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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5

我市今年 1 月至 9 月“艾情”
公布
新报告 HIV 感染者和病人 594 例
97%以上新报告病例由性途径传播
2019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 11 月 30
日，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公布我市最新“艾情”：2019 年 1 月-9
月，全市新报告 HIV/AIDS594 例，较去年同期下降 7.2%，在全
国范围内，
我市艾滋病整体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

97%以上病例由性途径传播
今年我市新报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 7.2%
自 1990 年我市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以来，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全市已累计报告 HIV/AIDS（HIV 感染者和病人）6012 例，
其中 HIV3354 例，
AIDS2658 例。全市现住且存活病例 4473 例。
2019 年 1 月-9 月，全市新报告 HIV/AIDS594 例，较去年同期
下降 7.2%。其中 HIV397 例，AIDS197 例，死亡登记 21 例。全人群
HIV 感染率为 5.5/10000 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我
市艾滋病整体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
统计数据显示，我市新报告病例有 97%以上由性途径传播。
2019 年 1 月-9 月，新报告病例经性途径传播比例为 97.8%。同性传
播占 38.0%，比去年同期下降 11.7%。异性传播占 59.8%，其中男性
异性传播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 6.5%，女性增长 0.9%。
其中，
青年学生和60岁以上老年人仍需关注。2019年1月-9月，
新
报告 15 岁-24 岁年龄组病例 83 例，
占 14.0%，
男性同性传播占 85.7%。
新报告60岁以上年龄组病例87例，
占14.6%，
异性传播占89.7%。

针对重点人群普及防艾知识
我市艾滋病防控成效明显
今年以来，我市艾滋病防控成效显著。2019 年 1 月-9 月，全市
HIV 抗体检测数为 128.8 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7%，检出阳性
率（5.1/10000 人）较去年同期（5.8/10000 人）下降 0.7/10000 人。
此外，病死率明显下降（0.5%）。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EPP-Spectrum 模型估计，截至我市 2019 年 10 月底，检测发现率为
73.6%，治疗比例为 90.8%，病毒抑制率达到 96.8%，提前达到《中国
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
“三个 90%”中后两个 90%的
目标。
2019 年，全市创新开展艾滋病互联网+干预工作，组建网络干
预员通过微信、QQ、携手医防、Blued 等平台，批量发送宣教干预信
息，动员社会组织开展艾滋病风险评估、自我检测试剂邮寄及检测咨
询服务等。开展性病就诊者 HIV 和梅毒扩大检测，艾滋病随访与治
疗“一站式服务”、艾滋病感染者分类管理等创新工作。我市还开展
初高中艾滋病防治知识进课堂工作，使全市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
晓率达到 89%。
为提高老年人艾滋病防控相关知识知晓率，宁波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下发了《关于开展老年人群防艾知识百场讲座进社区活动的
通知》，组织对重点街道或乡镇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防艾
知识讲座。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全市累计检测老年人 121801 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2.6%。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陈琼

全省首个
供水行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挂牌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林涵） 为进一步引进高端科研人
才，增强我市科研力量，市供排水集团自来水公司与河海大学博士后
流动站管理办公室签订协议，经浙江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批准，于 11
月 29 日正式挂牌设立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完成第一位博士后
科研人员进站并作开题报告。
据了解，该工作站是我省供水行业以及宁波市属国有企业内首个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将围绕居民饮用水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遇到的
实际问题开展项目研究和技术攻关。依托高校先进理论和企业生产
实践，加速产教合一创新融合，将有效推动人才引进培养和产、学、研
合作，强化科研转换反哺，助力我市供水行业今后的经营发展。
另据介绍，宁波市中心城区目前采用优质水库水长距离输送结合
大口径环网统一配水模式，
整体呈现出配水范围广、输送时间久、管理
难度大的特点。工作站的首个科研项目将聚焦长距离配水过程中矿
物元素含量的精细化控制问题，从水库源头到居民龙头水进行跟踪实
验，着力形成一套适合宁波水环境特征的控制体系，这将对超滤膜净
水工艺在水行业的使用推广和应用研究提供重要数据积累和理论依
据，为我市供水水质向更高水平过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横河镇宜青桥村开展
“宪法进万家”
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胡金波 文/摄） 为迎接第六个
“12·4”
国家宪法日，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和宪法宣传覆盖面，近日，慈溪市横河镇
宜青桥村在文化礼堂前开展“宪法进万家”宣传活动。现场设有免费法
律咨询、宪法知识问答、免费理发等志愿服务活动，吸引了 120 多位村民
参加学习。
活动中，宜青桥村驻村法律顾问周丽清和村普法志愿者向市民发放
法治宣传折页，为村民免费提供各类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宣传中，周
律师充分注重结合农村实际，讲解了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关于外出务工、
婚姻家庭、债权债务、山林土地等纠纷问题，引导村民理性表达利益诉
求，
增强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
本次活动共分发宪法知识折页 100 余份，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10 余
次，结对帮扶法律困难村民 1 名，提高了群众学习宪法、使用宪法的能力，
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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