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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里程碑疾病防治里程碑 我省全面实现消除疟疾既定目标我省全面实现消除疟疾既定目标
——筑牢健康防线，河南省消除疟疾疾控工作辉煌风雨路

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承载着亿万河南
人民传染病和慢病防控、公共卫生安全、健康
教育与促进、学校卫生等职责的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系统，创造了又一辉煌。曾经危害
全省人民身体健康的传染病——疟疾，经国
家卫生健康委河南省消除疟疾终审评估组确
认，河南省达到了消除疟疾的标准。

2019年9月18日至21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组织疟疾防控、疟疾救治、卫生检
疫、医疗和卫生管理等方面的9名人员组成
终审评估组，对我省消除疟疾工作情况进行
了终审评估。

评估组通过听取汇报、资料审核、现场核
实等形式，对河南省疾控中心、疟疾诊断参比
实验室、省级疟疾救治定点医院（省传染病医
院）及我省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所在
的永城市、输入性疟疾病例较多的濮阳县疾
控和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等单位进行了实
地评估。重点核查了消除疟疾组织保障、能
力建设、经费落实、多部门合作、健康教育、镜
检能力考试、防止疟疾再传播等工作部署和
政策保障文件资料。

2019年9月21日上午，根据资料核查、
现场走访和技能考核等综合评估结果，评估
组充分肯定了我省的消除疟疾工作，评估组
组长万筱明代表国家卫健委宣布河南省通过
消除疟疾终审评估，并将报告递交到河南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东升的手中。

这是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也注定会载
入我省疾控事业发展的史册！黄东升表示，
我省能够顺利通过消除疟疾终审评估，是健
康中原建设中的一件喜事，在我省疟疾防控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河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提
出，我省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
无本地感染疟疾状态。在我省全面实现了消
除疟疾，这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全省几代疟疾防治专业人员的半个多世纪
的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在我省疾
病防治的历史上，意义重大！

这一历史性创造，标志着疟疾这一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疾病在我省传播已阻
断，在河南省消除的又一个疾病。彰显了河南
疾控人肩负保障全省人民健康的使命担当，书
写了我省疾病防控在该领域走在全国前列的
华丽篇章，更为实现“健康中原2030”、提升居
民健康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省人民曾经遭受疟疾的严重侵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最高年发病率达16.94%，
人民深受其害，防治疟疾工作走过了一条
艰辛的泥泞之路。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付出，河南终
于斩尽疟疾，大获全胜。饮水思源，不忘其
本，抗疟的道路上，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同
德、群防群治，一代又一代疾控人的孜孜追
求，无私奉献，书写了疾控人的人间大爱。

历史应该铭记！
中国疾控中心在技术上无私地给予指

导，尤其是在我省疟疾发病高峰的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中国疾控中心长期选派专家
在高发区搞媒介观察，做流调观测，研究发
病机制，观察药物敏感性等，得到当地百姓
的广泛赞许。

为探索间日疟长短潜伏期的特征，老
一代疾控人进行人工自身感染疟原虫试
验，不打针不吃药，不惜自体感染，冒危而

行，忘我精神令人起敬；
为获得第一手蚊媒资料，他们深入畜

舍牛圈捕蚊，观察密度和种群，从羊圈到猪
窝、从黑夜到黎明，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省每
一个角落，哪里蚊子“毒”就用身体做“人
饵”，不舍昼夜，青丝变白发；

为降低蚊虫密度，他们亲自上阵，喷洒
药物，在没有完全防护的环境下，他们有人
出现过敏，有的皮肤灼伤，但依然坚持第一
线，感人至深；

为消除传染源，他们走家串户，手提暖
壶，以“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吐
了再补”的一丝不苟，确保每例病例都得到
根治，竖起除疟攻坚的第一道防线。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引领下，疾控人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走基层，做流调，下病房，查病历，抓
好工作促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

他们下基层、冒酷暑，来到泥泞的田间

地头寻找病人的艰辛背影，疫情暴发时坚
守现场的日日夜夜，布满血丝的眼睛，疲惫
的身躯……这些镜头都应该铭记在中原百
姓的心中。

省卫健委副主任黄红霞提出，无私奉
献、执着坚韧、忘我拼搏、大爱无疆，这就是
百姓心中的疾控精神！

通过一串数字，可以看到疾控人的艰
辛和不易！

2011年-2018年，全省累计血检发热
病人 6196936人次。全省建立疟原虫中
心镜检站 2402个，培训实验室镜检人员
3700人。全省县级实验室共复核阴性血
片 663072 张 ，镜 检 结 果 符 合 率 均 为
100%。全省共设立咨询台4897个，出动
宣传车 710 辆次，发送微信和手机短信
193488条，悬挂横幅 13954条，摆放宣传
展板 16233 块，接待咨询群众 344220 人
次，宣传活动受益人数达11378323人次。

省卫健委疾控处处长刁琳琪认为，今
天的成绩来之不易，我省消除疟疾，全省各
级疾控和医疗机构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今
后，我省将继续以从非洲、东南亚疟疾流行
区回国人员为重点人群，加强监测和疟疾
防治知识宣传，保持疟疾监测与反应能力，
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工作，防止输入性疟疾
引起继发传播。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代代疾控人的努力攻坚、默默奉献，

