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病防治信息

第九期

2014 年 12 月

地方病防治信息
中国地方病协会主办

2014 年

目

第九期

录

协会动态
中国地方病协会联合体协调办公室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1
中国地方病协会氟砷专业委员会换届暨学术交流会纪要 .....................................................................2
综合报导
陕西省地病所对饮水型氟中毒监测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4
内蒙古自治区鼠疫监测工作受到国家疾控中心表彰 .............................................................................4

1

地方病防治信息

第九期

2014 年 12 月

中国地方病协会联合体协调办公室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中国地方病协会联合体协调办公室第八次

如何防范不合格粗碘进入碘酸钾生产企业以及

工作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如何保证加碘食盐质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

会议由湖南省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出

论。最终会议达成如下共识：

席会议的有中国地方病协会会长齐小秋、常务

一、会议高度评价二十多年来食盐加碘在

副会长许弘凯、副秘书长杨学明；国药集团杜

消除碘缺乏病、提高人口素质上功不可没，必

香云、齐月琴；中盐总公司范志、崔静；联合

须坚持下去；同时对原碘的供应到碘酸钾的生

体八家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特邀国家卫生计

产及销售各个环节，在质量和销售渠道上给予

生委疾控局严俊处长和张树彬主任科员、国家

充分肯定。

发改委体改司汪海处长、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

二、会议呼吁碘酸钾的生产在国家层面上
应引起高度重视，现在使用的原
碘是从智利进口的精碘，含量超
过 99.5%。我国无天然碘矿，只
能在海产品和回收碘中提炼粗
碘，质量远不能达到精碘的含
量，同时粗碘主要是在报废显示
屏中提炼，许多微量元素不能除
净，尤其是氟元素，长期食用会
导致慢性氟中毒。市场一旦放
开，很容易出现“地沟碘”。必
须高度重视，保护源头，防范未

崔桂玲处长到会指导。湖南省轻盐股份公司总
经理苏德辉、副总经理徐宗云、副部长刘小伟
列席会议。
会议由许弘凯主持。苏德辉总经理致热情
洋溢的欢迎辞并介绍轻盐股份公司有关情况；

然。
三、会议认为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出台。
与此同时，碘酸钾生产及销售过程必须要严格
监管，否则，就无法保证生产出合格的加碘食
盐。所以碘酸钾定点生产必须继续坚持。

会议就盐业体制改革后，原碘的财政补贴和供

四、会议强调国家的财政补贴是确保原碘

应、市场放开条件下碘酸钾生产企业的生存、

供应的重要手段。利用智利 SQM 公司给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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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审情况。
八家碘酸钾定点生产企业分别汇报了
2014 年前三季度原碘采购、碘酸钾生产和销售

五、联合体成员单位提交了相关汇报材料，

情况；国药集团齐月琴汇报了原碘进口、供应，

阐明了许多论点和依据，国家机关有关领导非

定点生产企业碘酸钾生产、销售、库存的整体

常重视，要求提供更加详细材料作参考，为决

数据分析。总体情况是供、产、销均有较大幅

策提供依据。

度减少，全国大面积碘化钾添加“海藻碘盐”

六、与会代表一致表示，碘酸钾生产企业
应适应市场规律，凭质量和服务有序竞争，优
胜劣汰。
中盐总公司崔静通报了联合体检查评审小

的生产，是冲击碘酸钾销售的主要原因。
会议对湖南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的热情
服务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联合体协调办公室供稿）

组对湖北华鑫、重庆建新、自贡鸿鹤三家企业的

中国地方病协会氟砷专业委员会换届暨学术交流会纪要
中国地方病协会氟砷专业委员会于 2014

任王钢，第二届氟砷专委会金银龙主任委员、

年 12 月 9 日在深圳召开换届暨学术交流会议，

孙贵范副主任委员、第三届氟砷专业委员会候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地方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选委员，以及 3 家企业的代表。

书长许宏凯、副秘书长杨学明、协会办公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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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召开氟砷专委

