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艾滋病防治信息

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健康工作者服

务能力培训班在贵阳举办

2019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交

流会在长沙举办

非洲国家HIV流行率地图出炉 将采用精

准干预手段控制感染

河北省性病艾滋病实验室能力验证工作

取得优异成绩

2019年性病网络专家培训班在大理举办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2019年辽

宁省艾滋病病例报告及哨点监测工作培

训班

强化措施落实责任，扎实做好艾滋病防

控工作——2019年宁夏艾滋病监测检测

重点工作培训班顺利召开

山东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能力建

设培训班在济南举办

北京市丰台区成功举办社区艾滋病随访

培训交流会

北京市海淀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

组织治疗者开展骑行活动

“预防艾滋，青春同行”——北京市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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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区南彩镇卫生院组织艾滋病知识进校

园活动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疾控中心在第

十二中学举办预防艾滋病校园心理剧展

演活动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进工厂”开展

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

山东省烟台市疾控中心到芝罘区开展艾

滋病防治工作督导检查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妇联开展防艾宣传

活动

四川省泸州市疾控中心组织召开4月市级

艾防“三线”工作例会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疾控中心圆满完成

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工作任务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疾控中心举办防艾

校园行活动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对公共场所负责人

开展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知识培训

甘肃省敦煌市警营爱心社开展吸毒人群

同伴教育员与家属座谈暨培训会

凉山州艾滋病防治与健康扶贫工作站第八次工作会议在西昌召开

2019 年 5 月 21-22 日， 凉

山州艾滋病防治和扶贫攻坚工作站

第八次工作会议在四川省凉山州西

昌市召开 ,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

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艾防中心）

韩孟杰主任主持会议。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艾防处时颖调研员，四

川省卫生健康委来建副主任及重传

处、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

川省妇幼保健院、成都市公共卫生

临床医疗中心，凉山州卫生健康委

及州疾控中心、州第一人民医院、

州妇计中心，以及凉山州艾滋病防

治和扶贫攻坚工作站和北京市、上

海市和广东省驻点人员 60 余人参

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凉山州艾滋病疫

情分析、2019 年第一季度新报告

病例分析、2018 年报告死亡病例

分析、重点县健康体检以及新发感

染分析、凉山州及四个重点县抗病

毒治疗情况、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情况、预防单阳家庭配偶传播情况

以及流动感染者管理情况等技术报

告，以及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

驻县对口支援情况报告，并针对上

述重点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

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和安排。

会议明确了近期重点工作，

一是要在健康体检数据分析的基础

上，深入调查和分析健康体检后新

报告病例情况以及时掌握疫情变化

和指导下一步防治工作。二是综合

利用多方来源数据，进一步完善对

凉山州艾滋病新发感染分析评价。

三是结合国家母婴传播率计算方法

调整，加强培训以及疾控和妇计部

门的配合和数据比对，进一步理顺

和强化工作

机制，做好

婴儿早期诊

断和病毒载

量检测，提

高预防母婴

阻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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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丙肝防治骨干培训班在宁波市举办

2019年全国丙型病毒性肝炎

（以下简称丙肝）防治骨干培训班

于2019年4月10-11日在浙江省宁

波市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艾防处焦振泉处长、世界卫生组织

驻华代表处陈仲丹官员、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疾控处谢国建处长、宁波

市卫生健康委章国平副主任以及中

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有关同志参加

培训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疾控

中心艾防中心刘中夫副主任主持。

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疾控中心负责丙肝防治工作的

业务骨干和部分丙肝监测试点及贫

困地区疾控机构代表约90余人参

加了本次培训班。

焦振泉处长在开幕式讲话中

分析了我国丙肝防治工作现况，对

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有关核心

内容进行了解读。希望各地关注丙

肝小分子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获得

性，协调和推进各地医保政策，强

调合理动员检测、循序渐进，推进

2019年丙肝防治有关工作。浙江

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谢建国处长介

绍了浙江省疾病控制有关工作及浙

江省丙肝防治工作的进展。宁波市

卫健委章国平副主任欢迎各地疾控

同志到宁波学习交流，对宁波市丙

肝防控工作进行了介绍。

刘中夫副主任作了我国丙肝

防治工作现状及2019年主要工作

的主题讲座。重点回顾了2018年

全国丙肝防治工作进展，提出了

2019年工作重心；要求做好《规

划》宣贯和小分子药物可及地区的

丙肝防控试点工作等。世界卫生组

织驻华代表处陈仲丹博士作了全球

消除丙肝策略进展及部分国家防控

的经验介绍，详细讲解了世界卫

生组织

提出的

2 0 3 0

年消除

病毒性

肝炎公

共危害的思路和各国的一些做法。

艾防中心丙性室主任毛宇嵘专题介

绍了我国药物可及地区丙肝综合防

治方案，分享了总体思路和有关建

议。丙性室副主任庞琳分别对《中

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及《丙型

肝炎诊断》标准进行专题讲座，对

丙肝防治工作评估以及具体操作的

问题进行讲解。丙性室两位专家分

别详细介绍了我国近年丙肝病例报

告质量评估情况、医院丙肝哨点监

测的方案以及近年的有关产出。参

比实验室专家作了丙肝实验室检测

规范主题讲座并与参训代表开展深

防治动态

四是注重抗病毒治疗工作质量，加

强对感染者随访管理，充分发挥

“1+M+N”的作用，强化责任落实。

五是尽快制定下发预防单阳家庭传

播工作方案，明确工作机制和各方

职责任务，集中力量减少单阳家庭

配偶间传播。六是动态掌握感染者

流动情况，在做好未流动感染者随

访管理的同时，加强对流动感染者

分类管理以及完善与流入地协作机

制。七是加强数据质量保证，在提

高现有数据库质量的基础上、强化

责任和提高能力，做好流行病学调

查和数据采集工作，确保新录入数

据的质量。八是继续完善基层工作

机制、明确任务和加强督导检查，

进一步强化基层工作落实。九是强

化工作站统筹协调作用，及时发现

问题并及时反馈，进一步完善多方

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形成促进防

艾攻坚合力。

会后，韩孟杰主任一行赴布

拖县进行现场调研和指导，先后来

到拖觉镇卫生院、木尔乡卫生院、

木尔乡布柳村抗病毒治疗督导服药

点、县人民医院和县疾控中心，与

基层艾防工作人员深入交流，现场

了解基层防艾工作开展情况，针对

基层艾防工作人员工作职责、感染

者随访管理、单阳家庭减少新发感

染、抗病毒治疗以及流动人口管理

等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时颖调研

员、四川省卫生健康委来健副主任、

上海市疾控中心潘启超副主任、四

川省疾控中心吴建林副主任一同参

加了现场调研活动。

（凉山州艾滋病防治与健康

扶贫工作站  叶少东  

艾防中心综合防治与政策室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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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赴辽宁省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

