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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面临境外输入的新挑战。疟疾曾在我

国广泛流行，自2010年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后，我国不仅阻断

了疟疾本地传播，对每年 3 000例左右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的防

控也卓有成效。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

疫情形势及流行特征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境外输入性疟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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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Currently, the local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ained in China;
howev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this 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outside of China. Importation of COVID
⁃19 cas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s therefore becoming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control of COVID⁃19 in China. Malar⁃
ia was once widely epidemic in China. Nevertheless, the local transmission of this parasitic disease has been interrupted in China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malaria elimination programme in 2010, and great succ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manage⁃
ment of appropriately 3 thousand malaria cases impor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nnually. Hereby, the epidemiologi⁃
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epidemic situation of COVID⁃19 in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malaria.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rom the management of overseas imported malaria in China, the strategy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VID
⁃19 control were proposed,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response to the importation of COVID⁃19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trol achievem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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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国暴发后，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采取了最强有力的防

控措施，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1］；但境外疫情正

在迅速蔓延，已呈全球大流行态势［2］。因此，我国又

面临“疫情倒灌”的新挑战。目前，我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除湖北外大部分

地区已连续多日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正在逐步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但若因境外输入

病例防控不力而引起再次传播，不仅可能造成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反复，也可能带来新一轮担心和恐

慌，造成已取得的抗击疫情成果毁于一旦。

许多传染病防控措施都有相似之处。而当前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同我国消除疟疾历程更是惊人

相似，经历着从“控制本地暴发流行”到“严防境外输

入传播”的转变［3］。疟疾在我国流行最严重时年发病

人数曾高达3 000多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疟疾暴发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启动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2010-2020年）》［4］；但由于国际交流的增加，我国面

临着每年3 000例左右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的严峻挑

战［5⁃7］。通过采取科学的防控策略和积极有效的措

施，成功巩固了我国消除疟疾的胜利成果，得到了世

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同行的高度肯定，也为其

他传染病防控积累了经验［8］。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疫情形势及流行特征的比

较分析，结合我国境外输入性疟疾防控的成功经验，

探讨当前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策略和

措施，为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境外输入、防止

本地传播提供借鉴。

11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疫情形势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疫情形势

1.1 我国疟疾疫情现状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感染

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与艾滋病和结核并列为全球三大

公共卫生问题［9］。2018年，全球仍有 90多个国家和

地区有疟疾流行，感染者约 2.28亿例，约 40.5万人死

于疟疾［10］。20世纪 60、70年代我国曾发生过两次大

范围疟疾暴发流行，年发病人数高达 3 000万。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疟疾暴发流行得到了有效控制，

自 2010年启动《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以来，本地疟疾病例数持续下降、流行范围大幅

压缩［11］，并于 2017 年首次实现无本地感染疟疾病

例［3］。但由于出国务工、经商、旅游以及参与国际交

流活动的人员日益增多，近年来我国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有境外输入性疟

疾病例报告，年报告病例数3 000例左右，已成为我国

消除疟疾的持续挑战［5⁃7］（图1）。

注：数据来自2002－2018年全国疟疾疫情报告
图图11 20022002－－20182018年我国疟疾疫情年我国疟疾疫情

1.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现状 自 2019年 12月

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来［12］，随

后疫情蔓延至全国各地。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

晚间，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国际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
al Concern，PHEIC）［13］。截至 2020 年 3 月 8 日 24 时，

我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80 735例，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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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病例 3 119例［14］。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

力的防控措施，目前我国境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快速上升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

呈持续下降趋势。但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在全球多个国家扩散和蔓延［15］。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Central European Time，CET）2020年 3月 8日上午

10时，全球已有 10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 105 586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其中中国境外确诊病例

24 727例、死亡484例［16］。2020年2月28日，WHO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风险级别由“高”提高至“非常

高”。自 2020年 2月 26日宁夏报告了我国首例境外

输入病例后，北京、浙江、广东、上海等地也相继发现

境外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截至 2020年 3
月8日24时，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 67例［14］（图 2），自 3月 7日以来除湖北以外

地区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图3）。

如果国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随着我国各地旅行限

制的逐步解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境外输入的风险将

进一步加大。因此，如何做好境外输入疫情防控、防

止继发传播和蔓延扩散，将成为能否巩固我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成果的关键。

注：数据来自2020年2月20日－3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各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通报
图图22 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注：数据来自2020年2月20日－3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各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通报。湖北以外地区指除湖北外的
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图图33 我国境内湖北以外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我国境内湖北以外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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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流行特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流行特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且在当前

