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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召开 2016 年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

示范区丰台区创新模式工作总结交流会

为切实做好丰台区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

验，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示范区工作模式创新探索，丰台区防艾委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丰台区创新模式工

作总结交流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北

京佑安爱心家园、解放军三○二医院以及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领导和工作人

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丰台区疾控中心谢彧洋副主任主持。会上介绍了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

治示范区工作进展、佑安医院和三○二医院艾滋病“一站式”服务试点工作及社会组

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培育基地管理的经验。最后，各参会专家对下一步如何提

升和优化示范区创新模式工作进行了研讨。

丰台区经过多次调研，结合区域特点确定了艾滋病检测与治疗 “一站式”服务

模式探索、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探索两项示范区创新模式。经过

两年的创建，工作已初见成效：“一站式”服务将诊断到治疗的平均时间缩短到 11 天，

治疗覆盖率稳步提高；“关爱微家园”微信平台服务功能涵盖了防艾知识获取、相关

服务信息介绍、地图引导、高危行为自评、VCT 检测预约及结果查询、互动游戏、

志愿者活动展示等。2016 年底新增加了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探索作为第三项

创新模式，通过师资建设、宣教小屋建立，形成针对学生、家长、老师，覆盖艾滋病

宣传教育、性健康教育以及人格心理教育等多方面、立体式的健康教育方法。2017

年丰台区将继续以示范区为平台，优化、创新防治模式，解决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面临

的新问题和挑战。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彦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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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举办全市艾滋病相关人员心理援助

及服务对象心理干预技巧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

加强对全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病人的心理支持力度，改善辖区管理艾滋病患者的生

存质量，提高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与艾滋病患者的沟通、咨询等服务水平，济南市疾

控中心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举办了全市艾滋病相关人员心理援助及服务对象心理干预

技巧培训班，济南市各区（县）疾控中心分管主任，艾滋病防治科科长，负责流调随

访管理的专业人员，各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相关科室主任及相关医护人员、济南市疾

控中心部分科所业务人员共计 70 余人参加培训。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阮师漫首先在开幕式上强调此次培训的意义，国务院《“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中要求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大全民

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 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和抗病毒治疗医

院的医护人员每天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对心理健康不

利。工作中与感染者病人沟通也需要心理咨询

技巧。阮主任对近期启动的济南市第三轮全国

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一大模式创新工作“济

南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病人心理支持”项目

进行部署，提出三条要求：一要提高认识、贯

彻执行；二要有效沟通，提高转介成功率；三

要上下联动，工作质量列入考核指标。培训班

邀请到国内知名格式塔治疗专家，莫斯科国立

大学访问学者王铮教授和山东省心理咨询师王

蕾理事长就艾滋病相关人员情绪压力管理和有

效沟通技巧以及艾防人员员工帮助计划（EAP）

团辅进行授课。市疾控艾滋病科工作人员就《济

南市艾滋病病毒感人者 / 病人心理支持工作实

模拟咨询现场，讲解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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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进行解读，山东省心理咨询师俱乐部就心理支持工作前期准备情况进行汇报。

此次培训班既有心理问题的科学严谨解答、专业沟通技巧呈现和讲解，又有压力

放松训练、团队协作体验。整场培训专业、生动，让参会人员在领略心理学魅力的同

时放松压力，提高与服务对象的沟通技巧，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获得持续个人成长。

( 济南市疾控中心  供稿 )

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2017 年艾滋病性病综合防治

暨示范区工作培训会

为贯彻落实《中国遏制和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安排部署成都市 2017 年防

治工作具体举措，推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

作深入开展，3月 23 日，成都市组织召开了 2017

年艾滋病性病综合防治暨示范区工作培训会，各

区（市）县疾控中心分管领导、性艾科科长和业

务技术骨干共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成都市疾控中心彭中副主任主持会议并做工作安排。

培训会上，成都市疾控中心性艾科 4 位老师分别介绍了 2016 年成都市艾滋病 / 性

病 / 丙肝防治工作、成都市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工作、2014-2016 年成都市

性艾协会工作和中老年男性 HIV 监测工作方案；会上解读了《艾滋病“十三五”行动

计划》要点、并就 2017 年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要点和主要措施提出了要求。高新区、