2019年HIV-1病毒载量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培训班在南昌召开

为推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

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落实，

调研各地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疾控

中心艾防中心主任韩孟杰一行于

2019年5月16-18日赴辽宁省开展

了艾滋病防治工作调研，辽宁省疾

控中心党委书记刘懿卿、副主任姚

文清陪同参加了调研活动。

调研组考察了辽宁省疾控中

心、中国医科大学艾滋病治疗门

诊、辽同健康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及

沈阳大学，与相关领导、防治专业

人员、大学老师、青年学生以及社

会组织成员等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和

交流。

在辽宁省疾控中心，调研组

与工作人员就辽宁省艾滋病疫情形

势以及检测咨询、宣传干预和抗病

毒治疗等工作逐一进行了交流和讨

论。在中国医科大学艾滋病治疗门

诊，与医务人员就全省抗病毒治

疗 质

量 控

制 、

技 术

指 导

以 及

实现治疗覆盖目标的策略和措施等

进行了充分地交流。在辽同健康服

务中心，与干预志愿者进行了座

谈，了解社会组织开展男男性行为

人群干预和推进检测的工作情况，

研讨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优

势，扩大目标人群干预覆盖面和提

高服务能力等。在沈阳大学，调研

组在刘克斌副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

沈阳大学艾防宣传长廊和艾滋病宣

传教育基地，与学校老师和学生进

行了座谈交流，就如何更好地开展

青年学生防艾工作以及开发适合青

年学生的宣传材料等进行了深入地

探讨。

（艾防中心  刘惠）

近 几 年 ， 艾 滋 病 和 艾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诊 断 （ W S  2 9 3 —

2019）、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

（2018 版）、全国艾滋病检测技

术规范（2015 修订版）等相关技

术规范陆续更新运行，HIV-1病毒

载量检测成为重要的补充实验之

一，在艾滋病检测与治疗中的作用

越来越引起重视。为提高全国艾滋

入讨论，提出了丙肝检测中未来发

展状况以及需要关注的领域，为逐

步、稳妥、有序地开展筛查工作做

好准备。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对

病毒性肝炎宣传教育的方法和技巧

进行讲解和案例分享。天津市西青

医院消化内科李海主任介绍了天津

市丙肝药物医保报销政策下的医防

结合经验和做法。吉林省长春市疾

控中心疾控科阴媛科长与大家分享

了吉林省长春市丙肝防治纳入医保

及救助补贴的思路和建议。

培 训 班 还 特 别 邀 请 了 来 自

“三区三州”基层疾控机构的代表

参加本次培训活动。来自甘肃省临

夏州疾控中心的罗鹃表示：“收获

很大，同时有幸结识了很多兄弟省

市的疾控同仁，也便于今后贫困地

区丙肝防治工作的开展和业务学习

与交流”。本次培训也邀请了宁波

市有关县（区）疾控中心和医疗机

构的代表参加培训。

参 训 代 表 在 培 训 讨 论 交 流

时，深入讨论了各省在丙肝防治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对有关问

题的解决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次

培训达到预期目的，将为今后更好

地开展丙肝防治工作奠定良好的基

础。

（艾防中心丙型肝炎与性病

防治室  丁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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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自我采样传递检测艾滋病”宣贯及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病检测实验室核酸病毒载量检测能

力，了解病毒载量应用，总结分析

2018年全国HIV-1病毒载量能力

验证数据，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

参比实验室于2019年4月23-26日

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全国HIV-1病

毒载量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培训

班。本次培训班共有76名来自全

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一线工作人员参加。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副主

任汪宁、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李中坚参加了开幕式并讲

话。培训班特邀中国疾控中心艾防

中心、军科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上

海市疾控中心、空军军医大学唐都

医院等有关专家，介绍了中国艾

滋病防治工作进展及重点要求，详

细分析了2018年全国HIV-1病毒

载量检测能力验证结果存在问题

与解决方案，总结了2018年全国

HIV-1

病 毒

载 量

检 测

督 导

调 研

中发现的问题以指导实验室工作人

员规范操作、提高病毒载量检测质

量、缩短报告时间，同时在艾滋病

分子传播网络研究、HIV基因变异

对病毒载量检测的影响、艾滋病诊

疗中HIV病毒载量的重要意义等方

面作了专题报告。江西省疾控中心

作了《江西省贫困艾滋病患者救治

工作进展及要求》经验交流，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介绍了全区

HIV-1病毒载量检测与质量控制工

作情况。

此次培训班共享了病毒载量

能力验证数据分析结果，交流了核

酸检测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方

向，拓展了工作人员的研究思路，

促进各地区互相借鉴经验，为我国

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技术保障。

（艾防中心参比实验室  

潘品良）

为提高检测的可及性，促进

高风险人群主动检测，实现早诊

断、早治疗，减少进一步传播风

险，持续加强全国（特别是贫困地

区）艾滋病实验室能力建设，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

预防控制中心（简称艾防中心）

于2019年4月9-11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自我采样传递检测艾滋病”

宣贯及培训班。来自全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62名一线

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艾防中心参比实

验室蒋岩主任作了我国艾滋病检测

工作面临的挑战及传递检测专题报

告，姚均研究员介绍了艾滋病尿液

及干血斑匿名传递检测试点工作进

展，北京市疾控中心卢红艳所长和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项目主管

刘鹏分别就北京市“互联网+”艾

滋病多元化检测工作进展、高校

尿液传递HIV检测试点进展作了汇

报。艾防中心参比实验室吕毅博士

详细解读了《自我采样传递检测艾

滋病指导手册》中的要点，赫晓霞

博士分享了尿液及干血斑抗体检测

当中的注意事项。与会代表还一同

观看学习了《艾滋病自我采样传递

检测操作流程》指导教学片。

此次培训班不仅对省级专业

技术人员骨干开展了技术培训，还

对艾滋病诊断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技

术文件包括新版“艾滋病行业诊断

标准”（2019版）、“艾滋病临

床诊疗指南”（2018版）及“全

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15

版）等进行了交流讨论，为大家开

拓了思路，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

向，有助于实验室检测整体工作水

平的提升。

（艾防中心参比实验室  

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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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我国学者在恒河猴模型证明CTL免疫治疗可抑制

抗HIV停药后病毒的反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自主研制的艾滋病疫苗Ⅱ期临床试验全面启动

