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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市卫健委疾控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组织社区小组开展防治艾滋病活动项目”公开招标

2019年市卫健委疾控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组织社区小组开展防治艾滋病活动项目”

于 2019年 6月 11日在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网站公告开始招标。 招标项目共有两类，

第一类 “MSM人群开展（5000人）干预检测活动”，第二类“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知识宣

传教育的一系列活动”。

招标公告中说明了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的目标，活动的组织机构，项目实施

机构的具体要求，项目组织机构、社区小组、属地疾控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办医院和市

疾控中心的相关职责分工，项目实施流程，项目管理规定和考核指标，项目产出以及经费预

算。

项目执行时间为 2019年 6月至 2019年 12月底。 2019年 6月讨论、撰写项目实施方案、

网上招标公示；2019年 6月 18日前，项目申请单位向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提交项目申

请书；申请书一律使用 A4纸打印，一式五份（至少一份原件），并同时提交电子文档至协

会信箱(bjax1190@sina.com)。2019 年 6 月下旬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反馈申报

单位，与批准的项目执行单位签订协议书。2019年 7-11月底项目实施及督导，2019年 12

月组织专家进行项目工作总结、评估。

详情参阅：

第一类 “MSM人群开展（5000人）干预检测活动”

（网址：http://www.aidsbj.org.cn/article-detail?id=70&column_id=19），

第二类“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的一系列活动”

（网址：http://www.aidsbj.org.cn/article-detail?id=69&column_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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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2018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0 个世界艾滋病日，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了做好 2018 年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的通知，对艾滋病日

的宣传活动做了部署。通知宣布：参考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宣传活动主题，我国 2018 年宣传活

动主题为“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英文主题为“Know your status”，知道

你的感染状况）。活动主题旨在强调开展艾滋病检测工作对防治艾滋病、实现“三个 90%”

目标和共享健康生活的重要意义。明确检测是知晓艾滋病感染状况的唯一途径。倡导通过检

测知晓感染状况，进而采取治疗和预防措施，有助于控制艾滋病，共享健康生活，为健康中

国建设作出贡献。

附： 1988 年 1 月，世界卫生组织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有 100 多个国家参加的“全球预防艾

滋病”部长级高级会议，会上宣布每年的 12 月 1 日为“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 ，

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北京市社会组织检测、咨询技能培训交流信息

为了做好高危人群艾滋病的咨询检测工作，不断提升相关工作技巧，北京性病艾滋病

防治协会（以下简称性艾协会）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广西大厦举办了社区组织咨询、

检测培训交流活动。北京地区承担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相关工作的 20 个社区组织及北

京性艾协会工作人员共 46 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交流活动由北京性艾协会秘书长周红玲主持。

此次培训交流活动特聘请了来自 4 个社会组织（京京同心相随志愿者发展中心、仁爱

社区、青年荟健康管理中心、纳米社团）分别就高危人群干预、检测相关工作进行了经验交

流与工作技巧分享。如张海龙（京京同心相随志愿者发展中心）介绍了题为两站两推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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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刘京徽、大兴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连山先后致辞并讲话。

黄春会长在讲话中指出“毒品与艾滋病

仍然深深困扰着人类社会，种类繁多的新型

毒品不断涌现，青少年已成为吸食毒品的主

要群体，毒品与艾滋病对人类健康已造成了

严重威胁。故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已成为我

们禁毒防艾工作的重点，也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为此，黄春会长代表疾控中心、市性艾协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1、远离毒品，防御

艾滋。2、积极参与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活动，人人争做禁毒防艾志愿者。3、提倡健康、文

明、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摒弃不良嗜好，强健体魄，让“健康

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根植于心。

启动仪式后，相关领导还察看了宣传活动现场，并同组织活动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一

