力

推动了血防工作，取得的防治成果有目共睹，规划纲要评估

工作的及时开展不仅是对防治成果的总结，也将为血吸虫病

消除行动计划制定提供扎实依据，希望各地在确保规划纲要

目标实现的同时，做好规划纲要评估工作，谋划下一阶段的

血吸虫病消除计划。他同时对当前血防的重点任务及下一步

工作作作了部署，一是要加强血吸虫病预警预测工作，做好

重点流行地区的风险评估，及时处置疫情；二是要加大“以

传染源控制为主”综合防治策略的实施力度，确保规划纲要

目标的实现；三是要依法开展防治工作，做好健康教育等相

关工作；四是要加强科学研究，研究与寻找适合现场防治的

策略、方法与工具；五是建议各地要成立规划纲要评估领导

小组与专家组，保质保量，早作安排，提前完成评估工作。

会上，特别邀请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编制司王维夫主任做“

卫生计生规划编制要

点”的专题讲座。陈

朝副调研员对中长期

规划纲要进行了方案

解读，寄生虫病所余

晴副研究员对规划纲

要相关表格填报注意事项、相关字段进行了重点说明与释义。

与会代表还对全国血吸虫病消除行动计划修订及相关 技术

方案的修订建议进行了研讨并达成初步共识。

   会议最后由血地处严俊处长和周晓农所长共同进行了总

结。周晓农所长从业务工作的角度希望各地配合与支持即将

开展的规划纲要终期评估、消除行动计划起草与调研、未达

标省的考核验收、全国螺情试点调查及全国血防理论与操作

技能竞赛等相关工作。严俊处长在总结中指出今年的血防工

作具有任务艰巨，工作量大的特点，并针对近期国家卫生计

生委针对疾病预防工作的关注程度，建议血防工作多做些技

术储备与创新工作，以应对将来不断变化的防治工作需求。

（血吸虫病室  余晴）

寄生虫病所对安徽省血吸虫病达标

开展现场评估调查

   为了解安徽血吸虫病传播控制达标工作进展并考核工作

质量，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委托，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

控制专家委员会血寄分委会于2015年3月23日-28日组织专

家分赴安徽省的望江县、铜陵县和繁昌县开展传播控制达标

评估现场调查工作。

   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了解当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展;

查阅、审核当地2009年以来血吸虫病疫情和防治资料；每个

县随机抽取3个流行村，开展人、畜病情及螺情调查工作。

现场调查发现各调查县、村资料保存完整，整理规范，县平

均评分为97.33，村平均评分98.22；对2014年9个调查村全

部血检阳性和20%的血检阴性居民进行粪检，结果全部为阴

性，符合率为100%；家畜病情调查共在3个村检查了100余

头家畜，结果全为阴性，有6村未发现牛、羊等家畜； 螺情

调查在9村的9处有螺环境开展，共查螺4646框，发现有螺框

284框，检获644只螺，其中活螺579只，有螺框平均出现率

为6.11%，未发现阳性钉螺；本次还调查了查螺现场的76个

野粪，未发现阳性。

    现场评估结果显示，安徽省各流行县均建立了以行政村

为单位，能反映当地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的病情、螺

情变化的各种图、卡、册、报表等数据资料，以及反映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的文字材料，并按要求分档建册。省级、县级

资料均能反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年开展过程、疫情动态和

疫情现状，显示出很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全省疫情资料显

示，到2014年底，安徽省血防区居民血吸虫感染率为0.24%，

家畜（牛）平均感染率为0.18%，分别比2008年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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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和88.8%；2013年以来，未查出感染性钉螺，未发生

本地感染血吸虫急性感染病例。对照《血吸虫病控制和消灭

标准（GB 15976—2006）》，评估组一致认为，安徽省全

省达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血吸虫病室  党辉)

寄生虫病所专家赴云南开展全国人体

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督导复核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关于开展全国人体重点寄

