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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 个中国需要一个
可靠敏感高效的可靠敏感高效的

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公共卫生应对体系



SARS危机之后已有共识 , 问题是:

• 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应对体系?• 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应对体系?

• 如何以科学方法指导体系的建立? 

• 如何保证建成的应对体系能够有效地
应对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如何保证建成的应对体系有可持续性?



我想从下面三个方面来抛砖引玉…

• 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传统和• 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传统和
系统现状,

• 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的反思, 

• 建立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 建立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
的思路.



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传统

• 人口大国和公共卫生发展地区性和多样化决定了每天
都有可能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有可能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50多年来处理了许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1961年广东
阳江霍乱流行 1988年上海甲型病毒性肝炎暴发等阳江霍乱流行, 1988年上海甲型病毒性肝炎暴发等,

• 长期倾向于采用临时性的强制性很明显的行政手段来
处理危机处理危机,

• 在特定情况下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资源浪费严重

• 临时机构随着危机的结束而解散 处理危机的宝贵经验临时机构随着危机的结束而解散,处理危机的宝贵经验
没有归纳总结得以系统化制度化和全国共享.



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现状

• 近年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导致政府在公共卫生领
域失职 对市场的迷信导致市场对医疗卫生资源域失职, 对市场的迷信导致市场对医疗卫生资源
的配置既违反公平原则,也缺乏效率,
公共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和”自寻出路”的政• 公共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和”自寻出路”的政
策,毒害和瘫痪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现存的体系根本不能适应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城• 现存的体系根本不能适应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城
市化和国内社会转型的新形势,
2003年SARS危机从各方面放大凸显了我国公共• 2003年SARS危机从各方面放大凸显了我国公共
卫生防疫系统的脆弱无力和低效.



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
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1)

•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
• １２月17日和22日，广州收到河源市转来病人,找不到

原 的 名 务 被感染 消息 有 给其原因。河源的7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消息没有通报给其
他医疗部门.

• 2003年1月2日 河源出现恐慌和购药风潮 河源报纸1• 2003年1月2日， 河源出现恐慌和购药风潮。河源报纸1
月3日消息：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 咳嗽，发烧等症
状是由于天气变冷造成的。也许是中国媒体关于SARS的
第一篇报道.

• 2003年1月14日晚, 省CDC接中山市CDC当地发生原因不明
疾病暴发的报告 主要表现为发热 肺部感染 部份病人很疾病暴发的报告.主要表现为发热,肺部感染,部份病人很
快因呼吸衰竭死亡. 并有医务人员聚集性感染发病.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2)

• 省市调查组认为这是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爆发
,可能通过接触或短距离空气传播.因缺乏系统的
实验诊断手段,没法迅速排除已知病原体. 调查
组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报告 报告很快转发地市 因组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报告,报告很快转发地市.因
为许多地方没有专业的现场流行病学人员,加上
正是春节期间 调查组的许多预防控制措施并没正是春节期间,调查组的许多预防控制措施并没
有具体落实.同时,上报国家CDC和卫生部,没有应
急反应.急反应.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3)

• 1月下旬，中山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
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
必要惊慌必要惊慌.”

• 2月初，广东发病进入高峰， 谣言开始蔓延，手机短信
息 致命的流感 生物恐怖 疫病 出现抢购醋和板蓝息：致命的流感，生物恐怖，疫病。出现抢购醋和板蓝
根风潮。 香港报刊开始报道.

• 2月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305病例,5人死亡，并声称疫情2月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305病例,5人死亡，并声称疫情
已控制。接着，有关方面禁令，不许再继续报道.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4)

• 2月11日和2月14日，PROMED 连续两次发出全球警报.
• 2月18日 新华社宣布 中国CDC 引起广东省部分地• 2月18日，新华社宣布，中国CDC：引起广东省部分地

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记者了解到，经中国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记者了解到，经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

同努力 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

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报告 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

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的包含

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见上图）。

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

非常有效，但必须是全程、足量的规范化治疗。…
该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首先 按照呼吸道该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按照呼吸道

传染病的综合性防治对策来采取措施，如隔离病人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5)

• 广东CDC和广东省临床专家有不同意见，认为病原体是
病毒.
4月16日 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病原体• 4月16日, 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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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6)