起合影签名留念。

另外，在此次宣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防

艾展板、张贴禁毒海报，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现

场还设立了“禁毒防艾”有奖答题活动专区，其

中，“辨别毒品、了解危害”、“有关禁毒，我

有一个问题”、“艾滋病传播途径”、“这样检

测对不对”、“预防感染 HIV 还有多少妙招？”等活动站点令参加者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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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绿色无毒 知艾防艾”

——暨 2019 年禁毒防艾主题宣传活动

6 月 22 日，一场以“健康生活、绿色无毒、知艾防艾”为主题的禁毒防艾宣传活动在

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子公园成功举办。此次活动是由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以下简称市性

艾协会）联合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大兴区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共同主办，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佑安医院-爱心家园•恬园工作室、岩山防艾公益小

组、纳米社团、红石榴工作组、Impulse 承办。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性艾协会相

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师生、禁毒防艾公益人士、社会组织志愿者近

2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市性艾协会会长黄春、中国性病艾滋防治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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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群进行检测和干预；程祥（仁爱社区）重点介绍了咨询检测和关怀工作的开展，并以

案例加以说明；肖冬（青年荟健康管理中心）介绍了高危人群开展咨询检测和干预的一些技

巧；岳海（纳米社团）通过案例介绍了将 MSM 人群防艾工作融入更多人文关怀的经验，诠

释了“感染者阳性告知及阳性伴侣告知和动员检测”在社会组织实践中的具体含义。

最后，北京性艾协会副会长福燕对大家的分享做了简要的点评和总结，进一步肯定了

社会组织的鲜活经验，赞许了这次别开生面的交

流培训形式。在培训交流中，演讲者从自身工作体验讲起，实例鲜活、动人，摆脱了

说教模式。

总之，培训效果正如预期一样，生动、有吸引力，这次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18 年北京市基金项目工作总结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1 月 23 日上午由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以下简称性艾协会）在北京京泰

龙国际大酒店会龙吟厅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2018 年北京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基金项目）工作总结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科科长、工作人员及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工作的培育基地、社会

组织共 87 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疾控中心性艾所所长卢红艳、专家贺淑芳、任先龙。

会议由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周红玲主持。

会议首先由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周红玲就 2018 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

治基金项目执行情况共分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随后北京市疾控中心性艾所专家贺淑

芳就国家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基金办）、北京基金办对培育基地、社

会组织督导时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通报，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同时对项目实施相

关操作表格、工作记录的填写、相关资料的整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性艾所于先龙专家对

暴露前后的预防还进行了专业培训。

最后，北京性艾所所长卢红艳、北京性艾协会副会长福燕进行了总结发言。要求社会

组织在 2019 年继续认真做好新一轮基金项目工作。同时对市区疾控中心各级领导及各社会

组织一年来支持协会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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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办来本市开展 2018 年基金项目验收现场复核工作

为了解 2018 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社会组织防艾基金）北京市项目完成

情况，听取疾控中心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基金项目管理工作、健全基金管

理机制，社会组织防艾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基金办）于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9 日抽取

了北京市部分基金项目进行了验收现场复核。

复核组首先听取了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及朝

阳区预防医学会 2018 年基金项目工作汇报，并与北京市、区疾控、培育基地及社会组织代

表进行了座谈。

医学会，通过现场查阅项目资料，对 2018 年项目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复核，并了解

朝阳区预防医学会的财务管理及经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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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受累全家苦，四处借钱债台筑;五体发抖瘦如柴，六亲不认兽性凶;七情尽付东流水，八

方游荡两手空;九死也悔往来世，十分悲惨可怜虫。虽然黄老先生味道现场，但是他的这份

禁毒心与我们同在”。

本次活动以健步走的形式让人们认识新型毒品的危害和特性，并加入到禁毒的志愿者

队伍中来，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切断毒品在中国流传的根源。只有身心的健康，了解毒品的