艾滋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

号传染性疾病。由于抗艾滋病病

毒（HIV）药物的重大突破和全球

推广抗HIV免费治疗，艾滋病的病

死率已下降到类似高血压等慢性

病的水平。但是国际研究统计显

示「1」，全球有 38 个国家到 2020

年将无力承担高达 42 亿美元的抗

HIV药物治疗费用。国际共识认

为，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即将

终身治疗转变为阶段性治疗，是当

前亟待解决的可持续治疗的战略问

题。由邵一鸣领衔的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和国际学

者组成的合作团队，建立了抗病

毒和免疫联合治疗的SHIV恒河猴

模型，探索抗病毒停药后过继性免

疫治疗效果，以寻找抑制病毒反跳

的有效治疗策略。该团队近日发表

的研究结果显示「2」，在使用HIV

疫苗诱导细胞免疫反应峰值时提取

并扩增的CD8+T细胞，可降低或

完全抑制停药后的病毒反弹，免疫

效果显著的动物可抑制病毒载量于

检测水平之下达2 个多月。在进一

步的机制研究中发现，免疫抑制的

效果与回输细胞中的抗HIV-1 Env

基因表位的CTL应答存在剂量依

赖关系。病毒反弹被完全控制的

猴子体内 的Env 特异性 CD8+T细

胞的多功能反应（p<0.0001）、

杀伤能力（p=0.0001）、活化水

平（p< 0.01）和Tcm 分化程度

（p=0.038）均显著强于病毒反弹

部分受控的动物。敲除上述具有良

好免疫抑制效果的猴子的CD8+T细

胞，可使病毒载量迅速反跳到免疫

治疗前水平，从而证实是CD8+T

细胞介导了病毒的控制。该研究首

次在抗病毒与免疫联合治疗的恒河

猴模型，证明疫苗诱导的CTL 过

继性免疫治疗，可以控制抗病毒治

疗停药后的病毒反弹，为艾滋病

功能性治愈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策

略。该论文成果以研究长文的形

式刊登于5月21日出版的《Nature 

Communications》「2」。北京大

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博士研究生范

瑾为该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北

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邵一鸣与

美国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员

Cassian Yee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

作者。该研究获得了国家传染病重

大专项和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资助。

（艾防中心病毒及免疫研究室  

邵一鸣）

参考资料：

「1」Dutta,  A. ,  Barker,  C.  & 

Kallarakal, A. The HIV treatment gap: 

estimates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needed versus available for scale-up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 97 countries 

from 2015 to 2020. PLoS Med. 12, 

e1001907 (2015). 

「2」Jin Fan, Hua Liang, Xiaolin 

Ji, Shuo Wang, Jing Xue, Dan Li, 

Hong Peng, Chuan Qin, Cassian 

Yee & Yiming Shao. CTL-mediated 

immunotherapy can suppress SHIV 

rebound in ART-free macaqu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DOI: 10.1038/

s41467-019-09725-6

由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持续支

持，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

控制中心（简称艾防中心）和北京

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研发的艾滋病疫苗（DNA-rTV）

分别于2019年2月和5月在北京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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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艾滋病新药塞拉维诺获批进入临床研究

清华张林琦课题组成功解析艾滋病病毒适应

新宿主和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

安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启动了Ⅱ期多中心临床试验。

艾滋病疫苗DNA-rTV是由我

国科学家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艾滋病候选疫苗，也是

世界上首个开展Ⅱ期临床试验的复

制型病毒载体艾滋病疫苗，受到国

际艾滋病疫苗界的广泛重视。前

期已完成的四项临床试验显示，

DNA-rTV疫苗安全性良好，免疫

原性强，可诱导受试者产生抗艾滋

病病毒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

此次Ⅱ期临床试验计划招募

160名HIV阴性的健康志愿者，主

要目的是优化疫苗的免疫接种程

序。

（艾防中心病毒及免疫

研究室  刘颖）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合

作开发的抗艾滋病化学1类新药塞

拉维诺(Thioraviroc)于5月5日获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临床

试验通知书，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塞拉维诺是由上海药物所研

究员柳红、中科院院士蒋华良和研

究员吴蓓丽课题组以及昆明动物所

研究员郑永唐课题组组成的科研

团队联合开发。蒋华良课题组通

过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采用基于

结构和改变代谢途径的药物设计

策略，设计新结构类型CCR5拮抗

剂；柳红课题组通过高效合成技术

开展CCR5拮抗剂的多轮结构改造

和成药性优化；吴蓓丽课题组解

析了马拉维诺和多个CCR5拮抗剂

与CCR5受体的复合物晶体结构；

郑永唐课题组开展CCR5拮抗剂的

HIV病毒抑制活性筛选。科研团队

在此基础上，紧密合作进行深入结

构 修

饰 、

药 效

评 价

和 成

药 性

优化，发现候选药物塞拉维诺——

一种具有全新骨架的CCR5拮抗

剂。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与现有

唯一针对CCR5靶点的临床药物马

拉维诺相比，塞拉维诺对CCR5受

体具有更好的拮抗活性，对多种艾

滋病病毒株、临床株以及耐药株的

抑制活性和治疗指数优于上市药物

马拉维诺或与其相当；塞拉维诺具

有良好的大鼠和犬的药代动力学特

性，种属差异小、对CYP450酶无

抑制和诱导作用，无潜在的药物-

药物相互作用；安全性良好。塞拉

维诺及其系列化合物目前已获得美

国、欧洲、俄罗斯、韩国和澳大利

亚等国的专利授权。

塞 拉 维 诺 是 C C R 5 受 体 拮

抗剂，目前我国临床还没有这个

机制的药物用于对艾滋病病人的

治疗。塞拉维诺项目曾先后获得

“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以及中科院自主部署项目等基

金的资助；早期的基础研究工作发

表在国际期刊Science和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上。

药 物 所 谢 欣 课 题 组 开 展 了

CCR5拮抗剂细胞水平的活性筛选

工作。塞拉维诺研发还得到上海药

物所药物代谢中心研究员陈笑艳、

神经药理学研究国际科学家工作站

研究员高召兵、中国药科大学安评

中心教授杨勇等课题组的大力支

持。

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临床I期

研究的准备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 

5月28日，清华大学医学院

张林琦教授课题组在美国《细胞

快报》(Cell Reports)期刊在线

发表题为“A single substitution 

i n  g p 4 1  m o d u l a t e s  t h e 

neutralization profile of S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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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治愈艾滋病研究取得进展

艾滋病（AIDS）严重威胁

全球公共卫生，目前全世界约有

3690万人已感染HIV，且每年增

加约180万感染者。现有的抗病毒

药物治疗（ART）可有效控制但

不能根除体内的病毒，终生服药

给患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

亟需研制出能长期有效甚至完全控

制病毒（功能性治愈）的新方法。

近日，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联合来自广州医科大

学广州第八人民医院、中山大学

及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

在该领域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

成果以Arsenic trioxide impacts 

viral latency and delays viral 

rebound after termination of 

ART in chronically SIV infected 

during in vivo adaptation （艾滋

病病毒表面蛋白单点氨基酸突变调

节中和抗体敏感性）”的研究论

文。

该论文首次从中国流行的艾

滋病病毒中挑选构象“开放”的表

面蛋白，构建猴人杂合艾滋病病毒

SHIV，利用恒河猴模型开展SHIV

在适应新宿主过程中的病毒变异、

生物学活性和免疫逃逸机制研究。

研究发现，病毒为了适应新宿主，

其表面蛋白产生大量突变，并从

“开放”构象快速转变为“闭合”