• 2月21日，广州刘教授到香港。入住京华酒店911房。将
病毒带到香港并扩散到世界. 带到香 并扩散到 界

• 2月26日，在京华酒店染病的美国商人飞到河内传染20人
，包括首位发现SARS爆发的WHO医生Urbani.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7)

• 3月1日，山西首例病人来到北京，一家8口住院, 感染301医
院 批医生 SARS开始在京城扩散 正值“两会” 北京医院一批医生. SARS开始在京城扩散。正值“两会”,北京医
院没有公开SARS情况.一线医护人员不明疫情,措手不及
.(3/16,东直门医院,李:传染73人)( / ,东直门医院,李 传染 人)





2003年5月3日,北京长安街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8)

• 3月12日WHO发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性警报.
• 3月26日，广东报告了2月份的非典型病人数目.到2月28日止

，染病人数从305人增加到792人，死亡人数从5人增加到31
人 使国内外对曾经报道的病情已得到控制的说法产生质人。使国内外对曾经报道的病情已得到控制的说法产生质
疑.



2003年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9)

• 4月3日，原卫生部部长宣布，SARS的扩散已经得到了有效
控制。北京有12个病例，3人死亡。4月8日，蒋彦永大夫说控制 京有 个 死 月 蒋彦永大 说
出真相.

• 4月6日和12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亲临防治“非典”
第 线第一线.

• 4月20日，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赢得国内外一致好评.
• 4月25日 吴仪副总理兼任卫生部部长 国家防治“非典”指• 4月25日, 吴仪副总理兼任卫生部部长. 国家防治 非典 指

挥部成立.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防治“非典”取得进展.
• 5月23日, WHO宣布解除广东和香港“旅行警告”. 月 日, 宣布解除广东和香港 旅行警告

• 6月24日 WHO宣布解除北京“旅行警告”.并摘掉北京SARS
疫区帽子.至此中国大陆无SARS疫区.



从上述SARS大事记可以看出:

• 多年沿袭下来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维方多年沿袭下来的处 突发公共 事件的思维方
式和方法没有与时俱进,

• 加上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严重缺陷,加 我 公共 防疫体系 严 缺陷,

• 在2003年三四月间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
生和社会治理危机,会 机,

• 病原体的争论, 协调机制的缺乏, 对疫情严重性的
认识不足, 公共卫生系统的不完善,使在SARS第一, ,
轮遭遇战中坐失良机, 比较被动.



如果这是一场战争 …

• 指挥部: 各自为战,有令不行,没有一个有力的指挥
协调系统协调系统,

• 参谋部: 现有的信息系统在关键时刻没有起作用,
情报部 公共卫生实验室没有能力配合突发公卫事• 情报部: 公共卫生实验室没有能力配合突发公卫事
件的处理,
侦察兵 缺少现场流行病学人员• 侦察兵: 缺少现场流行病学人员,

• 后勤部: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储备不足,
规军 院 有应对急性传染病的准备• 正规军: 医院没有应对急性传染病的准备,

• 舆论:  不懂现代危机沟通艺术.



SARS危机充分暴露了…

•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反应体系不健
全，

•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完善，

• 传染病报告信息网络不畅通，传染病报告信息网络不畅通

• 实验室快速诊断系统未建立，

• 卫生监督执法队伍不得力，卫生监督执法队伍不得力，

• 医疗救治体系不适应，

• 公共卫生评价系统不到位• 公共卫生评价系统不到位.

• SARS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



SARS危机过去了, 公卫威胁仍然存在

•人类现代化进程造成的生态失衡以及对生活方
式的影响，已经导致新病不断出现，不少已基本式的影响，已经导致新病不断出现，不少已基本
征服的老病正在卷土重来. 

动荡的世界和国内社会转型的现实已经使生物•动荡的世界和国内社会转型的现实已经使生物
恐怖的出现成为不是有或无的问题，而是早或晚
的问题的问题. 

•中国奔小康社会城市化转型人口基数史无前例，中国奔小康社会城市化转型人口基数史无前例，
人口密集和人口流动为传染病流行提供了很好的
温床。温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 小机率高危害,小机率高危害,

• 传播全球性, 事件地方化, 

事件何时何地发生不可确定 事件• 事件何时何地发生不可确定, 事件
先兆可以监测

• 对生命健康直接危害,对人群心理震
荡, 对社会负面冲击



中国应该中国应该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建立 个什么样的

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公共卫生应对体系? 



