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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进展

周兴武１，毛祥华１，周红宁１，姜进勇１，杨锐１，魏春１，卢娜１，李福建２，杨中华１

（１．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面向南亚东南亚热带病国际科技人员交流与教育培训基地，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研究重点实验室，

云南省热带传染病国际联合实验室，云南普洱６６５０００；２．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

【摘要】　全球新冠肺炎暴发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和登革热跨境联防联控项目活动受到一定影响，但通过对项

目方法、内容和实施方式及时调整，项目持续推进。本文就新冠肺炎疫情下，云南与周边国家重大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

项目采取的工作方法与方式进行分析，为今后项目合作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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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在维

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尤其是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下简称澜湄流域）国公共卫生合作与治理方面上显得尤为重

要［１］。为继续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开展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通报和联合处置，加强传染病早期预警合

作和实施好“澜湄热带病防控行”等项目要求［２］，针对新冠肺炎

全球暴发以来，澜湄流域国家采取的陆地边境与航空、人员跨

境流动和物资出入境严格管控措施，难以继续按照以往“线下”

方式开展澜湄流域跨境重大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为此，

及时调整项目工作方法、内容和实施方式，确保项目持续推进，

实现了预期目标。

１　主要对策及措施

１．１　合作机制建设　２０２０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由于澜

湄流域国家采取陆地边境、航空和人员跨境流动严格管控措

施，致使以往建立的“以每年定期召开合作方线下研讨会，确立

联防联控合作内容、商讨疟疾和登革热关键技术问题”的方式

难以实现［３］。

主要对策及方法：（１）采取视频会议、电话、Ｅｍａｉｌ等形式

与澜湄流域国家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和南亚国家孟

加拉项目联络办公室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区域疟疾、登革

热等重要虫媒传染病疫情动向及其防控需求，确保合作区域疾

病信息及时交流与分享渠道畅通；（２）项目办公室与周边国家

边境地区２１个监测哨点利用双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优

势，及时掌握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疟疾和登革热疫情信

息。

１．２　监测体系建设　（１）项目办公室采取了“以老挝和柬埔寨

疟疾和登革热联合监测工作站为重点，老挝和柬埔寨联络办公

室牵头，组建老挝和柬埔寨专家团队，成员为双方联合培养的

硕士研究生、青年科学家组成”的措施，并通过对上述团队开展

线上跨境项目管理、考核验收及财务管理培训和委托上述专家

团队完成老挝、柬埔寨联合工作站监测、督导和评价，并收集到

联合工作站较为完整的病例监测数据和病例样本。（２）采用国

际物流方式投递措施，确保工作站监测试剂、耗材等的供应。

（３）在中国云南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利用边境县／市／区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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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疟疾和登

革热联防联控项目（Ｎｏ．２０２０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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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专业人员到对应境外开展新冠防控合作同时，委托他们兼

