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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健
康委的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围绕

“强化基础、突出重点、着眼全局”
的工作思路，在常态化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了艾
滋病疫情报告、优化了哨点监测布
局、扩大了精准溯源调查试点地
区，规范了 VCT（艾滋病自愿咨询
检测）门诊建设、扩大检测扩大治
疗，推进 HIV 暴露前后预防工作，
指导全省建立艾滋病性病综合防
治门诊，强化示范区管理、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及戒
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指导全省开
展 HIV 抗体、CD4+T 淋巴细胞、病
毒载量检测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统
筹推进艾滋病、性病和丙肝等疾病
防治工作顺利开展。

持续将全省艾滋病疫情控制
在低流行水平。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 积 极 落 实《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遏制艾滋病传
播实施方案（2019—2022 年）》《关
于切实加强新时代学校预防艾滋
病教育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政府、部门、社会和
个人“四方责任”，多维度实施艾滋
病防治宣传教育“五进”（“进社区、
进企业、进医院、进校园、进家庭”）
活动，提高防艾宣传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倡导人人知艾防艾，做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经血液传播
得到遏制，经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
制，经性传播正在积极控制。

全省艾滋病监测体系更加完
善。全省建立了以病例报告、哨点
监测、行为监测、重点人群专题调
查、相关资料收集利用为主要内容
的艾滋病综合监测体系。2022年，
全省国家级和省级艾滋病监测哨
点扩大到144个，覆盖了全省17个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 4 个省直管

县（市）的 9 类人群，为疫情估计、
效果评价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
依据；不断完善监测信息管理系
统，整合防治信息，强化网络安全，
实现分级管理，建成了满足全省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和随访单位需要
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管理系统。

全省艾滋病检测能力进一步
提升。全省建立了完善的省、市、
县、乡四级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
络。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全省共
有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38 家、筛查
实验室 896 家、艾滋病检测点 2986
家，CD4+T淋巴细胞检测实验室93
家和 HIV-1 病毒载量检测实验室
21 家。河南省规范艾滋病自愿咨
询检测门诊建设，实现门诊地理位
置信息可视化，快速咨询检测、就
近治疗，为高质量开展艾滋病检测
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省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不
断强化。全省围绕遏制艾滋病性
传播防控目标，采取了综合性预
防干预措施。干预措施从单纯发
放安全套和宣传资料向利用“互
联网+”开展宣传干预、扩大检测、
开展艾滋病暴露后预防、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等方
面 扩 展 ，有 效 降 低 了 高 危 人 群
HIV 阳性检出率。自 2015 年起，
全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合理利用国家专项
项目资金开展艾滋病高危人群干
预、HIV/AIDS 随访管理和关怀救
助工作，2015 年—2022 年累计对
129 个感染者关怀项目、129 个男
男 干 预项目、107 个暗娼干预项
目、21 个吸毒干预项目等进行支
持；积极开展海洛因成瘾者美沙
酮维持治疗，目前全省共有 21 家
药物维持治疗中心，分别分布在
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许昌、
漯河、焦作、商丘、周口、平顶山、

南阳等 11 个地市，艾滋病通过吸
毒传播的途径得到有效控制。

持续巩固河南省艾滋病防治
成果。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预防艾
滋病母婴传播、单阳家庭婚内性传
播预防干预工作曾是河南省艾滋病
防治工作的“名片”，并为全国制定
艾滋病综合防治策略贡献了“河南
经验”。自 2017 年以来，全省积极
推进检测、诊断、治疗“一站式”服务
模式，实现“应治尽治”，抗病毒治疗
成功率不断提升。全省艾滋病单阳
家庭治疗覆盖率不断提高，配偶阳
转率不断降低，从 2012 年的 0.30%
下降到 2021 年的 0.03%，婚内性传
播得到有效预防。

不断加强全省艾滋病防治队
伍建设。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
挥技术指导职能，常态化开展业务
培训，推进全省艾滋病预防控制规
划、防治策略和技术方案的实施，
持续提升全省艾滋病防治人员的
工作能力，为全省高质量开展艾滋
病防治工作提供队伍保障；加强科
研平台建设，着力提升艾滋病防治
人员的科研水平。“河南省艾滋病
防治研究医学重点实验室”完成项
目立项 21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省
部级 6 项。2022 年，该实验室陆续
装备荧光定量PCR（聚合酶链式反
应）仪、全自动 PCR 检测系统及全
自动流式细胞仪等科研设备，并积
极推动建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人
群基因型耐药检测和分子传播网
络及性病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
平台，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提升研
发水平。