构象，从而达到提高感染效率和免

疫逃逸的双重目的。研究团队通过

病毒基因组学、定点单氨基酸突

变、入侵细胞能力、中和抗体敏感

性和结构生物学等系统研究，发现

表面蛋白gp41 HR2区域中E658K

单点氨基酸突变对病毒适应新宿主

和免疫逃逸起到关键作用，对多种

亚型病毒有着类似的效应。本研究

解析了艾滋病病毒表面蛋白在适应

新宿主过程中高速突变的分子基础

和生物学意义，为基于艾滋病病毒

表面蛋白的疫苗设计和药物研发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gp41 HR2区域中E658K氨基

酸单点突变对HIV-1膜蛋白结构、

中和敏感性、感染能力的调控以

gp41 HR2区域中E658K氨基酸单

点突变对HIV-1膜蛋白结构、中和

敏感性、感染能力的调控以及对免

疫原设计的帮助

艾滋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

大传染性疾病之一。自1981年发

现以来，已在全球迅速蔓延。截至

2018年底，约有7730万人感染，

其中约3540万人已死于艾滋相关

疾病。尽管世界各地投入大量的

人力和物力，但至今仍无有效的疫

苗和根治的手段。艾滋病病毒是艾

滋病的元凶。其复制速度快和变异

水平高，远远超出我们常见的病

毒。此外，艾滋病病毒能够特异性

感染和杀伤CD4+ T淋巴细胞，诱

发机体免疫功能严重下降，引起一

系列机会性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

死亡。艾滋病病毒表面蛋白是进入

细胞的关键钥匙，也是人体抗体反

应和疫苗研发的重要靶标。如何在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中调整其结

构，使其有效传播和适应新宿主是

本研究的重点科学问题。此次发现

单个氨基酸突变可以导致表面蛋白

从“开放”快速转变为“闭合”构

象，进而达到提高感染效率和免疫

逃逸的双重目的，为我们深入理解

表面蛋白结构和功能的可塑性和多

变性，为设计以表面蛋白为靶点的

疫苗设计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此研究由清华大学医学院张

林琦教授团队主持研究，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周同庆研

究员参与合作。清华大学医学院博

士生王茜和洛克菲勒大学何大一教

授实验室的刘立鸿博士为本文的共

同第一作者，张林琦教授为通讯作

者。该项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盖茨基金

中国大挑战项目等资助完成。

（来源：清华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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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主流亚型致病“与众不同”

macaques 为题发表于国际学术

期刊Advanced Science。

潜伏感染的艾滋病毒储存库

是目前仍无法根治HIV感染的关键

因素。研究者认为先设法激活潜伏

的病毒储存库，再通过药物或免疫

系统杀伤活化的病毒可能是根治艾

滋感染的有效策略，因此寻找能特

异激活病毒储存库并给予杀灭的方

法是目前艾滋病治疗领域的热点。

通过一系列体外细胞实验，研究人

员发现三氧化二砷（As2O3，砒

霜的主要成分）可特异激活及干扰

潜伏的病毒储存库，并且不会引

起过度的免疫炎症反应。最重要

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慢性SIV感染

艾滋猕猴在接受了三氧化二砷联

合ART治疗后可有效抑制病毒载

量。艾滋猕猴在停药后病毒反弹的

时间显著延缓，甚至部分猕猴停药

后长期未出现病毒反弹。此外，还

发现该疗法可有效降低感染猕猴体

内的病毒储存库数量，并增强了病

毒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应答。

值得一提的是，砒霜或含砷

制剂在传统中药被用于抗感染及寄

生虫疾病。在现代医学，注射用三

氧化二砷制剂已获得中国和美国

FDA批准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APL）等癌症并有着良

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该研究结果

提示在艾滋病毒感染者现有ART

化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三氧化二砷

制剂有可能获得长期控制病毒的效

果，研究团队将于近期开展临床治

疗新方案的探索及招募艾滋感染志

愿者。

该研究有可能提升现有抗艾

滋病治疗的效果，对减少抗病毒药

物的使用及长期服药的毒副作用以

及降低经济负担等具有重要意义。

广 州 生 物 院 特 聘 研 究 员 陈

凌、研究员孙彩军（现为中山大

学深圳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以及

King's College London的教授

Thomas Lehner为该论文的共同

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广州市健康医疗协同创

新专项的资助。

（来源：中国科学院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由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王福祥课题组与哈尔滨医

科大学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吉林

医药学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4单

位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近日在线

发表在国际《艾滋病》杂志上。

该研究首次发现了决定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1）的致病AE重

组毒株（CRF01_AE亚型）“与

众不同”的致病机制与传播机理的

奥秘所在——该亚型多个基因位点

与其他流行亚型有显著差异。专

家认为，这些成果加深了人们对

CRF01_AE亚型的认识，为艾滋

病的科研及防控打开了一扇新大

门。

据了解，CRF01_AE毒株于

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我国，当时

并非主流病毒株。然而，在潜入　

“国门”后，这一亚型致病毒株竟

然猛踩“油门”快速传播。根据

国家艾滋病流行病学监测数据显

示，CRF01_AE亚型的患病率已

从1996年~1998年占艾滋病病毒

感染的9.6%，快速上升到2007年

~2015年的42.5%。而近期研究结

果表明，东北地区CRF01_AE毒

株比例已高达70%。因此，实时

监测东北地区CRF01_AE流行情

况、探讨CRF01_AE病毒传播和

致病的奥秘刻不容缓。

在 国 家 传 染 病 重 大 专 项 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哈尔滨市

科技局基金等项目支持下，王福祥

及团队成员就上述课题开展了长期

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与其他型别

的HIV-1病毒相比，我国CRF01_

AE亚型病毒感染者CD4细胞数明

显更低，即感染CRF01_AE亚型

病毒的艾滋病患者病情更重，病毒

感染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辅助分子以

CXCR4或CCR5/CXCR4为主。

通过CRF01_AE病毒感染人体细

胞关键蛋白分子包膜蛋白的序列分

析表明，蛋白包膜V3和V4区多个

氨基酸位点替换、V3区糖基化位

点缺失，以及V4区碱性氨基酸与

CRF01_AE病毒的致病性强弱有

关。CRF01_AE病毒的V4区长度

明显短于其他型别的HIV-1病毒，

糖基化位点数量也显著少于其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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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健康工作者服务能力培训班在贵阳举办