顾开展疟疾／登革热监测哨点监测，并负责境外边境地区开展

援外会议、联合调查、技术帮扶、联合宣传等重要活动开展。

１．３　培训体系建设　（１）对澜湄流域人员培训，采取委托老挝

和柬埔寨专家团队线下组织老挝或柬埔寨联合监测工作站业

务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同时项目办公室聘请老师线上组织对澜

湄流域其他国家缅甸、越南和泰国人员进行视频培训。（２）对

于中国云南周边国家边境地区，委托边境县／市／区疾控中心专

业人员到对应境外开展新冠防控合作时，召集当地人员线下疟

疾／登革热培训，同时省项目办聘请老师线上授课。

１．４　项目保障建设　充分利用国家卫健委、外交部、中国科学

院、科技部、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商务厅等对外援助项目，开

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重要虫媒传染病防控与研究、人才培养

等，为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２　主要进展

２．１　澜湄次区域和边境防联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与老挝、

柬埔寨签订了２０２０和２０２１年联络办公室和１８个联合工作站

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合作工作协议，编写出版专著《澜湄次

区域消除疟疾联防联控突发疫情处置技术》（中英文版），开发、

制作并提供有中、老、缅、越、柬及英语等６种语言的宣传材料

雨伞３０００把、Ｔ恤衫５００件、记事本３００００本、折页３００００

份，编写下发８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疟疾和登革热跨境联防

联控项目简讯（中英文版）”，１８个联合工作站每月定期交流疟

疾和登革热疫情监测信息。

在云南及周边国家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借助新冠

肺炎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中缅边境县（泸水、瑞

丽、陇川、盈江、芒市、腾冲、镇康、耿马、沧源、孟连、澜沧、勐海、

景洪），中老边境县（勐腊、江城）和中越边境县（金平、河口、马

关和麻栗坡）共１９个边境县分别和对应境外缅甸克钦邦、掸邦

（北部），掸邦（东部），老挝南塔省和丰沙里省、越南莱州省、老

街省和河江省的２１个县保持跨境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信息

交流；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技术帮扶或援助平

台，开展疟疾和登革热项目协调会、“４．２５国际疟疾日”联合宣

传等活动。

２．２　澜湄流域疟疾和登革热监测持续开展　通过国际物流渠

道，向缅甸、老挝和柬埔寨１８个联合工作站配送疟疾和登革热

试剂４４９盒１０７９０人／份、医用耗材滤纸、采血管、采血针、玻片

等１４１０包／盒，工作经费１０６万元。老挝和柬埔寨１３个工作站

共检出疟疾和登革热病例３３１３例，其中老挝疟疾阳性病例４０９

例，登革热阳性病例２７７８例；柬埔寨：疟疾阳性病例８９例，登

革热阳性病例３７例。派出老挝、柬埔寨专家团队对老挝和柬

埔寨１３个联合工作站进行技术指导，并完成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联合

工作站工作考核评估。

在云南及周边国家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监测站／点

共检测疑似疟疾病例３１３２６例，检出阳性１５６１例，阳性率４．

９８３／万（１５６１／３１３２６），检测疑似登革热１９５１４例，未检出阳性

病例。

２０２１年，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中缅边境重大虫媒传染病技

术帮扶项目”，重点在缅甸北部边境疟疾和登革热高发边境地

区开展虫媒传染病控制，提供４台虫媒传染病监测设施设备，

疟疾和登革热检测试剂１５２盒３４２０人／份，帮助缅甸边境地区

建立有效的监测系统；提供卫生消杀热烟雾机２１台和卫生杀

虫剂４００件，及时开展处置疫情。

２．３　云南边境地区和边境沿线新冠疫情防控卡点跨境虫媒传

染病输入防线进一步筑牢　２０２１年，派出７支专家工作组调研

或驻点盈江、耿马、江城、孟连、澜沧和西盟县等，开展边境蚊媒

跨境传播和我省新冠肺炎卡点防守人员的疟疾、登革热感染调

查研究或驻点指导工作（表１）。疟疾主动病例筛查５４０４人次、

休止期根治１３４人次、重点人群疟疾预防服药２３０２８人次，发

放长效蚊帐３８０６顶，室内滞留喷洒保护１７６７１０人次，有效防

止蚊媒跨境传播疟疾、登革热等重大虫媒传染病。

表１　云南省边境地区及边境沿线卡点虫媒传染病防控对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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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方案／建议／办法 主要措施