疫情形势、流行特征和防控重点等方面上存在诸多相

似之处。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疫情形势都经

历了从国内本地高度流行到有效控制、再到境外输入

性病例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两种疾病的输入性病例

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都较本地病例更为分散，而且目

前绝大部分境外输入性病例为赴境外务工或旅行的

归国人员。此前，疟疾防控重点及时实现了从“控制

本地暴发流行”到“严防境外输入传播”的转变，有效

地巩固了我国消除疟疾成果［4］，而目前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也急需实现这一转变。②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和疟疾都有明显潜伏期，感染后不会立即产生症

状，因此在入境口岸开展检测存在一定技术难度。

③ 大部分人感染疟原虫后并不能产生持久免疫力，

因此可以反复多次感染疟原虫；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④ 疟疾和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均无有效疫苗，因此都缺乏有效手

段保护易感人群，要阻断传播更多依赖于控制传染源

和切断传播途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疟疾在传播途径和传播力、

本地流行和传播风险以及境外高流行区分布等方面

又有所不同。① 疟疾主要通过媒介按蚊传播，其传

播力大小与疟原虫虫种和按蚊媒介能量有关［9］；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

传播，其传播力极强［17］。因此，两者在传染源防控策

略和切断传播途径手段方面都有所不同。② 疟疾主

要通过媒介按蚊传播，输入性疟疾只有发生在有适宜

媒介按蚊孳生的地区且在流行季节才能引起本地继

发传播；而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本地传播和

流行的风险则不受地区和时间影响，引起本地传播的

风险更大。③ 两者目前在境外高流行区分布也不

同。疟疾的境外高流行区是非洲、东南亚以及南美洲

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9］，而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境

外高流行区是意大利、伊朗、韩国等已经发生广泛社

区传播的国家［16］。

33 我国输入性疟疾防控经验及其对新型冠状病毒我国输入性疟疾防控经验及其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的启示肺炎防控的启示

3.1 政府主导，加强部门及地区间合作 在消除疟

疾过程中，我国由政府牵头建立了卫生部门与出入境

检验检疫、商务和劳务输出等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

特别是与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建立了密切的信息通

报机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出入境重点口岸对

入境发热病人进行疟疾筛查发现阳性后，及时通报卫

生部门，由卫生部门开展病人治疗、同行人员追踪调

查、疫点处置等工作，同时将防控关口前移，建立了与

劳务输出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以便及时掌握回国人

员信息。另外，我国还建立了跨省或跨市区域疟疾联

防联控机制，各省也开展了多部门合作和信息交流共

享等方面的探索，有力推动了疟疾防控工作的持续深

入。前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多部门合作

机制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新的疫情形势需要

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加强卫生、海关、商务、公安、交

通、旅游等多部门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联动

协同机制，密切关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展

态势，主动对接沟通信息，及时分析研判境外疫情输

入风险。

3.2 调整策略，从群防群治转变为精准防控 我国

疟疾防控从控制走向消除的过程中，随着疟疾发病率

降低，疟疾流行特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基于疟疾疫

情形势研判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我国及时调整了防

控策略，实现了以人群防控为核心的“针对高发区，降

低发病率”的疟疾控制策略向以病例干预为核心的

“针对每个疫点，阻断疟疾传播”的消除疟疾策略转

变［4］，这种精准防控策略在输入性疟疾防控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病率

已大幅降低，流行特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除湖北外已

无新增确诊病例。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

的变化，防控策略和措施也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转

变，实现从“群防群治”到“精准防控”的转变。

3.3 依托社区，开展重点人群摸底排查和健康宣教

只有掌握出国人员信息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我国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大部分是农村出

国劳务人员，由于社区工作者和医务人员更了解本地

人员外出情况，工作中也容易获得信任，社区在对出

国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和健康宣教中起到了非常好的

效果。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出国人员数据库［18⁃19］，通过

调查掌握了出国务工人员的出国途径，为建立有效的

多部门合作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中，广大社区工作者奋战在一线，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议在今后境外输入性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继续依托社区力量，调整社

区防控工作重点和内容，充分调动社区工作者和医务

人员工作积极性，开展出国人员等重点人群摸底排查

和健康宣教工作。

3.4 提高意识，及时发现境外输入性病例 只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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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病例才能开展有效的应对措施。临床医生在

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发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为提