公众疾病/健康教育
警惕的医护人员警惕的医护人员
高效的卫生官员

严格的检疫和隔离严格的检疫和隔离
有效的疫苗和抗毒剂
认真的卫生消毒



应对体系建设的重点(1)

• 防病于未然,预防为主的思想应该充分体现在体系的设计
里.中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首要目标是预防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潜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消灭在萌芽之中。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公
共卫生应对体系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迅速控制局面 将负面共卫生应对体系有足够的应对能力,迅速控制局面,将负面
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 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照搬美国是不行的. 应对体系的建设
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充分体现
全社会大公共卫生的概念和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 要全社会大公共卫生的概念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要
充分地调动, 利用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公共卫生应该成
为一项基本国策。



应对体系建设的重点(2)

•体系的建立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借重国内外
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以美国的公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以美国的公
共卫生系统为参照体系, 没有必要重付别人已
经付了的学费经付了的学费.

•中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能否做到高效可持续的
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 支精干的公共卫生专业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支精干的公共卫生专业
队伍，能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和维护体
系 能否体现高科技信息化 能否具有自我评系，能否体现高科技信息化，能否具有自我评
价不断完善的可持续性功能。



公共卫生人才与硬件的关系公共卫生人才与硬件的关系
是1与0的关系



0 00 0 0 00 00 0 0 0

没有人 一切都是零没有人, 切都是零



应对体系建设的重点(3)

• 应对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
可能一蹴而成 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不断完善 不可能 蹴而成。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不
断提高. 要强调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可持续性和自
我完善功能。我完善功能。

• 资源分配上，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建设和公共卫生
应对体系的维护和完善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应对体系的维护和完善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 我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重点是预防和应对。
预防第一, 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第 , 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体系至少应有以下六个子系统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

•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传染病病报告和监测系统,多症状监
测预警系统 临床预防信息沟通交流系统 临床和预防医测预警系统,临床预防信息沟通交流系统, 临床和预防医
学专家信息库, 生物、化学、核威胁信息库)

• 疾病预防保健网(三级预防保健网, 现场流行病学队伍,疾病预防保健网(三级预防保健网, 现场流行病学队伍, 
现场实验室快速诊断系统, 预防医学人才培训基地, 卫
生监督执法队伍, 危机沟通和公共关系专业队伍, 健康
教育专业队伍)教育专业队伍)

• 医疗救治体系(医院外医疗急救中心, 三级传染病和非传
染病救治网络,中毒救治中心)染病救治网络,中毒救治中心) 

• 医药器械应急用品储备系统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监测和评价系统公共 事件 机 价



2003年SARS危机后,年 危机后,
我国政府和人民化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化了
很大的精力和资源很大的精力和资源

改善公共卫生应对体系改善公共卫生应对体系.



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们做得怎么样?
年 又回来了2004年, SARS又回来了…

广东: 1/5 1/31: 4例广东: 1/5-1/31: 4例
北京/安徽: 4/22 5/7:9例北京/安徽: 4/22-5/7:9例



广东, 1/5-31



2004年广东省4例SARS病例

的发病和治疗时间的发病和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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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4/22-5/7

来源:北京CDC



2004年处理SARS暴发的过程和事实(1)

• 2004
– 4/21, 5:00 PM: 西城区CDC接到一例疑似SARS报
告, 40分钟到现场开始调查,隔离等

– 4/21 晚, SARS网络实验室启动

– 4/22 晚 该例SARS实验室确诊4/22, 晚,该例SARS实验室确诊

– 4/22, 7:00PM, 卫生部向全国公布SARS消息

4/22 23 分别关闭三个可疑疫源地– 4/22-23, 分别关闭三个可疑疫源地



年处 暴发的过程和事实2004年处理SARS暴发的过程和事实(2)

• 2004
– 4/22, 地坛SARS定点医院启动

– 4/23, SARS指挥部开始工作, 指挥部开始 作

– 4/24, 隔离和调查了747名密切接触者中的80% .
5/10 解除 719名密切接触者的隔离– 5/10, 解除 719名密切接触者的隔离

– 5/23, 所有隔离解除, 没有发现新病例

– 7/1: 公布调查报告:暴发原因:实验室泄漏, 国家
CDC主任辞职.