研究发现：常见的抗生素可减少HIV患者的不良健康事件

别的HIV-1病毒，V3区特殊的氨

基酸替代、单一氨基酸替代或联合

替代，与CRF01_AE病毒选择辅

助分子CXCR4或CCR5/CXCR4

感染人体细胞相关联。专家认为，

这些特征可能是CRF01_AE在我

国东北地区建立感染快速播散和高

致病性的潜在机制。

（来源：《健康报》　

　作者:衣晓峰）

一个来自英国、加拿大、乌

干达和津巴布韦的国际研究团队

发现，常见的抗生素复方新诺明

(cotrimoxazole)可以减少感染

艾滋病毒儿童的不良健康事件。

在这篇4月3日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论文

中，该团队描述了在年轻的艾滋病

患者中测试抗生素有效性的过程以

及他们发现的情况。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

们在治疗艾滋病毒感染者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以至于它不再被认

为是致命的，至少对生活在发达国

家的人来说是这样。但在非洲的许

多地方，情况却变得更加严峻。许

多感染者无法负担治疗感染所需的

药物“鸡尾酒”，并且还存在高传

染率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非洲的

医务人员一直在寻找其他方法来帮

助艾滋病毒感染者，特别是儿童。

其中一种治疗方法是廉价的抗生素

复方新诺明，它具有预防作用。研

究人员猜测，该药物也可能减少与

艾滋病毒感染有关的不良健康事

件，如肺炎。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

试图确定该抗生素是否真的能帮助

艾滋病患者。研究人员向居住在乌

干达和津巴布韦的293名感染艾滋

病毒的儿童提供了复方新诺明96

周。然后，他们收集了所有儿童的

血浆样本，并停止对其中一半儿童

使用该药物。48周后，研究人员

再次收集了所有儿童的血浆样本，

并对他们的发现进行了比较。

研究人员报告说，继续接受

复方新诺明治疗的儿童与不服用该

药的儿童相比，全身炎症程度较

低。他们还发现链球菌的活性水平

下降。更具体地说，他们发现停止

服用抗生素的儿童患有不良健康事

件的可能性比继续使用该药的儿童

高出18％。

在进一步研究抗生素对人体

的影响时，研究人员发现，抗生素

对16名成年患者的免疫细胞有直

接影响——可以抑制炎症分子的产

生。

他们的结论是，尽管对这种

抗生素存在普遍的耐药性，但让艾

滋病毒携带者服用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他们的不良健康事件。

（来源：科技部网站）

交流合作

2019 年 5 月 13-16 日，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在贵州

省贵阳市举办了中美艾滋病防治合

作项目（GAP）健康工作者服务

能力培训班。来自广西、湖南、云

南、贵州及新疆等 GAP 项目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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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交流会在长沙举办

非洲国家HIV流行率地图出炉 将采用精准干预手段控制感染

治 区）

疾 控

中 心

及 社

会 组

织 工

作人员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旨在提高从事艾滋

病检测、干预及治疗关怀的公共卫

生人员针对重点人群的工作能力。

培训班介绍了吸毒者、男性

同性性行为等重点人群心理及行为

特点，HIV 预防与应对服务现状，

以及如何提供无歧视和专业化的服

务、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跨性别

者 HIV 感染风险及重点人群 HIV

感染风险评估、男性同行性行为人

群 HIV 暴露前后预防国内外进展

及试点情况、HIV 感染者健康关怀

服务最佳实践以及疾控中心与社区

小组积极参与艾滋病个案管理的流

程、内容、规范及技巧等。

参训人员在培训中积极参与

小组讨论及互动、角色演练，认为

培训内容对实际工作有很好的启发

和借鉴作用，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艾防中心信息交流与

合作室  熊燃）

2019 年 5 月 9 日，中国疾控

中心艾防中心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

了 2019 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

治工作交流会。中国艾滋病防治协

会、中国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

基金会以及来自北京、河北、河南、

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

福建、四川、重庆、广东、云南等

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的社会组织

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介绍了全球和我国艾滋

病流行状况、特点及防治工作重点

和策略。中国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

防治基金办公室王芃主任介绍了基

金项目的进展。艾防中心干预室的

李力介绍了新型毒品 / 新精神活性

物质滥用危害及其预防策略。来自

成都同乐、北京爱易检项目、湖南

中大阳光、武汉为先社工、北京佑

安医院爱心家园恬园工作室、云南

省云南蓝天艾滋防治中心等社会组

织的代表分别分享了通过新媒体和

网络开展艾滋病检测和自检、与医

院深化合作推动性病转介治疗、志

愿者参与 HIV/AIDS“一站式”绿

色通道诊疗服务推动早发现早治疗

并提升感染者自我管理能力等工作

经验。

与会代表就如何促进社会组

织参与艾滋病防控工作、提高社会

组织能力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如社会组织注册、志

愿者参加国家社工资格考试等。本

次会议的举办增进了社会组织对我

国艾滋病防控政策的了解，为社会

组织提供了相互学习和借鉴工作经

验的机会。

（艾防中心信息交流与

合作室  吴纪民）

英国《自然》杂志 5 月 15 日

在线发表一篇论文，美国科学家团

队 报 告 了 2000 年 至 2017 年 47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HIV）的流行率地图，全

面展现了该区域的 HIV 感染情况，

揭示了 HIV 流行率在不同国家、

局部地区和不同时期内的巨大差

异。

HIV 即艾滋病（AIDS）病毒，

其不仅使人体的免疫系统难以抵御

其侵害，还给特效治疗药物和预防

用疫苗的研制带来困难。目前，

尽管治疗方法有了进步，但 HIV/

AIDS 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

疾病负担来源，而且是该区域最常

见的死因。拥有更加详细的关于

HIV 流行率差异的信息，将有助于

国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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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性病艾滋病实验室能力验证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2019年性病网络专家培训班在大理举办

各地动态

预防和治疗 HIV 感染。

此次，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

员西蒙·海伊及其同事，全面分析

了 2000 年 至 2017 年 47 个 撒 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HIV 流行率。