危害，不去沾染毒品，才能让毒品退出市场。“拒绝毒品”关键在于预防，人们之所以成为

最易受到毒品

侵害，其主要

的原因是缺乏

对毒品的认识，

缺乏对毒品危害性的了解，往往受到环境的影响，被居心不良者误导而走上不归路。希望通

过活动使人们加深对于毒品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毒品的危害性以及使用毒品会更容易感染

艾滋病的情况，做到早认知、早防范、远离毒品、珍视健康的目的。

活动圆满结束，也受到了各位志愿者们的一致好评。

**************************************************************************************

（接 14 页）

最后百名禁毒防艾人员以健康徒步走的活动形式，宣传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

害。宣传禁毒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志愿者还细心向市民宣传了新型毒品的危害，消除市

民对新型毒品的无知和好奇。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前夕，通过禁毒防艾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远离毒品、拒绝毒品的意识，

激发了群众参与禁毒防艾宣传的热情，营造了浓厚的禁毒防艾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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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协会高明博士、北京同心相随志愿者发展中心聂学强主任、北京市石景山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张国磊科长、北京市石景山区艾滋病皮肤性病防治协会刘大华主任及 190 名志愿者共同

参与了本次活动.

虎门销烟是指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

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南京条约》也是那次战争时清政府签订的。1939

年 6 月（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已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

至 6 月 25 日结束，共历时 23 天。虎门销烟成为打击毒品的历史事件。虎门销烟开始于 6

月 3 日，民国时被定为不放假的禁烟节，而销烟结束翌日即 6 月 26 日也正好是国际禁毒日。

马振新警官在本次活动致辞中，特意提到

全民参与禁毒宣传教育，让跟多的人知道毒品

的危害性、毒品的成瘾性、“拒绝毒品”关键

在于预防，人们之所以成为最易受到毒品侵害，

其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对毒品的认识，只有身心

的健康，了解毒品的危害，不去沾染毒品，才

能让毒品退出市场。高明博士说，在炎日的天气里，志愿者能够加入到宣传队伍中来，代表

志愿者们对毒品的认知和深知其危害程度，愿意去宣传禁毒的相关知识，让更多的人知道拒

绝毒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聂学强主任对虎门销烟简意为大家讲解了一下，让志愿者

们更加了解这段历史背景故事。成立石景山区禁毒志愿者服务队，更好的为人们提供禁毒的

专业知识及宣传工作，张国磊科长针对禁毒防艾的目的和意义对志愿者进行普及，刘大华主

任，对本次禁毒活动充满期许和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跟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禁毒宣传队伍中

来，让跟多的人拒绝毒品、迷途知返，珍爱

生命。

为了纪念虎门销烟 180 周年本次活动，

著名书法家黄传英老先生（也是中华隶书第

一人）特意献诗词一副（借鉴张学良将军戒

毒联）“一吸毒品终世穷，二脚踩入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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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微不足道”，却四两拨千斤

2018 年 10 月 31 日，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广西大厦组织了社区组织经验交流

培训活动。北京市 21 个承担基金项目的社区组织都派人参加了。

培训交流活动中白桦林全国联盟的白桦介绍了“阳性告知及家属、性伴侣告知技巧”，

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该组织依托互联网的新发感染者干预和转介的模式和经验；佑安-恬园工

作室的段义介绍了另一种依托医院的“新发感染者干预与转介”模式和经验；无国界爱心公

益基金会孔令坤介绍了“U=U”概念在新发感染者干预和咨询中对于重建自信、减少羞耻

中的意义；红石榴互助工作组的木木通过新发感染者干预转介的实际案例分析，进一步诠释

了“感染者阳性告知及阳性伴侣告知和动员检测”在社区组织艾防实践中的具体含义。福燕

副会长最后对大家的分享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小结，进一步肯定了社区组织的鲜活的经验，赞