郫都区、彭州市分别作了题为“大型企业流动人群艾滋病健康促进工作”，“精准施策、

开创学校防艾工作新局面”，“一站式服务工作”等示范区“一地一策”创新模式交流。

本次艾滋病防治工作暨培训会的召开，明确了成都市 2017 年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

向和重点，提出了防治工作的整体要求，为落实艾滋病综合防治措施、解决艾滋病防

治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完成政府目标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段振华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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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召开 2017 年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

“早检测、早治疗”模式研讨会

随着我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治

工作中，并逐渐成为一支重要力量。2014 年，我区以第三轮国家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

范区为契机，积极探索创新，提出了男男性行为人群“早检测、早治疗”干预模式，

得到了省示范区管理办公室高度认可。

为进一步促进模式探索工作的开展，1 月 19 日，我区召开了 2017 年男男性行为

人群艾滋病“早检测、早治疗”模式研讨会。涪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工作人员、

绵阳同志关爱小组社区志愿者和绵阳MSM 社区代表等二十余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涪城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从背景形势、工作目标、工作流程、效果指标、

模式架构以及模式运行一年以来的问题及挑战等方面对整个模式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介

绍；在讲解的过程中，涪城区疾控中心及同志关爱小组工作人员就模式中的具体操作

方法及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双方就模式探索的路径

和方向等方面意见达成一致。

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进一步加强了涪城区疾控中心与绵阳同志关爱小组的沟

通交流，落实了模式探索双方衔接机制，理清了工作的薄弱环节，明确了对男男这一

高危人群开展干预模式探索的路径和方向。

（绵阳市涪城区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供稿）

会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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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

召开 2017 年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联席会议

为总结 2016 年昭阳区艾滋病综合防治工

作，安排部署 2017 年工作，昭阳区人民政府

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在区卫计局组织召开了昭

阳区 2017 年防治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会议

由区卫计局局长曹玉树主持，区政府副区长刘

凤慧作工作部署。区防艾委成员单位、区委宣

传部、财政局、太平办事处等单位 70 余名领

导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副区长分析了我区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严峻形势，并对严峻形势下各部门防艾工

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会议强调，根据我区

疫情特点与防治需要，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广泛宣传，提高防病意识。宣传就

是防治艾滋病最好的“疫苗”，重点是宣传国家政策，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对重点区域、

重点人群进行宣传，从而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艾知识知晓率，营造良好的防治

氛围。二是强化监测，掌握流行趋势。提高现有艾滋病监测系统管理水平。大力提升

监测检测、干预等防治工作质量。三是综合整治，阻断传播途径。各部门积极配合加

强对公共场所，娱乐场所的管理；加强采供血活动监管；加强对医疗卫计机构的管理；

进一步完善对艾滋病人的科学管理。四是明确职责，建好示范社区。围绕艾滋病防治

的难点热点进行探索，不断完善定点医院与家庭治疗、社区治疗相结合的治疗管理模式。

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在生产、扶贫、教育、生活等方面的帮助，消除歧视，

营造宽松环境，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五是明确职责，齐抓共管，落实防艾责

任。各单位和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目标责任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各负其责，

各司其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标本兼治、分工负责、齐

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防治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

会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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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曹局长对防艾工作做补充和要求：一是各部门应高度重视。二是要做实工作。

宣传要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各部门都应各司其职。三是突出重点。要在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重点人群中开展工作。四是加强督查、指导、考核力度。

本次会议体现了区政府对防艾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民生问题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

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有利于推动我区防治艾滋病事业健康发展；

有利于为构建平安、和谐昭阳，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昭阳区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办公室 供稿）

云南省文山市召开低档暗娼干预多部门协调会

2017 年 2月 15日，文山市低档暗娼干预多部门协调会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

市防艾办、市妇联、市保健院、市卫生监督局、社区派出所及卧龙、兴隆、红旗三个

社区的分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共 2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重点讨论了出租屋低档暗娼干预办法、阳性暗娼劝离、性病转介诊疗等重点

核心问题。大家都非常重视此项工作的开展，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公安部门

参会民警表示：一旦发现外籍暗娼在本地区活动，可直接报告公安外事管理部门，公

安机关将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遣返其回国；妇联参会领导表态能在树立妇女自立自强