（市）、自治区、直辖市的 23 家单位，32 名委

会换届会议，产生第三届氟砷专业委员会委员

员中有 23 名为新委员，新委员占 72%，50 岁

和正、副主任委员；2）研究讨论今后的工作计

以下委员 20 名，占 62.5%。会上，金银龙主任

划；3）第三届氟砷专业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学术

委员提出了对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设想。与会

交流。

委员对金银龙主任委员的工作报告和工作设想
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大家对新一届氟砷专
业委员会在氟砷中毒防控领域做出新的贡献充
满信心。

氟砷专委会换届会议由许宏凯常务副会长
主持。在听取第二届氟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金银龙的专委会工作总结及换届筹备工作汇报
后，与会代表鼓掌通过第三届专委会委员名单，

换届会议之后进行了第三届氟砷专委会第

杨学明副秘书长宣布第三届氟砷专委会委员和

一次学术交流。孙贵范、高彦辉和武克恭三位

正、副主任委员名单。（名单附后）

专家分别作了“21 世纪医学新模式对我国氟砷
防治研究的启示”、“中国地方性氟砷中毒流行
现状及防治进展”、“地方性砷中毒防治现状与
思考”的学术报告。会议还邀请了 3 家企业就
饮水除氟除砷技术，以及氟砷快速检测等新技
术新方法进行了交流。
本次换届会议和学术交流取得了圆满成
功。

第三届氟砷专委会委员来自疾病控制、高
等院校、部队和企业 4 个方面，涉及 20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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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氟砷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金银龙
孙贵范、李增德、高彦辉、欧阳葵会

委员兼秘书苏丽琴， 委员

边建朝、丁震、范中学、洪峰、侯常春、黎新宇、李浩庭、李明

健、李有福、廖永建、马景、潘力军、潘月华、钱聪、佟建冬、吴锦权、吴顺华、武克恭、夏雅
娟、杨小静、叶枫、应波、于光前、张玲、赵丽军、周素华。
（中国地方病协会氟砷专业委员会供稿）

陕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对饮水型氟中毒监测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为保证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饮水型氟中

况，并随机抽取了两监测县的水样进行复核。

毒第二个五年监测工作顺利实施，近日，陕西

经检查，两县均能按照项目方案要求及时开展

省地病所组成技术指导小组对咸阳、榆林承担

工作，目前已完成现场调查、样品采集和 X 光

此项目的县进行了技术指导。

片的拍摄，并顺利通过了国家实验室外质控考

指导小组深入到咸阳市礼泉县和榆林市靖

核。技术指导小组在复核现场强调了氟斑牙临

边县，详细查看了两县监测工作的实施方案和

床诊断中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对在诊断中出现

培训资料，重点核查了 6 项监测指标与实际调

的个别问题及时给予纠正，要求各项目县尽快

查结果到吻合程度。结合项目县的调查资料，

上报数据库和总结报告。

指导小组抽查了礼泉县烽火镇中心小学和靖边
县四十里铺小学 40 余名儿童氟斑牙的检查情

（摘自山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工作简
报 2014 年第 12 期）

内蒙古自治区鼠疫监测工作受到国家疾控中心表彰
2014 年 6 月 11 日~13 日，全国鼠疫监测工
作会议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中心，24 个省（市）、

导和代表共计 100 余人。内蒙古自治区地病中
心派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中心李

自治区疾控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

群主任主持，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预警处刘

等专业机构以及 42 个国家级鼠疫监测点的领

志强副处长讲话，对各省区、市积极开展鼠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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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要进一步抓

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被评为优胜监测点，

好鼠疫防控工作，严防麻痹思想，加强领导，

四子王旗等 4 个监测点评为优秀，鄂托克前旗

要有长期性和突发性的认识。

等 2 个监测点评为达标。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

会议对 2013 年全国鼠疫监测工作进行了

制中心鼠布基地丛显斌书记作总结发言，要求

总结。通报了 2013 年全国鼠疫网路直报情况。

各省市抓好 2014 年的鼠疫防治、监测工作的同

同时对国家级鼠疫监测点考评优胜单位进行了

时，继续做好鼠疫防治“十二五”规划工作。

颁奖。我区 8 个国家级监测点的兴安盟科右中

中国地方病协会
传真：010-6236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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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内蒙古地方病 2014 年第八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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