许了这次别开生面的交流培训，同时说明在我们的国情下，如何更为全面的理解“U=U 概

念”的精神。

这种演讲者从自身工作体验讲起，实例鲜活、动人，摆脱了说教模式。当演讲者通过

自身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心理困境说明干预咨询技巧时，情不自禁的眼眶里涌上泪水，从事

相似的工作、拥有相似心路历程或经历的与会者们，对演讲的内容回应起了强烈的共鸣，情

绪随着演讲者的讲述，时而心潮汹涌、时而陷入沉思。他们介绍的经验是如此的鲜活、难得，

有些非常细微具体的经验又是那么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四两拨千斤”般的对干预检

测和告知工作具有微妙和重要的意义。

比如，当送别一位求询者时，“请稍等，我把咱们的档案先锁起来，再送你出去”; 当

结束咨询时，在来访者的注视下清除 双方的聊天的信息。

想想看，如果我是那位求询者，一定会长舒一口气，“看起来人家真是很在意保护我

的个人隐私的！”。

类似的“故事”和妙招一个接着一个，真是太宝贵了，我们北京艾协决定，进一步整

理发掘这些经验，让这些宝藏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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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效果正如预期一样，生动、有吸引力、寓教于婉婉道来的讲述之中。这次探索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与会者反应：“这是我们听过的最好的会！” 我们还在收集反馈，希望

在今后的培训中做的更好。

简 讯

2018 年 12 月 2 日下午由北京性病艾滋病

防治协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十字会联合举办

的“主动检测、知爱防艾、共享健康”的主题宣

传活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 主楼 302 教室

召开了，此次活动共有 350 名学生参加。

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福燕就艾滋病危害、感染途径及预防进行了讲解，同

时重点介绍了“e 检知”并与同学们进行了互动。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受到了大学生们的欢

迎。

最后，协会秘书长周红玲进行了总结性发言，艾滋病防治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希望

大学生们积极参与，争做宣传志愿者，共同努力做好高校防治工作。

北京艾协召开第六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

为认真回顾和总结工作，做好新年度工作

的部署和动员，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午，北京性病艾滋病防

治协会召开了第六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扩大

会议，会长黄春以及常务理事，监事长、监事，

部分理事共计 41 人出席了会议。常务副会长

10

在属地疾控中心组织各社会组织自查的基础上，对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进行审

核督导。审核内容为：干预、关怀项目实施（包括产出与结果）、人文关怀情况、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培育基地引导社会组织工作等，审核方式：现场查阅相关项目工作原始记录及自

查记录评分表，并根据审核结果进行评分。此次审核工作已圆满结束。

同心相随 纪念虎门销烟禁毒活动

6 月 20，为了纪念虎门销烟 180 周年，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同北京市石景山区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共青团石景山区委员会、中国同心相随志愿者发展中心一道，共同在老山城市休闲公园

举办了一场“纪念虎门销烟 180 周年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健步走公益活动。协办单位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中国科学院附属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北京佑安

爱心家园、艾滋病健康基金会。北京市石景山区禁毒委员会马振新警官、北京性病艾滋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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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上，特邀请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焦学先警官就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

害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还结合真实涉毒案例阐述了毒品背后的社会问题，也让大家充分了解

到吸食毒品后，对精神造成巨大的危害以及所带来的暴力犯罪，严重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等；

大兴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张霁颖就艾滋病的发病情况、流行状况、传播途径及防治等知识进

行了通报，并与参会学员进行了问答互动；北京性艾协会副会长福燕就“主动检测 知艾防

艾 共享健康”做了进一步的讲解，并结合“e 检知”小程序对自我检测进行了介绍。为了

解禁毒知识掌握情况，培训前后还对参培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会后还给学员们发放了禁毒