所用数据都来自调查和保健诊所，

这些数据提供了 HIV 在 15 岁 ~49

岁成人群体中的流行率估算值。

研究团队比较了每个国家各

行政区域之间的流行率以及 5×5

公里网格区域之间的流行率情况。

国家之间和各国国内不同区域都存

在明显的差异——HIV 整体流行率

较低的国家，其国内也有局部区域

呈现出较高的 HIV 流行率。在其

中 15 个国家，国家层面的 HIV 流

行率在 2000 年至 2017 年之间上

升了，不过在局部区域这种趋势存

在差异。

研究人员表示，以上发现或有

助于采用精准干预手段，控制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HIV 感染。

（来源：《科技日报》）

根据《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

管理办法》（卫疾控发 [2006] 第

218 号《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

（2015 年修订版）和《河北省艾

滋病抗体检测实验室管理办法》，

为保证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的准确

性、可靠性以及实验室室间结果的

可比性，河北省疾控中心每年定期

对全省艾滋病检测实验室开展质量

控制、技术指导、评价和培训工作，

2018 年全省共 12 家实验室参加了

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参比室组织的

考核，参加考核实验室均为优秀。

自 2005 年中国疾控中心组织全国

艾滋病确证中心实验室质量考评以

来，河北省艾滋病确证中心实验室

连续 14 年顺利通过中国疾控中心

组织血清学能力验证并被评为成绩

优 秀。2018 年， 全 省 10 家 单 位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性病参比室组

织的室间质评。

性病中心自 2014 年经过专家

组验收作为省级性病中心实验室以

来，每年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国家

性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考核。2018

年河北省性病中心实验室在性病实

验室质量管理工作中综合考评成绩

优秀，并获得中国疾控中心性病控

制中心的嘉奖。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所  张亚丽）

为加强云南省性病防治管理

工作，提高州市级性病网络专家能

力，以更好地指导县区级网络专家

开展工作，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性病艾滋病防制所于 5 月 12-15

日在大理市举办了“2019 年性病

网络州市级专家培训班”，来自

16 个州（市）及五华区、古城区、

隆阳区和宾川县 4 个国家级性病监

测点的人员共 38 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主要围绕《云南省性病

防治工作方案（2018-2020 年）》、

《云南省性病防治质量控制工作方

案》和《云南省规范化性病示范门

诊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针对

2019 年性病防治工作重点、性病

病例人工查重方法、疫情数据质量

核查及现场督导、全国性病防治管

理信息系统数据上报以及性病实验

室检测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

讲授。各州（市）以及 4 个国家

级性病监测点的网络专家还在会上

对本辖区 2018 年性病防治工作进

展、存在问题和 2019 年工作展望

进行了总结和介绍。同时，对此次

新参加培训的专家采取了当堂模拟

授课、当堂互相点评的方式，使其

有效地掌握了本次培训的内容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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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2019年辽宁省

艾滋病病例报告及哨点监测工作培训班

强化措施落实责任，扎实做好艾滋病防控工作

——2019年宁夏艾滋病监测检测重点工作培训班顺利召开

点。

通过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不但

有效提升了州市级性病网络专家的

能力，为其今后指导县区级开展性

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

是为建立全省性病防治工作网络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胡轶 / 撰稿  张琬悦 / 审核）

为进一步规范艾滋病网络直

报、哨点监测和疫情估计等工作，

提高全省艾滋病防制工作质量，4

月 17-18 日，辽宁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在丹东举办 2019 年辽宁省

艾滋病病例报告及哨点监测工作培

训班。各市艾滋病防制科（所）长

以及负责艾滋病病例报告、哨点监

测、自愿咨询检测、抗病毒治疗及

药品管理的业务骨干共 80 余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

会上，省疾控中心姚文清副

主任首先介绍了全省艾滋病疫情状

况，分析了辽宁省艾滋病流行形

势，要求各市应依据国家疾控中心

及省卫生健康委的最新要求，落实

2019 年艾滋病各项工作；同时强

调，在工作中不仅要保证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为全省疫情估计及政策

制定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而且要

提高信息安全的风险意识，避免疫

情数据、艾滋病患者信息的泄露。

省疾控中心艾滋病与性传播

疾病预防控制所王莉所长介绍了

2018年全省艾滋病工作完成情况，

分析了各市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

不足，并结合“十三五”规划、综

治委考核指标和中心战线计划等要

求，布置了2019年重点工作。随后，

省疾控中心艾防所的工作人员分别

就病例报告、哨点监测、抗病毒治

疗、药品管理以及自愿咨询检查等

内容进行了介绍。

此次培训，总结了 2018 年全

省艾滋病防制工作的完成情况，布

置了 2019 年各项工作任务，提升

了各市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的能

力，为 2019 年全省艾滋病防制工

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艾所 孙笠翔 / 撰稿  赵砚 / 推荐 )

为全面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

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工作

任务，总结 2018 年全区艾滋病、

性病、丙肝防治工作进展，安排部

署 2019 年重点工作，认真解决艾

滋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升

全区艾滋病疫情网络直报、哨点监

测等重点工作质量，宁夏回族自治

区疾控中心于 2019 年 5 月 15-18

日在自治区疾控中心八楼会议室举

办了 2019 年宁夏艾滋病监测检测

重点工作培训班。来自全区各市、

县（市、区）疾控中心、定点医疗

机构负责性病、艾滋病、丙肝、麻

风病防治及艾滋病、性病实验室的

相关领导、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

14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自治区疾控中心刘吉祥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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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培训班在济南举办

任出席了培训班开幕式，并在开幕

式上认真分析了宁夏艾滋病防控形

势，对 2019 年重点防治工作安排

部署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落实责

任，确保实现“十三五”防治目标。

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责任

落实到单位，分解到个人，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工作质量，努

力实现防治工作目标；二是进一步

扩大检测覆盖面，力求最大限度地

发现感染者，为之提供高质量的干

预服务和治疗措施。三是全面推进

医防合作治疗模式，规范治疗随访

管理，提高抗病毒治疗比例；四是

加强高危人群干预，积极探索破解

经性传播艾滋病难题，提高干预措

施的针对性、有效性。五是认真完

成丙肝哨点监测工作，开展丙肝病

例报告数据质量核查工作。同时强

调了艾滋病监测检测和完成疫情相

关指标的紧密关系和重要性，疫情

的监测检测为制定和评价艾滋病防

治工作目标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支

持，监测检测要“准”，责任措施

要“实”、防控工作要“严”，要

求各地对艾滋病监测检测工作继续

给予高度重视，各岗位骨干认真参

加培训，努力消化和吸收培训知识，

回去后培训未能来参加会议的艾滋

病防治一线的其他同志，不断提高

专业技术水平，积极探索创新工作

的新思路、新方法。

随后自治区疾控中心性病艾

滋病科、病毒科和细菌科业务骨干

分别就 2018 年艾滋病、性病、丙

肝工作总结及 2019 年重点工作要

求、全区艾滋病网络实验室系统培

训以及耐药检测方案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讲解。同时，对抗病毒治疗信

息系统、麻风病主动搜索、戒毒药

物维持治疗等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整

改措施做成案例逐一培训并讨论，

参会人员积极思考、踊跃讨论，达

到了培训的目的，取得了良好效果。

通过培训，使各县区疾控中

心相关人员进一步明确了监测任务

和存在的问题，为切实做好 2019

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蒋岸）

2019 年 5 月 8-9 日，山东省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

培训班在济南举办。全省 16 市疾

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所）社会组

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负责人和联

络员，2019 年度国家社会组织参

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实施机构负

责人，共计 115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结合了目前艾滋病防治工作

实际情况，本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了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