持续开展高校基金项目。河
南积极推进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
工作，把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高校
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科目，遏
制艾滋病在青年学生人群中的传
播和流行；开展“艾防专家进校园”

活动，利用青年学生的创新性，以
学生社团为主题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覆盖高校数量不断增加。2020
年，河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高校艾
滋病防治基金项目，支持各高校学
生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滋病宣
传活动，制作微电影、编排情景剧、
开展手抄报比赛和防艾小讲师比
赛等，扩大防艾宣传覆盖面，提高
了高校防艾的针对性。

积极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示
范区工作。综合防治示范区积极
发挥模式探索“试验田”、疫情“稳
定器”、防治工作“先锋号”作用，不
仅稳定了当地的艾滋病疫情，而且
探索出艾滋病新报告病例精准溯
源调查、医疗机构筛查阳性病例转
介、随访管理工作下沉、抗病毒治
疗“一站式”服务、高校预防艾滋病
宣传教育、暴露前/后预防用药等
创新工作模式，并在全省得到了推
广；开展“河南省百千万艾滋病防
治宣传志愿者服务队”活动等，加

强流动人口集中的用工单位和居
住社区的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完
善村规民约、倡导公序良俗，将艾
滋病防治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健康
社区、健康单位等健康细胞工程建
设中，宣传教育内容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形成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五进”活动与健康细胞工程建设
的相互促进。

截至目前，全世界还没有研制
出彻底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和可预
防的有效疫苗。因此，艾滋病的宣
传教育尤为重要，堪称预防艾滋病
最好的“疫苗”。张国龙呼吁，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要掌握艾滋病预防
知识，提升自我防护意识，性伴侣
之间要相互忠诚，拒绝危险行为，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知艾
防艾”，做到知信行合一，如果发生
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要及时寻求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帮助，
早发现、早治疗。共抗艾滋，共享
健康。

河南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成效显著

艾滋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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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AIDS）是一种危害大、死
亡率高的传染病，目前既不可治愈，
也没有疫苗。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
缺陷综合征，是由人体感染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亦称艾滋病病毒，英文缩
写 HIV）而引起的，以人体 CD4+T 淋
巴细胞减少为特征的进行性免疫功能
缺陷，疾病后期可继发各种机会性感
染、恶性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
综合性疾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
滋病病人是其传染源。

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和
母婴 3 种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及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
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的艾滋
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感

染艾滋病，患者需要终身规律服药，
精神压力大，影响学习、就业和家庭
等。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急性期表现
为发热、咽痛、恶心、呕吐、腹泻、皮
疹、关节痛等症状，大多数患者临床
症状轻微，持续 1 周～3 周后自行缓
解。无症状期可从急性期进入，或无
明显的急性期症状而直接进入此期。
无症状期具有传染性，但没有特殊的
体征和症状，只能通过检测出体内病
毒的核酸、抗原或者抗体的方式来判
断。若不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经过
4 年～8 年的无症状期后，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就会逐渐发展成艾滋病病人。
发病后，常见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

现单纯疱疹、带状疱疹、血疱、瘀血斑
等感染，持续性发热，肺炎、肺结核、
咳嗽、呼吸困难、持续性腹泻、便血、
肝脾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发病后
病死率较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
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交
（阴道交、口交、肛交）的方式在男女
之间或男男之间传播。鉴于性的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及隐私性，经性接触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范围广，这加
大了艾滋病防治的力度。

“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是一个需
要正视的话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
所长张国龙说，“艾滋病离我们并不
遥远。”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性
行为中，有异性性行为，也有同性性
行为；有婚内性行为，也有婚外性行
为；有非婚商业性行为，也有非婚非
商业性行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流
动人口、老年人、青年学生已成为我
国当前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

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中，100 例中就有 20 多例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青年学生主要
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
男同性性行为。部分地区青年学生中
艾滋病疫情向低龄化发展，需要引起
重视。

2022年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我国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为
“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该主题紧密结合了2022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的
英文主题的核心信息，强调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携手应对艾滋病流行带来的风
险与挑战，倡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