宣传资料。

总之，此次培训突出重点、内容丰富，气氛活跃。学员们一致表示要遵纪守法、远离

毒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北京基金办对 2018 年基金项目审核督导情况

根据国家艾防基金办【2019】6 号文件“关于

开展 2018 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实

施单位工作考核的通知”精神，北京市国家基金项

目管理办公室于 2019 年 5 月 15-24 日组织市区专

家共 13 人，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以下简称

基金项目）实施单位（9 个属地疾控中心、11 个培育基地、28 个社会组织（独立执行的民

政登记的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及联合的社会组织））进行了现场审核督导。此次审核工作是

6

福燕主持会议。

黄春代表协会作 2018 年度工作

报告，他指出 2018 年协会在市卫生健

康委、市民政局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下，

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协助政府及相关部

门组织动员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

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防艾相关政策措

施，圆满完成了 2018 年协会的各项任

务。顺利完成协会换届改选工作，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取得突破，扎实开展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取得成效，协会自身建设不

断加强。特别介绍了在社会组织能力锻炼和

提升，开展丰富多彩的“12.1”宣传教育，

探索“e 检知-艾滋病多元化检测模式”等亮

点工作，以及筹备和接待国家领导人视察北

京艾滋病防治工作、参与对口支援凉山州艾

滋病防治和健康扶贫攻坚行动等重点工作情况。他还从不断规范协会管理、认真做好国家基

金项目管理、高质量做好购买服务等方面部署了 2019 年重点工作。

黄春表示，过去一年，所取得的较好成绩，得益于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各会员单

位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得益于协会工作人员辛勤付出。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

与当前艾滋病防控严峻形势，以及政府

和百姓需求、各位理事期盼还存在较大

差距。下一步，协会将在大家支持下更

加努力工作。让我们携手，继续为首都

艾滋病防治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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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 2018 年协会财务收支情况及 2018 年协会会费收缴情况；决定增补

两位理事；宣布成立北京市青少年艾滋病防治专业委员会；通报了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工作整

体思路以及北京市对口支援凉山州艾滋病防治健康扶贫攻坚行动计划；最后，与会人员围绕

协会工作和发展进行了认真讨论。

HIV 分子流行病学和耐药检测技术培训班（第六届）

圆满结业

由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以下简

称性艾协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北京市疾控中心）联合举办的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培训项目-HIV 分子流

行病学和耐药检测技术培训班（第六届）

于 2019 年 5 月 8-11 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圆

满结业。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和区（县）

疾控中心、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和科研机构的近 100 名专业技术人员与授课专家和特邀嘉

宾参加此次培训。

8

此次开班仪式由北京市疾控中心辛若雷博士主持，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邵一鸣教

授、北京性艾协会福燕副会长等先后致词并讲了话。开班仪式后参会专家与学员一起合影留

念。

本次培训班特聘请中国疾控中心邵一鸣教

授、邢辉教授、阮玉华教授和姚均教授、上海

疾控中心二级研究员中国医科大学客座教授钟

平教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李敬云、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地坛医院张福杰教授、广东

省公共卫生研究员何翔教授等 8 位专家，就艾

滋病疫情分析和挑战及防控策略、HIV 分子网络和艾滋病的精准防治、分子流行病学在 HIV

预防和控制中的意义和实践、抗病毒治疗及耐药发生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授，同时对学员提

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辛若雷博士还就北京地区 HIV 耐药研究进展以及分子流行

病学应用做了讲解。

通过此次培训班的学习交流，学员们表示收获颇多，对艾滋病国内外前沿研究进展和

挑战有了更新、更多的了解，同时又增加了各省学员间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此次培训班举办

的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参会学员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4 分。

禁毒防艾讲堂走进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为切实落实北京市禁毒委《关于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

动禁毒防艾的科普宣传，提升青少年群体对毒品与艾滋病的知晓程度和应对能力。北京性病

艾滋病防治协会（以下简称性艾协会）联合大兴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及大兴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下午走进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进行禁毒防艾知识宣传培训，参加

培训的对象主要为在校大学生共 120 人。北京性艾协会副会长福燕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会

后参会的领导与学院相关组织者及部分学生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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