北京市SARS病例发病时间,确诊时间，和两条传播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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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 安徽安徽

宋宋X (X (女女/26)/26)
7/3~22/3

症状 (25/3)
23/3

2/4
29/3

健宫医院
魏魏XXXX(宋母，53)

症状 8/4，死亡( 19/4)

2/4健宫医院

病毒所
李X(女/20，宋X护士)

症状 (5/4 )

宋父
李

宋母
藤

宋姑
李 (李,45)

(症状19/4)
(藤,44)

(症状17/4)
(李,)

(症状18/4)

杨杨XX (XX (男男/31)/31)

病友(张,49)
(症状19/4，critical)

陪护(徐,23)
(症状19/4)

杨杨XX (XX (男男/31)/31)
症状症状 (17/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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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004年SARS处理情况比较

公共卫生应对体系 2003 SARS 2004 SARS

应急指挥中心 不得力 指挥有力

信息系统 不畅通 畅通信息系统 不畅通 畅通

快速诊断能力 不具备 发挥作用但需改善

现场流行病队伍 准备不充分 准备就绪高效现场流行病队伍 准备不充分 准备就绪高效

药械 准备不充分 有准备

医院和医务人员 准备不充分 治疗有准备医院和医务人员 准备不充分 治疗有准备

预警和报告无准备

危机沟通技巧 差 好危机沟通技巧 差 好



医院和医务人员没有预警和报告意识的证据

病例 发病时间 怀疑SARS时间 时间间隔病例 发病时间 怀疑SARS时间 时间间隔

宋 X 3/25 4/20 27 天
李 X 4/5 4/22 12天
杨 XX 4/17 4/22 6天



观察

• 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改善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公共 体系 改善但革命尚未成功同 仍
需努力

• 两个关键的改善机会两个关键的改善机会

– 观念更新:从生物医学模式向大公共卫生/大
医学模式(生物 医学 心理 精神 环境模式)医学模式(生物-医学-心理-精神-环境模式)

– 公共卫生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观念要更新观念要更新

• 公共卫生人员只掌握约10%解决公共卫生问
题的资源

• 公共卫生各专业应学会合作:现场流行病人• 公共卫生各专业应学会合作:现场流行病人
员必须和实验室人员和公共关系人员合作

• 公共卫生必须和临床人员合作

• 政府各部门必须合作• 政府各部门必须合作



观念要更新

• 公众健康应该成为国策.现有政府机构/机制
不利于公众健康不利于公众健康

• 公共卫生/公众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

的生物医学问题或者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
AIDS防控就是典型的例子控就 典 子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建设全国传染病快速诊
断实验室网络并配套相应的制度断实验室网络并配套相应的制度

• 同时还需要

• 现场流行病应急队伍网络

• 公共卫生应用研究能力

• 公共关系和危机沟通队伍

• 新发和复燃传染病监测系统

• …

没有软件,硬件是没有用的没有软件,硬件是没有用的



观察

• 尽管所有的传染病都是地方性的, 但
传染病决不会尊重国界, 省界和县界
的的

• 投资公共卫生/公众健康,不仅限于投资公共卫生/公众健康,不仅限于
SARS和AIDS, 将会保障每个国民免
于疾病 改善生活的质量于疾病, 改善生活的质量.



• 党和国家领导十分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中国有能力建设高效敏感可持续性的公共卫生应对系统

• 党和国家领导十分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中国传染病法制建设已上轨道

• 高度负责的各级人民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高度负责的各级人民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平衡的重要性

• 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公共卫生应对系统上的优越性:小汤山医院
SARS病区的建设充分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资源动员组织和整合能SARS病区的建设充分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资源动员组织和整合能
力举世无双,

• 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建立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应对系统，相对
于其他领域 化钱要少得多 见效要快得多于其他领域，化钱要少得多， 见效要快得多,

• 中国公共卫生原来的基础很好,
• 中国人对预防第一的概念普遍容易接受• 中国人对预防第 的概念普遍容易接受,
• 经过抗SARS的洗礼,中国的公共卫生队伍有了实战经验,
• 海外的公共卫生人力资源期望为祖国服务,,
• 中国一定有能力建设成高效敏感可持续性的公共卫生应对系统.



“国民生产总值(GNP)告诉
你一个国家里所有不重要的事.但你 个国家里所有不重要的事 但
它并不告诉你田园风光的美丽,音
乐和艺术带来的快乐和价值 也乐和艺术带来的快乐和价值, 也
不告诉你孩子们的健康 …”

Margaret Catley-Carlsong y
UN Children’s Summi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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