打赢消除疟疾的攻坚战。
俱往矣，疾控人还将迈向新的征程！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消除疟疾责任继
续扛在肩头。我省疾控人将在消除疟疾的
道路上继续砥砺奋进，积极参与区域性的
攻坚战，为人类彻底摆脱恶疾困扰，在人类
疟疾防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贡
献着河南疾控人的智慧和力量，为我省疾
病预防控制工作发展继续创造辉煌。

□本报记者 闫良生

疟疾又称“打摆子”“打脾汗”，是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寄生虫病。在我省曾广泛流行、严重危
害人民健康。我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分
别在1954年、1960年及1970年发生过三
次大的暴发流行，1970年发病人数1022万，
发病率高达16.94%，给全省人民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疟疾防治工
作，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1974年
在我国中部的“苏、鲁、豫、皖、鄂”建立了五
省疟疾联防联控机制，通过联防联控，使疟
疾大幅度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多年来，消除疟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
共同目标，中央及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这项
工作。

为积极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
别会议提出的“在全球根除疟疾”的倡议精
神，2010年5月，原国家卫生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13个部门共同

下 发 了《中 国 消 除 疟 疾 行 动 计 划
（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实
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殷切关怀，谆谆教诲。目标已明确，集
结号已吹响！

成绩的取得，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消
除疟疾工作中强有力的领导发挥着决定
性作用。

河南省委、省政府把消除疟疾工作摆到
重要位置，以河南消除疟疾总策略为指引，带
领全省人民向着决战决胜疟疾发起总攻。

2010年8月，根据《中国消除疟疾行动
计划(2010-2020年)》总要求，河南正式启
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成立了省消除疟疾领
导小组，组建了技术指导组，制订了工作方
案、考核评估实施细则等文件。

健全组织，建章立制，一张巨大的决战
图，迅速在中原大地铺开。

河南省委、省政府积极主导“苏鲁豫皖
鄂”五省疟疾联防联控机制，采取多部门合作

机制，加大了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投入，进
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验装备等举措为消
除疟疾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在我省消除疟疾的进程中，国家卫健
委、省卫健委的指导作用功绩显著，在国
家卫健委和省卫健委的通盘指导、全面推
进、工作督导、健全体系带领下，我省消除
疟疾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坚实
的抗疟之路。

作为消除疟疾的前沿阵地，河南省疾控
中心组织得力、全面布局，栉风沐雨，代代传
承，打出了一场永载史册的“除疟攻坚”阻击
战，挽救人民的生命健康，显示了河南疾控人
的智慧和担当。

扛责践诺，上下同心。
省指挥部统筹协调，省消除疟疾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技术指导组3大机构，全程
管理、督导全省消除疟疾工作；

省卫健委牵头，省发改委、财政、公安及
郑州海关等13个部门协同联动，合力攻坚；

省疾控中心先后制订了消除疟疾技术
方案、实施方案、监测方案、发热病人血检疟
原虫工作管理办法、试点考核评估方案、消除
疟疾监测方案等一系列技术文件，指导全省
消除工作有序、规范开展。全省各市及县
（市）区也制订了本地区消除工作的实施方案
及细则。省发改委、财政、公安、商务、教育、
广电及郑州海关等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疾控机构、医疗卫生、基层卫生组织等利用中
央财政、全球基金和地方各级财政资金，通过
宣传发动、技术培训、购置药械，全面实施各
项防治、监测措施，保证消除工作的全面、有
计划地开展。

河南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周勇讲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消除疟疾是河南疾控
人的初心与使命，保障人民健康是河南疾控
人的职责与担当，我省消除疟疾目标的顺利
实现，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更是一代
代疾控人的无私奉献，一代代疾控人精神传
承的结果。”

时间回到2010年8月22日，河南省消
除疟疾会议在郑州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确
立了“责任重大，明确目标，认清形势，坚定
信心，确保如期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的工作
总基调，把我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是否顺利
完成与我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能否如期完
成联系起来；把保证我省一亿人口及子孙后
代永不再被本土疟疾侵害，为我省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目标；把消除疟疾工作
提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全面发
起了斩除疟疾攻坚战。明确了消除疟疾工
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使命
感和紧迫感。

这场攻坚战的指挥部就是河南省卫健
委和河南省疾控中心。

河南省疾控中心设立有9个业务所、6
个职能处室和5个直属科室，在职职工430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68人。高级职称
人员106人，硕士118人，博士17人。

承担着全省寄生虫病防治和消毒与媒
介控制工作的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成立于
2005年，肩负着全省寄生虫病常规监测与
指导，重点寄生虫病和新发寄生虫病的调查
与研究、病媒生物防制和院感监测等工作。

进攻的号角已吹响！省疾控中心带领
全省的疾控人发起了总攻，这场攻坚战打得
异常艰辛！

2010年，我省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后。省疾控中心明确工作重点，紧扣时间节
点，严格落实消除疟疾措施，扎实推进工作