２０２１
云南省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

播技术方案

再传播风险分层、病原与媒介监

测、病例报告与治疗、病例核实与

分类、疫点调查与处置、能力保障

２０２１
云南省省州（市）、县防止输入疟

疾再传播三道防线联合工作方案

病例监测与治疗、“３＋１”策略、“１

３７”工作规范、媒介监测与控制、

预防与卫生宣教等

２０２１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边境高风险

县（市／区）疟疾、登革热等重要虫

媒传染病疫情防控指导建议

边境一线卡点风险分类、措施建

议、卫生与医疗职责划分、应急准

备与响应

２０２１
云南省边境重点地区疟疾监测与

传播风险干预实施方案

风险分类、能力建设、疟疾防护、流

行调查、媒介控制、人群服药、疫点

处置

２０２１
云南省消除疟疾后联防联控工作

方案
机制建设、督导与检查、经验交流

２０２１ 云南省省级媒介监测点工作方案
重点地区媒介按蚊种类分布及密

度监测

２０２１
云南省边境卡点重要虫媒传染病

防控指导办法

风险评估、防控措施、监测与处置、

健康宣教

２．４　人才培养形式多样，澜湄区域疟疾和登革热防控能力得

到提升　２０２１年，在缅甸掸邦（东部）举办３期培训班，培训７４

名虫媒传染病卫生工作人员，在老挝琅勃拉邦，老挝专家团队

线下培训疟疾和登革热实验室检测人员５人，组织专家线上培

训老挝和柬埔寨专家团队成员２０人，与大理大学和昆明医科

大学联合培养国际硕士研究生４人，举办２期援外能力提升和

技术培训班，培养援外人员１０１人，派出５名人员赴昆明医科大

学、中山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研究生培养，

派出４批２４人赴上海和北京外语培训，派出专家对中国援助非

洲多支医疗队疟疾诊断、治疗及防控培训４期，共培训１２０人

等，为云南省援助周边国家或参与区域卫生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表２）。

２．５　其他活动成效显著　与老挝、柬埔寨和孟加拉国家卫生

部门、ＷＨＯ及国内高校或研究所合作机构，采取线上线下形

式，举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疟疾和登

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交流与分析，防控研究关键技术进展研

讨会等１８次，参会人数５３７人（表３）。

此外，项目办派出专家积极参与国内外国际研讨会或援外

会议９次，派出４６人次参加会议，分享研究成果及融入国际和

区域公共卫生合作（表４）。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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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澜湄合作能力培训与人才培养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犪狀犮犪狀犵犕犲犽狅狀犵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犪狀犱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犳狅狊狋犲狉犻狀犵犻狀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时间 方式／地点 名称 人数

２０２０．１０．２６

２８
成都

国家卫健委国际司卫生援外工作

培训班
２

２０２１．４９ 开封／合肥／南宁
中非疟疾防控合作项目培训教材

编写与培训
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上海／北京
云南省援外人才储备英语强化培

训（４批／３个月）
２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大理／昆明
大理大学、昆明医科大学老挝硕士

研究生培养
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昆明／广州／南京
昆明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南

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
５

２０２１．７．６

１０
普洱

云南省虫媒传染病援外能力提升

培训班
８１

２０２１．８１０
缅甸掸邦

（东部）

中缅边境重大虫媒传染病防控培

训班（３期）
７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线上

中国援非洲乌干达、赞比亚、多哥、

乍得、尼日尔医疗队疟疾防控与治

疗培训（４期）

１２０

２０２１．１０．１０

１２．１１
普洱

云南省援外病媒形态种类鉴定及

生物学技术培训班
２０

２０２１．１０１１ 线上
中老缅柬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

项目管理与联合工作站考核培训
２０

２０２１．１１ 老挝琅勃拉邦
中老热带病联合网络实验室检测

培训
５

合计 ３６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项目办申请获得澜湄基金“澜湄热带病防控

行”项目、亚合基金“澜湄热带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云南

省商务厅“中缅边境重大虫媒传染病帮扶项目”、云南省科技厅

“智汇云南”青年科学家项目和援外培训项目，以及与中科院软

件研究所联合申请获得科技部“中老重大虫媒传染病智能化监

测预警平台建设与示范项目”，提升了澜湄区域疟疾和登革热

联防联控研究水平。２０２１年，云南寄防所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老挝和缅甸共同开发的“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防联

控平台”，已经升级到Ｖ２．０版，初步实现虫媒传染病智能化监

测和预测预警；平台还入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首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

集”；目前正扩大部署范围，逐步在区域内推广应用。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中老热带病联合网络实验室”及“中老热带病联合防控