观念、从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市保健院领导表示在性病诊疗方面

一定无条件给予支持。

通过本次会议：一是增强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有力推进了我市“政府主导、

会议培训



示范区通讯 示范区通讯

7

示范区通讯 示范区通讯

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格局；二是各部门及社区基本确定在

暗娼干预工作中所要开展的工作内容；三是加强部门合作，实现防治工作信息及时沟

通和交流；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提高公众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和防护技能；五是

总结目前对暗娼人群干预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不断提高宣传干预工作水平；改善安全

套营销渠道和加大安全套免费供给数量等防治措施达成了共识。

（文山市防治艾滋病管理办公室  查艳芬 供稿）

吉林省公主岭市开展防艾知识进社区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为做好公主岭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

作，加强对广大社区居民的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宣传教育，提高普通社区居民的艾滋病知识知

晓率，2017 年 2 月 24 日上午，公主岭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在市岭西街道新园社区举办了 “2017

公主岭市妇女‘面对面’防艾宣讲之走进社区培

训班”，这是 2017 年妇女防艾“面对面”系列了

宣讲活动之一，开启了妇女防艾宣讲活动的序幕。

市妇联及岭西街道相关领导、社区骨干及普通群

众 8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市妇联及岭西街道领导对这次培训极为重

视，妇联和妇儿工委相关领导都参与了本次活动，

积极组织相关工作人员配合此次宣传培训工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

科工作人员向与会群众授课，仔细讲解预防艾滋病有关知识、预防梅毒知识等内容，

并对参训人员进行了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调查。疾控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小折页100张、

印有防艾宣传内容环保手拎袋 100 个。

本次活动以宣传预防艾滋病和梅毒知识，通过现场的培训来提高广大社区居民对

艾滋病和梅毒的认识与关注，积极动员身边的人参与到艾滋病预防、控制活动中去，

活动进展



示范区通讯 示范区通讯

8

示范区通讯 示范区通讯

从而达到传播防艾知识、消除艾滋病歧视，关爱艾滋病病人，从源头上阻断艾滋病传

播的目的。 （公主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连印 供稿）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疾控中心

开展“3.24”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3 月 24 日是第 22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宣传

日，为进一步做好疾病宣传，扩大宣传效果，

德城区疾控中心以“3.24”为契机开展艾滋病

防治系列宣传活动。

3 月 22 日，德城区疾控中心艾防人员到

德州监狱，为狱警及羁押人员举办了艾滋病防

治知识健康教育讲座，现场 100余人聆听讲座，

并通过内部闭路电视系统进行全程直播，全监

区羁押人员观看。

3 月 23 日，德城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联

合新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康正骨科医院工

作人员走进北园社区开展“控制结核 远离艾

滋病 珍爱健康”义诊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展示宣传牌、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材料、接受现场咨询义诊等方式，向社

区居民宣传疾病预防知识、艾滋病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挑战，以

及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现场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彩页折页共计 1000 余张，发放小

礼品 200 余份，共有 20 余人进行相关咨询。现场人员在接受健康服务的同时，表示愿

意将更多疾病防治知识带回家，健康自己、回馈家人。

此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德城区羁押人群及社区居民的艾滋

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水平。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疾病预防中心  赵琳 供稿）                                                  

活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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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曲阜市疾控中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学雷锋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活动

阳春三月，人勤春早。3 月 4 日，曲

阜市疾控中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一大

早来到银座广场这里，设立了咨询台，安

放了宣传展板，利用展板及发放宣传单、

宣传画等形式向行人宣传艾滋病、结核病

等疾病防治知识及国家相关免费检查治疗

等政策，并详细解答群众提出的咨询问题。

青年志愿者们还开展“学雷锋”活动，免

费为群众义诊、测量血压等。此项活动共展出艾滋病、结核病防治知识展板 3 块，发

放宣传画、小册子、折页、宣传单等 600 余份，群众咨询 100 多人，免费测量血压、

义诊 100 多人。通过此次宣传，提高了广大市民对艾滋病、结核病等疾病防治知识的

知晓水平，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良好氛围。

（曲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颜丙光 供稿） 

宣传走进校园  携手共抗艾滋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在校大中专学生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项目启动

3 月 16 日，东坡区“在校大中专学生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项目启动会在四川城