目管理手册（2019-2020 年版）

解读、2019 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基金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关注

意事项、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

项目财务管理规范与要求、社会组

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管理系

统 2.0 版本操作手册。另外，为了

增加各项目实施机构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济南“在一起”和青岛青同

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分别作了经验介

绍。

最后，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

项目办公室主任傅继华同志作培训

总结。他指出，这次培训班主要的

目的是做好 2019 年度基金项目工

作，各机构和组织要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各级疾控机构做好组织管理

与审核工作，各培育基地及其联合

的社会组织要认真有序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计划和任务，确保全省社会

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继续向前

推进。

此次培训为 2019 年度基金项

目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训班

取得圆满成功。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社艾办  张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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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成功举办社区艾滋病随访培训交流会

北京市海淀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组织治疗者开展骑行活动

“预防艾滋，青春同行”——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卫生院

组织艾滋病知识进校园活动

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性艾

科于 5 月 23 日下午在疾控中心第

二教室举办了社区艾滋病随访培训

交流会，本次会议主要针对日常工

作中问题较为突出的社区以及新接

手随访工作的人员开展培训，同时

就随访工作进行经验交流，共有

17 家社区 21 名随访人员参会。会

上，性艾科科长王欣心对社区随访

工作给与了肯定，并指出了其中的

一些不足，希望通过此次培训会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主管大夫刘超

对随访工作要求以及一些知识进行

了培训，对部分重点问题作了详细

说 明， 会 后

多 名 随 访 人

员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问 题，

并 加 以 讨 论

和解答。南苑乡果园鑫福里社区将

在本次培训后，承担原南苑乡社区

职能，开始开展艾滋病随访工作。

本次培训过后，丰台区疾控中

心将继续密切关注各社区随访工作

开展情况，争取让基层医疗机构在

艾滋病防控工作中发挥更大力量，

为丰台区艾滋病防控工作添砖加

瓦。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科防治科  刘超）

5 月 24 日，北京市海淀区美

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部组织部分

在治人员开展骑行活动。

此 次 骑 行

的路线是从美沙

酮药物维持治疗

门诊部到奥体中

心。迎着明媚的

阳光，大家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

路畅谈，不知不觉已经到达了目的

地。在奥林匹克公园内大家边走边

欣赏着公园的美丽景色，不断感慨

祖国的强大和环境的美化，他们表

示要从自身做起，树立环保意识，

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废弃物，少开

车多走路，为祖国的青山绿水，蓝

天白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此次骑行活动，在治人员

不但锻炼了身体，还强化了环保意

识，增强了对治疗的信心，为今后

积极治疗奠定了良好基础。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  王雪梅）

5 月 14 日，北京市顺义区南

彩镇卫生院特组织南彩中学的学生

们开展一次艾滋病知识大课堂活

动，现场发放折页 50 份，现场参

与学生 150 人。

课堂上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

参与互动。通过这次活动让学生们

更加正确的认识艾滋病，了解艾滋

病传播途径，加强对自我保护，远

离 毒 品，

正 确 树 立

孩 子 们 科

学 的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此深入校园艾滋病知识宣传活

动，真正做到了“预防艾滋，青春

同行”，从源头开始，降低艾滋病

的感染率。

（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闫丽）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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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疾控中心在第十二中学举办

预防艾滋病校园心理剧展演活动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进工厂”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

山东省烟台市疾控中心到芝罘区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检查

近期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疾控中心在第十二中学举行了校园

心理剧精品展演暨青春期性教育、

防艾教育活动。参加此次活动有石

家庄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

所、长安区疾控中心、长安区教育

局和在校师生 400 余人。

长安区第十二中学是艺术类

中学，校园心理剧在该校已经开展

14 年了，近几年，长安区疾控中

心与教育局合作，尝试把校园心理

剧与艾滋病防控教学相结合，课堂

教学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老师引领

与学生参与相结合，切实使中学生

认识到艾滋病的危害，提高了防范

意识。

此

次 活 动

以 青 春

期 性 教

育 和 防

艾教育作为主题，以校园心理剧为

载体，以同龄人的故事为素材，由

学生自编自导自演防艾心理剧。通

过校园剧的展演，向同学们展现了

青春期少男少女内心的成长与困

惑、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历程、青

少年参与防控的故事。演出内容积

极健康，打动人心，有很好的教育

性和警示意义，促进了同学们对艾

滋病的科学认知，调动起同学们参

与防艾的主动性，探索出中学生喜

闻乐见的艾滋病防控宣传形式。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5 月 20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

深泽县疾控中心联合乡镇医生来到

“佳贝爱”婴儿用品厂开展了以“主

动检测 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悬挂条幅、发放

宣传折页、安全套和工作人员面对

面讲解以及现场抽血咨询等宣传，

让在厂工人了解更多的艾滋病防治

知识，知晓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症状表现和如何预防艾滋病，增强

了工人们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性和

主动检测 HIV 抗体的重要性。

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折页 50 余

份、安全套 200 个，现场采血 14 份，

发放防艾宣传品 18 个、解答问题

12 条，覆盖工人 23 人，收到预期

效果。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杜巧利）

4 月 30 日上午，烟台市疾控

中心艾防科督导组一行 3 人到芝罘

区疾控艾防科督导检查。

督导组认真听取了芝罘区第

一季度艾滋病工作汇报，并现场查

阅了工作资料和档案。主要查看了

芝罘区艾滋病及丙肝病例报告、哨

点监测、感染者 / 病人管理、检测

咨询、抗病毒治疗及高危行为干预

等工作开展、数据质量及资料收集

等情况。重点对芝罘区当前哨点监

测和监管场所干预遇到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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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细致沟通交流，给出了指导

性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要尽快协调

各方力量解决实际问题，继续做好

常规工作。督导组同时还查看了中

央转移支付项目、社会组织参与艾

滋病防治项目的计划完成情况、指

标完成情

况、经费

使用情况

及相关痕

迹资料留

存和管理等内容。对部分宣传经费

使用计划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合理化

建议，并进一步强调要加强项目计

划的相关痕迹资料留存管理工作。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李德国）

5 月 28 日上午，四川省成都

市成华区妇联联合桃蹊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桃蹊路街道明信广场开

展防艾助残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悬挂了“主动检测 

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的横幅，社

区妇联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向现场的

群众讲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包括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方法及积

极关注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桃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