生虫病现状调查技术指导工作的通知》，2015年3月23日

-26日，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及两名镜检专家对云南省寄

调工作开展了现场技术指导。

   指导组听取了当地工作汇报，并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

所查阅了2个县的工作资料和加藤片。云南省省级的相关文

件和培训材料，以及抽查县的现场工作材料均较完整。当地

阳性和阴性加藤片符合率均在95%以上。目前，云南省10个

农村调查县已完成5个，5个城镇调查县（区）完成3个，其

余调查点也将在2015年6月前完成。

    针对当地原虫镜检技术薄弱的问题，周晓农所长要求寄

生虫病所做好技术支持，加强对当地原虫检查能力的现场培

训。同时希望云南省通过本次调查实践，提高基层寄防工作

人员的技术水平，为本地区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储备一支专业

的技术人才队伍。(土食源室  钱门宝)

                                      

寄生虫病所积极做好全国寄调

工作技术支持

   当前，各地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以下简称

全国寄调）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积

极跟踪各省调查进展，做好技术支持工作。

   截至目前，各省培训工作均已基本完成，进入现场实施

阶段，尽管北方省份冬季开展现场调查给样本的采集、运送

和检测带来一定困难，有的省份面临人员、检测水平以及经

费等多重困难，但各省基层疾控人员挖掘潜力，团结协作，

使寄调工作得到了顺利推进。寄调试点江西省的现场调查工

作已全部完成，天津、浙江、河南、江苏、海南、重庆、云

南、甘肃、青海9省（市）现场调查工作已完成过半。

   为保障寄调现场工作质量，寄生虫病所根据国家卫计委

要求制订了全国寄调技术指导工作方案，将组织专家对10省

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复核。寄生虫病所并将适时举办寄调数

据质量控制培训班，通过集中培训为寄调数据录入提供技术

支撑。此外，根据部分调查省需求，积极提供粪检耗材，做

好相关服务和技术保障工作，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寄调工

作。（土食源室  朱慧慧 ）

寄生虫病所配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

《全国包虫病防治中长期规划》

编制工作

   为做好新一轮包虫病防治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推进全

国包虫病防治进程，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委托，寄生虫

病所于2015年3月25日-27日在上海组织专家起草了《全国

包虫病防治中长期规划》。

   寄生虫病所丝黑包室伍卫平主任首先介绍了制定《全国

包虫病防治中长期规划》的目的和意义，以及目前制定相关

规划遇到的困难。与会专家重点讨论了包虫病流行县的分类、

工作指标和防治策略等内容，根据地理位置，划分青藏高原

地区和非青藏高原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包虫病防治中长期

规划。

   陈朝副处长、周晓农所长和肖宁副所长对《全国包虫病

防治中长期规划》草稿进行修订，重点对流行县的分类、工

作指标等作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将流行区划为一至四类县，

并对考核指标进行细化，通过讨论，使大家统一了认识，明

确了后续有关工作安排。

   本次会议完

成了《全国包虫

病防治中长期规

划》初稿的起草,

为及时完成《全

国包虫病防治中

长期规划》编制

工作打下了基础。(丝黑包室  王立英)

 

寄生虫病所专家赴江西余干县

现场调研指导钉螺调查试点工作

    为了解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垸内、垸外钉螺控制情况及

应对措施，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控

制专家委员会血寄分委会于2015年3月26日组织专家赴江西

省余干县开展现场调研并召开了研讨会。26日上午血寄分委

会主任委员周晓农研究员等专家在江西省卫生厅及江西省寄

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余干县晚湖大堤及垸

内、垸外环境，听取了当地血防站人员的讲解，询问环境改

变与疫情的关系。随后，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听取江西省关于

钉螺水系调查进展情况，就垸内和垸外的划分展开了热烈讨

论。与会专家认为在血吸虫病消除阶段，对这些钉螺孳生地

的景观概念应该规范、统一，为科学制定钉螺控制策略奠定

基础。会议还就《江西省血吸虫病流行区螺情调查实施方案

》及《钉螺调查技术标准（讨论稿）》展开讨论。与会专家

就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周晓农研究员希望以江西省作为试

点开展钉螺调查，完善方案和技术，并逐步在全国实施钉螺

调查计划。(血吸虫病室  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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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缅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培训班

第二期在普洱召开

   2015年3月23-26日，由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资助的云

南中缅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培训班第二期在普洱召开。来自云

南省卫计委、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普洱市、怒江州、西

双版纳州卫生局的行政领导及业务骨干70余人参加了培训。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所长周晓农研究员做了题为“全球