指标。2012年实现本地感染疟疾病例为零
的历史突破，已连续8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
例报告，提前完成《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2010-2020年）》要求的规划目标。

根据“政府领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部门协调、全民动员、科学防治”的原则。省
疾控中心建立了组织架构、健全了工作机
制、形成了联动协作模式、产生了工作合力。

创新性科学防控是制胜的法宝！
在突出重点，疟区分类，确保消除疟疾

各项技术措施的落实基础上，创新性地实施
了1-3-7管理策略：即发现疟疾病人后，均
于诊断后1天内通过传染病信息系统进行
报告，在3天内完成实验室检测复核和流行
病学个案调查，7天内完成疫点调查与处
置。工作效率和流程管理达到最优效果。

开创性实施了“两封信一承诺”活
动。《致赴非洲、东南亚等疟疾高发区人员
的一封信》提高了出国务工人员的自我防
护意识，《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临床医生
的一封信》和《村医向乡镇卫生院的承诺
书》在医务人员中广泛发放，有效提高了
他们参与消除疟疾积极性与责任感，对输
入性疟疾病例的及时发现与诊治发挥了
积极作用。

对抗疟疾，需要有“斩魔”的利剑！
首批通过国家验收的省级疟疾诊断

参比实验室，确保了每例病例确诊无误。
建立 2400个疟原虫中心镜检站，累计血
检发热病人620万人次，确保了发热病人

筛查全覆盖。
消除疟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作，

不是单一部门和群体能够完成的任务，
“集团军”联合作战尤为重要。

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为消除疟疾创
建了工作氛围。

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省卫健委、
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公安厅、
财政厅、商务厅、广电局、文旅厅及郑州海
关、省军区后勤部、武警总队后勤部等 13
个部门通力合作、全面实施相关工作计划，
各负其责，相互协调合作，安排专项经费，
联合下发文件，协调解决出现的困难、问
题，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消除疟疾行
动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提供了保障。

为把好首诊疟疾的第一道关口，确保
传染源的及时发现与规范治疗。省卫健
委每年开展一次医疗机构消除疟疾诊疗
技术培训班、举办疟疾流行病学培训班、
疟原虫镜检技术培训班等，每年联合 18
个省辖市卫健委进行消除疟疾工作督导
检查一次，有力地推动了消除疟疾工作的
持续开展。借助“苏鲁豫皖鄂”五省疟疾
联防联控机制，每年委派不同市县专业人
员到外省学习交流。与出入境部门开展
联合宣传和信息互动，掌握高疟区回归人
员的动态信息等。每年利用“4·26”全国疟
疾宣传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营造
氛围，培育大众知晓率。2010年以来，累计
受益人数达1100多万人次。

在长期的疟疾防治过程中，我省积累
了一整套科学、有效、实用的防治对策和宝
贵经验，人才储备和技术水平走在了全国疟
疾防治工作的前列。

省疾控中心主任郭万申介绍，消除疟
疾需要以科研为先导，以省疾控中心寄生虫
预防控制所为主，在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
特征、敏感检测技术探索、基因溯源技术等
方面开展了系列科学研究，在开展的各项研
究中，7项获省厅级科研立项，5项获省医学
科技攻关项目资金资助，5项获河南省医学
新技术引进奖。共发表论文 91篇，其中
SCI 16篇。在连续8年的全国竞赛中，取
得了2次集体二等奖，5次集体三等奖，1次
优秀组织奖的优秀成绩。2人入选国家消
除疟疾专家组，2人评为科技领军人才，省
疾控中心医学寄生虫病专业被授予河南省
医学重点学科。

8年来，全省累计投入疟疾防治与监测
工作专项经费达11857.9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7333.8万元，省级财政
拨款1548.9万元，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基金
2975.2万元，配备22.14万份RDT试剂，确
保各项措施的全面有力落实。

长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河南省自2012年首次实现无本地感

染疟疾病例的历史性突破后，连续8年巩固
无本地病例成果，全省159个县（市）区和
17个省辖市均通过了消除疟疾考核评估，
实现了全省消除疟疾目标。

疾控精神 大爱精诚 牢记使命济民生3

不忘初心 科学防控 打赢斩除疟疾攻坚战2

目标明确 责任重大 吹响消除疟疾集结号1

9月 19日，评审组在省卫健委、省疾控
中心领导陪同下，观看河南省消除疟疾不
同历史时期的图片展

全省疾控系统从基础到分子诊断全省疾控系统从基础到分子诊断，，
从病原学到序列测序从病原学到序列测序，，不同阶段的科研不同阶段的科研
在防控工作中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在防控工作中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南疾控人深河南疾控人深
入田间地头入田间地头，，筑牢除疟第一道防线筑牢除疟第一道防线

为快速遏制疟疾疫情、确保足量
服药，我省建立“送药到手、看服到口、
不咽不走、吐了再补”的送药模式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在濮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消除疟疾进展工作国家卫健委河南省消除疟疾终审评估组、河南省人民政府和省卫健委、省疾控中
心相关领导共同见证我省通过消除疟疾终审评估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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