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义诊，同时针

对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着重讲解了

营养膳食和夏季防中暑等相关知

识，针对残疾人不同的残疾部位和

类型，就护理、照料等相关内容进

行了专门讲解，提倡大家关爱帮助

残疾人及艾滋病患者，在场群众表

示很有收获。

据统计，

此 次 活 动 共

发 放 禁 毒、

预防艾滋病、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反家暴专刊、防邪教等宣传资料

200 余份。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妇联  

何冬梅）

4 月 30 日，四川省泸州市疾

控中心组织召开了 4 月市级疾控、

医疗、妇幼“三线”工作例会。市

人民医院、市妇计中心、市艾滋病

治疗质量控制中心分管领导及艾滋

病防治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各 1 人参

加了此次例会，市疾控中心综合防

治管理办公室分管领导及全体人员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市疾控中心主

任李道西主持。

会上，医疗、妇幼、疾控分别

通报了本月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

下 一 步 工

作 建 议。

会 议 就 相

关 事 项 进

行了讨论，

并达成了共识。

最后，市疾控中心主任李道西

指出：一是“三线”要加强信息交

换；二是“三线”要将情况掌握到

乡镇；三是综合防治管理办公室在

每月例会前收集“三线”上会研究

议题，提高效率。

（四川省泸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为了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有效遏制艾滋病疫情的传播

和蔓延，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

测工作方案》的要求，福建省三明

市梅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

员于 4 月 23-29 日深入辖区娱乐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妇联开展防艾宣传活动

四川省泸州市疾控中心组织召开4月市级艾防“三线”工作例会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疾控中心圆满完成国家级

艾滋病哨点监测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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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宝塔区青年学

生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提高青年

学生艾滋病防治意识，普及艾滋病

防治知识，降低青年学生感染艾滋

病毒的风险，推动重点传染病联防

联控。按照国家卫健委《关于进一

步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和

陕西省卫健委《陕西省艾滋病防治

条例》《陕西省学校艾滋病防治知

识宣传教育全覆盖工作方案（2015

版）》的要求，并结合宝塔区艾滋

病流行趋势，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决定在全区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普通高等院校开展艾滋病

防治知识宣讲教育工作。

本次宣讲活动从 4 月下旬开

始持续到 5 月上旬，共深入全区 7

所院校（延安大学、延安职业技术

学院、延安中学、宝塔区高级中学、

实验中学、宝塔区第二中学、姚店

中学），以校园里学生们所关注的

热点和存在的困惑为切入点，围绕

艾滋病的基本知识；艾滋病在青年

学生中的流行趋势及其对个人、家

庭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感染艾

滋病常见的高危行为，尤其是青年

学生感染的常见高危行为；预防艾

滋病的方法与措施；艾滋病的检测

及自愿咨询检测等内容宣讲。通过

宝塔区疾控中心王春霞同志讲解，

学生由最初表现羞涩到逐渐打开心

扉，敢于提出问题，他们表示学到

了许多艾滋病防治的知识。

活动期间，开展了问卷调查，

进一步了解广大学生的防病意识与

艾滋病知晓率。经过后期统计，艾

滋病知晓率仅为 85.5%，距国家

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说明学校艾滋

病防治宣传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本

次宣传活动共发放了宣传资料 3 种

15000 余份，卡包、水杯等小礼

品 7000 余份，还在延安职业技术

学院、延安大学共投放了 500 个

青艾盒。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艾防科  王春霞）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疾控中心举办防艾校园行活动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对公共场所负责人开展

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知识培训

场所为女性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

梅毒、丙肝等传染病监测。此次活

动共计开展问卷调查 441 人份、

采集血样 441 人份、现场发放宣

传折页 3000 余份，安全套 3000

个，礼品 500 份，圆满完成国家

级哨点监测工作任务。通过活动使

娱乐场所

女性高危

人群进一

步了解艾

滋病、梅

毒、丙肝的防治基本知识，增强她

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为艾滋病综合

防治制定干预策略和干预措施及效

果评价提供信息和依据。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黄丽炜）

5 月 28 日， 甘 肃 省 酒 泉 市

肃州区卫健局监督执法所召开了

2019 年肃州区公共场所负责人及

医疗美容专项整治会议，邀请肃州

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长

赵银龙讲授艾滋病、性病、丙肝防

治知识，肃州区公共卫生场所负责

人 500 余人参加了培训。赵银龙

将艾滋病的危害、艾滋病的疫情现

状、艾滋病预防知识以及红丝带的

含义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强调社会

组织及志愿者参与公共场所高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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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敦煌市“警营爱心社”

在市禁毒办、疾控中心、沙州镇等

单位的支持下，举办了“吸毒人群

同伴教育员与家属座谈暨培训会”。

市禁毒办民警、市疾控中心艾滋病

防治专业人员、沙州镇政府各社区

禁毒专干、“警营爱心社”志愿者、

同伴教育员及吸毒人员家属近 50

人参与活动。

培 训 会

上，敦煌市“警

营爱心社”志

愿者从禁毒防艾工作的进展、面临

的问题及困难等方面作了详细介

绍，市公安局沙州派出所北街社区

民警和北街社区书记分别结合自身

工作就如何帮教、鼓励吸毒人员戒

除毒瘾，如何引导吸毒人员主动参

与 HIV 检测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

言，同伴教育员结合自身戒毒康复

的方式方法，从如何克服心理防线

参与艾滋病检测、如何积极参与禁

毒防艾工作等方面作了发言，市疾

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结合真

实的案例从吸毒对身心健康的危

害、艾滋病基本知识、吸毒与感染

艾滋病、美沙酮戒毒治疗的好处等

方面进行了讲解。

活动结束后，同伴教育员及吸

毒人员家属纷纷表示：不仅收获了

知识，更感受到大家没有忘记他们，

没有被社会所抛弃，增强了他们拒

绝毒品，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信

心。

（甘肃省敦煌市“警营爱心

社”  陈婧 / 供稿）

甘肃省敦煌市警营爱心社开展吸毒人群同伴

教育员与家属座谈暨培训会

为干预的必要性。希望各公共场所

负责人提高认识，积极配合，做好

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同时介绍了性

病和丙肝相关防治知识。参会的公

共卫生场所负责人积极参与互动，

现场气氛活跃，收到良好的培训效

果。

参会的各位公共场所负责人

表示听了今天的讲座，对艾滋病性

病、丙肝防治相关知识有了新的了

解和认识，增强了他们树立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的信念，减轻了对艾滋

病的恐惧，消除了对艾滋病感染

者和病人

的歧视态

度。 认 识

到防艾没

有 句 号，

只有逗号，关爱没有终点，只有起

点。他们也表示愿意参加到防艾工

作中来，积极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传

播艾滋病防治知识，让更多的人正

确认识艾滋病，远离艾滋病，为维

护公共场所卫生安全，建设幸福肃

州贡献自己的力量。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赵银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