卫生策略与边境疟疾防控”的主题讲座，从全球视角阐述了

疟疾防控的意义，并结合我国2020年消除疟疾的国家目标，

强调了做好边境疟疾防控的重要性。此外，无国界组织（

HPA）项目经理董稼强博士介绍了缅方的疟疾流行情况和

HPA的工作重点和计划，并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做好中缅

边境的疟疾防控工作。专题讲座之后，还对各单位业务骨干

开展了疟疾数据处理培训，利用数据可视化工具，对各边境

县乡镇进行了疟疾风险分析，提高了各地区疾病监测预警的

能力。

   此次培训达到了增强云南省、市、县级卫生行政官员积

极参与全球卫生事务的意识，提高其公共卫生援外能力的预

期目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中缅

边境流动人口来往频繁，云南作为与我国与缅甸接壤的边境

地区，疟疾防控仍然是当地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疟疾室  

丰俊)

寄生虫病所土食源室专家赴内蒙古现

场培训指导寄调基层工作人员

   受内蒙古自治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的邀请,土食源

室两位专家于2015年3月15日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参

加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培训班的授课。参加培训

的人员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各中签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领导和检验人员。

   自2004年启动全国寄生虫病调查至今，内蒙古自治区仅

开展过包虫病的防治和调查工作，基层工作基础较薄弱，培

训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内蒙古自治区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

查工作的质量。

   根据培训班的安排，

土食源室两位专家分别

讲授了常见蠕虫的生物

学知识、虫卵的检测方

法和虫卵鉴别要点，并

进行了操作示教，经过

两天紧张的理论培训和

实践练习，学员们熟悉

了调查方案，掌握了基本的检测方法，土源性与食源性寄生

虫病原的镜检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培训班取得了预期的效

果，同时也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

工作的正式启动。 （土食源室  诸廷俊）

 

寄生虫病所专家赴云南腾冲

开展蜱虫现场调查

   春季气温回升，蜱虫生长繁殖开始活跃。既往调查结果

表明，腾冲县存在多种蜱虫，是蜱传人兽共患病的自然疫源

地。2015年3月16～18日，媒介室组织专业人员赴云南腾冲

开展蜱传人畜共患病春季现场调查。

   调查人员选取两个乡镇为调查点，在腾冲县疾控中心专

家、乡镇卫生院医生、村医和兽医等人员的协助下，开展羊血

和蜱虫采集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标本采集任务

并带回寄生虫病所开展检测。调查结果将为腾冲县蜱虫及蜱传

疾病的分布及防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媒介室 李兰花）

    

美国CDC资深华人科学家肖立华教授

来寄生虫病所访问交流

    2015年3月12日，任职于美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资

深华人科学家肖立华教授应邀来寄生虫病所进行学术交流，

随行人员还有华东理工大学冯耀宇教授。肖立华教授长期从

事食源性和水源性病原体（如隐孢子虫、贾第虫、环孢子虫

和微孢子虫等）的病原生物学、分子检测和溯源及生态学研

究。近10年来经常回国讲学，带动了国内机会性寄生虫学研

究领域的发展。

   本次学术交流主要围绕“我国HIV/AIDS患者感染人芽

囊原虫的基因多态性和致病性研究”项目进行展开，针对“

人芽囊原虫样本的收集、保存及检测技术等”进行了详细交

流，为该项目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指导；同时，探讨

了未来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为寄生虫病所进一步加强与美国

CDC相关研究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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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健康教育中心陈韶红副主任、

PI团队负责人田利光博士以及团队成员参加了交流。(健教

中心 田利光)

   