高临床医生对输入性疟疾的诊治意识和识别能力，我

国通过分级培训的方式对临床医务人员开展疟疾诊

治知识和技能培训，有效提高了医务人员疟疾诊治意

识和能力，确保了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及时发现和

规范治疗［20］。此外，为鼓励做好疟疾病例报告工作，

部分地区还实行了报病奖励制度，有效提高了报病工

作积极性。建议在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中也要注重临床医生培训，可以采用适当的激励制

度，提高临床医生诊治意识和报告病例的主动性、积

极性，充分发挥临床医生在抗击疫情中第一道防线的

作用。

3.5 加强检测，完善病原监测网络和质量控制体系

针对传统疟原虫显微镜镜检对低原虫密度感染者

容易漏检的问题［21］，我国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快速便

携的疟疾诊断试纸条（RDT）的规范化使用［22］，保证了

疟疾病例得到及时诊断和规范治疗，减少了输入性疟

疾继发传播风险。为保证疟原虫检测工作质量，我国

还建立了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有效提高了实验

室检测疟原虫的工作质量［23⁃24］。目前，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是确诊病例的重要依据，但也存在样本采集

和处理不规范、不同厂家检测试剂质量不一、检测结

果假阴性率较高等问题［25］。因此，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还需进一步规范，开发高敏感度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技

术时还应充分考虑新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应用的

可行性；此外，还需要依托现有临床检测实验室质量

控制体系进一步提高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的工

作质量。

3.6 主动监测，开展以病例为核心的线索追踪 除

通过医疗机构的常规被动监测发现病例外，输入性疟

疾防控还应围绕输入性病例开展反应性主动病例侦

查（Reactive case detection，RACD），以病例为核心进

行线索追踪，对输入性病例的同行人员和周围人群开

展追踪和筛查，从而及时发现已经发生的传播或潜在

的其他传染源［26］。在境外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中也可以考虑以病例为核心的线索追踪，不仅对

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和检测，同时还应对来自于

同一地点的同行者开展追踪和筛查。

3.7 及时响应，建立以时间节点为要求的工作规范

发现病例后的快速响应和处置是阻断继发传播的关

键。我国在疟疾防控实践中提出了针对每个病例和

疫点、以关键技术措施完成时间节点为核心指标的“1
⁃3⁃7”疟疾监测响应工作规范（即 1 d内进行病例报

告，3 d内完成病例复核和流调，7 d内开展疫点调查

和处置）［27］，该规范对每项防控措施的责任主体和完

成时间节点进行了明确，并建立了相应工作质量评估

要求，便于基层工作人员操作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

中，也明确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

控要求，强调了病例报告（确诊后 2 h内完成网络直

报）、样本检测（收到标本后 12 h内反馈检测结果）和

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必须24 h内完成）的时限要求［28］。

建议对疫点处置的时间节点也进行明确界定，并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的生物学及传播特征，建立一套以完成

时间节点为核心指标的工作规范，明确各项工作的具

体内容和责任主体，从而提高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及疫

点调查和处置的工作质量，以保证对每一例病例都能

进行及时响应和快速处置，切断可能的继发传播。

3.8 科技创新，为疫情防控提供驱动力 科技创新

在我国消除疟疾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敏感度检

测筛查、药物抗性监测、输入性疟疾传播风险监测等

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有力推动了消除

疟疾进程和输入性疟疾防控工作［29］。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暴发的初期，我国科研工作者就很快确定

了致病病原，并迅速研发检测技术，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应对输入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中，仍需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科研攻关力度，持续开展高敏感度检测、病例追

踪溯源、传播规律、药物与疫苗、输入性病例传播风险

以及策略评估等相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这将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提供持续驱动力。

44 结语结语

总之，面对境外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挑战，我们可以借鉴输入性疟疾防控的经验和做法，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完善多部门和跨地区

合作机制，及时沟通、协同作战，尽快实现从“群防群

治”到“精准防控”的策略转变，构建完善的监测响应

机制和工作规范，不断提升病原检测能力和工作质

量，充分依托社区力量开展重点人群摸排和健康宣

教，大力提升临床医生诊治意识和能力，及时发现和

救治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有效防范输入性

病例引起的继发传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无论疟疾还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是全人类面

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消除疟疾成果和经验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被WHO纳入国际规范全球推广。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在做好国

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要积极深入开展国际合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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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及时分享防疫经验并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通过各国共同实现抗击疫情目标来彻底

解除境外输入的风险，在全球疫情应对中体现大国担

当，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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