市职业学院隆重举行。东坡区性艾协会会长李燎原、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玲、区卫计

局疾控股负责人邹李雪以及高校相关负责人和学生志愿者 125 人参加了启动会。

李燎原介绍了高校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情况，重点讲解了艾滋病防控基本知识，

希望艾滋病防治学生志愿者们能做到以身作则，引导身边人正确认识艾滋病，积极参

活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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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中来，使大学

生群体提高艾滋病防范能力。

为使青年学生群体更加深入地了解艾滋

病，活动现场播放了学校防艾专题片。两所

院校负责人就学校艾滋病宣传项目的启动作

了动员讲话，要求学生志愿者们在读懂艾滋

病的同时，去影响其他同学，共同捍卫我们

的健康。学生志愿者代表发表了防艾感言：

“如果艾滋病夺去了我们的生命，就再也无

法目睹翩翩起舞的轨迹和水洗过似的天空。

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远离艾滋病，让生

命之花尽情绽放。”

会后，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玲和艾滋病

防治科科长黄勇对学生志愿者艾滋病基本知

识和项目主要活动解读等两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深入的培训。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疾控中心  黄勇 供稿） 

四川省泸州市疾控中心深入村社了解农村地区

“村村响”宣传现状

为提高泸州市农村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促进农村居民行为改变，泸州市

疾控中心拟于 2017 年在全市农村地区开展持续性防艾宣传教育。2017 年 3 月 20 日，

在泸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陈航带队下，市、区疾控中心相关人员赴江阳区方山镇了解

农村地区“村村响”宣传现状。    

“村村响”是一种农村大众宣传载体，可将录制好的音频资料进行滚动定时播出，

活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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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覆盖到“村村响”开通村社的农村人群。市、区

疾控中心相关人员一行深入村社，将录音小样进行

了试播，了解了宣传效果及覆盖范围，并对村社干

部等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探讨农村居民易于接受

的宣传形式和利用“村村响”在农村开展艾滋病防

治知识宣传的可行性。

通过此次对“村村响”宣传情况的了解，基

本掌握了“村村响”的宣传形式、覆盖范围、负责部门等相关情况，为利用“村村响”

在农村地区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试点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稿）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在流动人群中

开展防艾宣传及咨询、检测工作

隆阳区为了解流动人群艾滋病知识、相关危险行为现状。借助国家示范区项目，

支持“乡村医生协会”在流入隆阳区 1 月以上的流动人员及隆阳区单身男性外出 3 个

月以上务工回归人员中开展艾滋病咨询、检测工作。2017 年 1-3 月，乡村医生协会组

织 20 名工作人员，对保山市东城区工贸园区宝佳靴业皮革厂、木工厂、洗车厂、美晟

塑业、诺宇人力资源、工地、博翔科技、玻璃厂等场所在隆阳区居住 1 月以上的 842

名流动人口进行了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和动员

检测，其中有 140 名为缅甸籍流动人口。通过此

次防艾宣传、咨询及检测工作，可了解我区部分

流动人群艾滋病知识、相关危险行为现状。强化

流动人口对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提

高自我保健、自我防护意识，降低流动人口对艾

滋病的易感性。

( 隆阳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供稿 )

活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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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市疾控中心开展妇女

“面对面”防艾知识宣传服务活动

为切实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维护家庭的健

康和谐发展，提高妇女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近日 , 敦煌市疾控中心、市妇联在市政

广场组织开展了“妇女‘面对面’防艾知识宣传服务活动”，市公安局、总工会、团市委、

保健站等多部门成员单位以及“巾帼红丝带爱心社”志愿者共计40余人参加了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以设置艾滋病咨询台、悬挂横幅、进行健康体检、

开展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现场有奖问答、免费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促进品等形势进

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巾帼红丝带爱心社”志愿者身披绶带，为过往行人发放艾滋

病防治宣传材料。现场气氛活跃，大量的市民接受了艾滋病预防知识宣教。本次活动，

共进行 HIV- 抗体检测 40 余人、艾滋病相关知识咨询 200 余人、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

材料 1000 余份、发放宣传促进品 200 余份，增强了大家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解，提

高了全民防艾意识，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甘肃省敦煌市疾控中心  梁锬 雷丽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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