寄生虫病所专家陪同疾控局领导赴新

疆开展黑热病防治工作现场调研

   为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热病防治工作进展以及伽师

县黑热病疫情处置情况，推动新疆黑热病防控工作，2015年

2月4日-7日，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伍卫平研究员陪同国

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雷正龙副局长、血地处胡桃主任科员一

行赴新疆开展了黑热病防治工作调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

生计生委疾控处马明辉处长、疾控中心童苏祥副主任、中国

疾控中心南疆工作站刘康迈站长、喀什地区卫生局党组彭银

星书记、喀什地区疾控中心朱常忠书记等领导和相关部门的

专家陪同参加调研。

   调研组不顾舟车劳顿，先后赴喀什地区疾控中心、伽师县

卧里托格拉克乡卫生院、乡政府等地开展了深入调研，通过

听取报告、实地考察、病例访谈等形式了解了喀什地区和伽

师县黑热病流行和防治的有关情况。在卧里托格拉克乡卫生

院，通过与医疗人员进行交谈，调研组掌握了该乡及周边地

区人群黑热病筛查诊断、病人药物治疗和随访管理等情况，

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条件和人员技能水平进行了了解；

通过访视住院病例，了解了婴幼儿病例的发病和诊治过程、

治疗效果及副反应、日常生活和劳动习惯、防治知识知晓等

情况；在卧里托格拉克乡政府，调研组听取了新疆自治区、

喀什地区和伽师县疾控中心的黑热病防治工作报告，了解了

2014年伽师县荒漠型黑热病暴发疫情的处置过程及防治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等，同时对基层反映和调研发现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与交流。

   现场调研和座谈交流结束后，雷正龙副局长就调研的有

关情况进行了点评并对今后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他指出本

次调研达到了与新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商讨黑热病防治策略

并提早安排防治计划和部署防治工作的目的，他要求中国疾

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专家尽快同新疆方面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

防控方案以指导后续的黑热病防控工作，同时要求新疆各级

卫生行政、疾控、医疗机构继续重视黑热病防控，争取、整

合各方面的防治资源并形成合力，从而促进新疆黑热病防治

工作系统、有效地开展。（应急办 付青）

        

2015年3月寄生虫病重点舆情动态

   2015年3月，在“百度新闻”中与寄生虫病（热带病）相

关的关键词的新闻搜索量排名前三的是“埃博拉出血热”、

“血吸虫病”和“登革热”。与上月相比，本月与“埃博拉

出血热”和“疟疾”相关的新闻篇数大幅增加，与“登革热”

相关的新闻明显减少。

   在国际上，本月初由欧盟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

亚、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共同倡议的埃博拉

问题高级别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多位与会高级官员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盛赞中国在援非抗击埃博拉中的贡献，建

议国际援助方在帮助非洲战胜这场危机后，继续支持西非经

济和社会重建。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研

究小组本月宣称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细胞感染机制，并找到

一种可有效预防病毒感染的中草药提取物。该药物经小鼠实

验证实无明显副作用和耐药性，有望成为一种防治埃博拉病

毒的理想候选药物。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研制的埃博拉

疫苗已完成第一批人体临床试验，据报道该疫苗能使受试者

体内快速产生抗体。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河冈义裕教授等人

与美国科研人员共同研制出一种能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新疫

苗，并计划在两年内开展该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中国政府

援助的塞中友好生物安全实验室3月在弗里敦正式启用，继

续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工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本月公布的

最新数字，埃博拉疫情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即将超过一万人。

世卫组织同时指出，埃博拉疫情的扩散趋势目前已得到控制，

有望于年中消除埃博拉病毒传播。巴西圣保罗州今年第一季

度的登革热病例数已超过去年一年登革热病例数的一半。一

篇3月份发表在国际杂志Nature Medicine上的研究论文中，

来自瑞典卡罗琳学院的科学家揭示了O型血保护个体免于疟

疾死亡的分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由疟疾引发的选择性压

力或许会改变人类ABO血型的全球化分布。

   在国内方面，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月下发了《湖南省2015年血吸虫病防治项目实施方案》和

《湖南省2015年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要点》，提出要进一步健

全“医防”联系渠道，建立“首诊负责制”，及时甄别处理

疑似“急感”。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终期总结大会3月在北京

举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宇主任在会上表示，自2002

年以来，我国共成功申请19个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

疾基金项目，累计获得资金8.04亿美元，三类基金项目占比

分别为40.3%、45.5%、和14.2%，为我国推动相关疾病的

防控提供了资金支持。“广东省2015年登革热防控技术与策

略专家研讨会”本月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中华

预防医学会杨维中副会长表示，由于2014年登革热的流行，

2015年若发生登革热疫情，出现重症和死亡病例的风险会更

高，必须坚决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做好应对准备。（信息中

心 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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