示范中心”，在老挝琅勃拉邦省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３　启示与展望

３．１　持续开展跨境联防联控，加大项目投入和干预　新冠肺

炎爆发后，周边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对

其他传染病关注和投入严重不足。如缅甸北部卫生系统脆弱，

部分边境地区社会不稳，与新冠肺炎暴发前相比，疟疾呈现大

幅攀升势头，存在境外媒介飞越国境传播风险或者境外输入病

例引起继发病例风险［４］。建议相关部门加大云南边境及周边

国家重大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投入，尤其是公共卫生体

系、基础设施和人员能力建设，降低传染病输入压力，遏制区域

重大虫媒传染病流行程度及其跨境传播风险。

表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举办澜湄次区域会议及区域发展研讨会

犜犪犫犾犲３　犔犪狀犮犪狀犵犕犲犽狅狀犵狊狌犫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狊犲犿犻狀犪狉狊犻狀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时间 线上／线下 会议名称 参与单位 人数

２０２０．１．３６ 普洱／北京
“中老重大虫媒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平台建设

与示范”筹备和启动会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家卫生卫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

司、老挝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等
３１

２０２０．７．１７ 线上 中老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视频研讨会
国家卫生卫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老挝卫生部传染病控制

司、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ＣＤＣ、ＷＨＯ
６３

２０２０．７．２７３１ 普洱
澜沧江湄公河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跨境项目

总结暨研讨会
云南省８个边境州／市ＣＤＣ、１９个项目县ＣＤＣ ８０

２０２０．８．１２ 线上 中柬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研讨视频会 柬埔寨国家寄生虫、昆虫学及疟疾控制中心、上丁省卫生厅 １８

２０２０．８．１３ 线上 云南抗击疟疾历史与经验研讨会 ＷＨＯ全球疟疾项目 ９

２０２０．９．１５ 线上 云南省虫媒传染病发展研讨会 ＷＨＯ全球疟疾项目、ＷＨＯ驻华代表处 １１

２０２０．９．１７ 线上 中孟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研讨视频会
孟加拉卫生服务总署疾病控制局、孟加拉国家预防与社科研

究所及联合工作站
１９

２０２０．９．２９ 线上 中柬消除疟疾视频研讨会
中国ＣＤＣ、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柬埔寨国家寄生

虫、昆虫学及疟疾控制中心、ＷＨＯ
２０

２０２０．１０．２８３０ 普洱 云南边境地区国门医院热带传染病联盟研讨会
西双版纳州传染病医院、普洱市、瑞丽市、河口县人民医院、

耿马县第二人民医院
４０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２３ 普洱

中老重大虫媒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平台建设

与示范项目推进及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合

防控平台年度工作会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１１

２０２１．２．２ 线上
“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合防控平台”发展研

讨会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ＣＤＣ及 ＷＨＯ ２０

２０２１．３．１８ 线上 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研讨会 ＷＨＯ全球疟疾项目、湄公河消除疟疾、ＷＨＯ驻华代表处 １１

２０２１．５．１７２３
昆明／普洱

孟连／盈江
ＷＨＯ中国消除疟疾云南省认证评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ＣＤＣ、ＷＨＯ、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普洱市及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１１０

２０２１．６．２２ 普洱 云南省虫媒传染病援外研讨会 商务部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云南省商务厅 １２

２０２１．７．７ 普洱 区域公共卫生发展研讨会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国家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

心、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山东省寄生虫

病防治研所

１１

２０２１．８．１３ 线上 中老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项目研讨会 老挝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司等 １１

２０２１．９．１６ 线上 中英热带病合作研讨会 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ＷＨＯ ２０

２０２１．１１．１１ 普洱 南亚东南亚热带病研究研讨会 昆明理工大学 ４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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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参与区域研讨会与援外会议

犜犪犫犾犲４　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犻狀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犻犵狀犪犻犱狊犲犿犻狀犪狉狊

犻狀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时间 线上／线下 组织单位 会议名称 人数

２０２０．１０．２８

３０
线上

ＷＨＯ、湄公河

成员国
ＧＭＳ疟疾疗效暨消除

疟疾监测年会
６

２０２０．１１．２４

２５
线上／南宁

国家卫生健康

委、东盟成员
中国—东盟疾控论坛 １

２０２０．１１．２４

２７
线上

ＷＨＯ、湄公河

成员国

ＧＭＳ消除疟疾最后一

英里实施研究暨消除

疟疾政策指南研讨会
５

２０２１．３．３１ 北京
协和医学院、外

交学院

“东亚区域公共卫生合

作”圆桌会议 ４

２０２１．７．９ 线上
外交学院、东盟

成员

“中国东盟公共卫生

合作３０年”研讨会
２

２０２１．９．１４ 线上／北京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国际合

作司

亚太地区卫生合作项

目年会及培训会
６

２０２１．９．１５

１７
线上

ＷＨＯ、湄公河

成员国
ＧＭＳ抗疟药疗效研究

暨疟疾监测会
９

２０２１．１１．１２

１４
线上／海口

中国农工民主

党中央、海南省

政府

２０２１年第五届中国国

际医疗健康产业高峰

论坛
６

２０２１．１１．２２

２４
线上

ＷＨＯ、湄公河

成员国

ＧＭＳ消除疟疾政策指

南研讨会暨消除疟疾

最后阶段实施性研究

论

７

合计 ４６

３．２　加大区域传染病监测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和响应机制　

经过多年建设，项目在区域虫媒传染病重点流行区或边境地区

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工作站和监测哨点，对构筑边境地区传染

病防护屏障、搭建区域和边境监测网络体系提供了技术支

撑［３］。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对跨境监测、预测预警、应急

响应体系建设影响较大，特别是已开发的人工智能预测预警平

台“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平台”的推广应用进程滞

后，影响了区域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

发展［５］。

３．３　完善平台合作机制，发挥技术示范和推广功能　尽管在

境外建立的联合实验室和示范中心已经投入运营，但合作机制

和管理机制仍然需要不断完善，需要双方共同聚焦关键问题和

技术，聚集科研人才，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设备，发挥平台跨境传

染病检测、监测、科研、培训、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功能。此外，

需要将平台融入受援国家监测和检测体系并进行技术指导和

管理，为受援国家热带病监测体系发挥作用并能起到示范和技

术推广作用，逐步将共建联合实验室经验、运营模式推广到其

他国家，形成澜湄流域热带病监测网络联合实验室，为澜湄国

家疾病监测和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３．４　加强云南及其周边国家专家团队建设，加大合作方的参

与　在新冠仍然全球暴发和流行的背景下，需要不断探索有效

开展澜湄次区域重大热虫媒染病联防联控项目合作和实施办

法，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如充分发挥境外合作方专家团队作用，

提高团队管理、协调和技术指导能力，加大专家团队参与项目

规划、计划、管理和技术指导、联合科研和调查、培训以及联合

工作站督导、指导和考核验收，使项目设计与受援国现行的疾

病防控体系及规划相衔接，将项目的援助与受援国疾病防控需

求有机结合，从而更有效地为受援国的公共卫生做出贡献［６］。

３．５　培养区域专业技术人才，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湄公河国

家多数地区公共卫生人力资源数量不足，比例失调，服务质量

不高，缺乏缺熟练的卫生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尤其是广大农

村和偏远地区，卫生人才更是稀缺［１］。如在缅北边境地区，据

调查卫生服务人员缺乏系统规范的医学教育，文化水平偏低且

流动性大。为此，建议云南省、州（市）及县级卫生部门加强周

边国家和边境地区卫生人员技能培训、专家境外技术支持和访

问学者交流力度等［７］，并根据不同层级需要培养中专、专科、本

科和研究生各类人才，提高周边国家疟疾和登革热等虫媒传染

病监测、检测、诊断、救治和疫情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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