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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月全市新报告病例3053例

全市99.4%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可快速检测艾滋病

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
到， 北京市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
例艾滋病病例以来， 截至2017年
10月31日， 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及病人共25648例， 其中，
艾滋病病人为6750例。 目前， 全
市现存活感染者及病人共17476
人， 今年1月至10月， 新报告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3053例 ，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62%。

全市艾滋病疫情呈现出五个
特点： 经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
首要途径， 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
人群呈现高流行态势； 现存活病
人数持续上升 ， 病死率明显下
降； 注射吸毒传播持续保持较低
水平， 注射吸毒人群新发感染得
到一定控制； 青年感染者和病人
占相当比例； 外省市流动人群所
占比例居高不下。

记 者 从 市 卫 计 委 了 解 到 ，
2010至2017年， 全市财政共投入
达2亿余元经费， 保证预防控制
工作的开展， 患者的免费用药，
“政府主导， 部门各负其责， 全
社会共同参与” 的防治格局已经
形成， 防治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目前， 全市建立了246家艾滋病

筛查实验室， 11家艾滋病确证实
验室， 329个检测点， 99.4%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开展艾滋
病 、 梅毒抗体快速检测能力 。
2017年疫情估计结果显示， 北京
市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发现率达
到83.3%。

同时， 北京市全面推行 “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转诊绿色通道”
工作， 简化了艾滋病病患入组治
疗流程， 病人发现到治疗的时间
从2011年的100天缩短到10.3天，
治疗覆盖率达到88.2%。

艾滋病毒的三种传播途径

艾滋病毒HIV主要存在于感

染者和病人的血液、 精液、 阴道
分泌物、乳汁中。 包括性行为、母
婴传播、 血液传播3种传播途径。

性行为： 与已感染的伴侣发
生无保护的性行为， 包括同性、
异性和双性性接触。

母婴传播： 在怀孕、 生产和
母乳喂养过程中， 感染HIV的母
亲可能会传播给胎儿及婴儿。

血液传播： 包括静脉注射吸
毒， 与他人共用被感染者使用过
的、 未经消毒的注射工具， 是一

种非 常 重 要 的HIV传 播 途 径 ；
输入被污染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通过使用被污染的医疗器械而被
感染 ， 如牙科器械 、 手术器械
等； 日常生活中共用血液污染的
剃须刀、 牙刷以及文身等美容器
械等。

除了以上三条外 ， 目前没
有证据表明艾滋病还有其他传
播途径 。 所以正常生活、 工作、
娱乐、 运动等是不会传染艾滋
病的。

艾滋病的临床症状

HIV感染后， 最开始的数年
至10余年可无任何临床表现。 一

旦发展为艾滋病， 病人就可以出
现各种临床表现。

一般症状 。 持续发烧 、 虚
弱、 盗汗， 持续广泛性全身淋巴
结肿大， 特别是颈部、 腋窝和腹
股沟淋巴结肿大更明显。 体重下
降在 3个月之内可达 10%以上 ，
最多可降低40%， 病人消瘦特别
明显。

呼吸道症状。 长期咳嗽、 胸
痛、 呼吸困难， 严重时甚至会痰
中带血。

消化道症状。 食欲下降、 厌
食、 恶心、 呕吐、 腹泻、 严重时
可便血。 通常用于治疗消化道感
染的药物对这种腹泻无效。

神经系统症状 。 头晕 、 头
痛、 反应迟钝、 智力减退、 精神
异常、 抽搐、 偏瘫、 痴呆等。

皮肤和黏膜损害 。 单纯疱
疹、 带状疱疹、 口腔和咽部黏膜
炎症及溃烂。

肿瘤 。 可出现多种恶性肿
瘤， 位于体表的卡波济肉瘤可见
红色或紫红色的斑疹、 丘疹和浸
润性肿块。

加强自我保护预防艾滋病

目前尚无预防艾滋病的有效
疫苗， 因此最重要的是采取预防
措施。

避免直接与艾滋病患者的血
液、 精液、 乳汁和尿液接触， 切
断其传播途径。

避免与HIV感染者、 艾滋病
病人及高危人群发生性接触。 提
倡使用避孕套。

不与别人共用针具吸毒， 身
体穿刺、 文身或者任何需要侵入
性的刺破皮肤的过程， 都有一定
的艾滋病病毒传播危险。

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
品，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献
血、 献器官、 组织及精液者应做
HIV检测。

艾滋病或HIV感染者应避
免妊娠 ， 出生婴儿应避免母乳
喂养。

近日，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丰台分局为了更好地创建放心
消费环境， 进行多元化的消费教
育活动， 拓展消费教育的阵地。
特选取北京458路交车作为消费
教育示范车。 北京458路是丰台
区河西至丰台区北京南站一条极
为重要的北京公交线路， 横穿丰
台区域， 途经4条地铁线， 是丰
台区里最为繁忙的公交线路之
一 ， 全程28.76公里 。 线路途经
世界地热博览园、 二七厂、 卢沟
桥 、 抗战雕塑园 、 丰台体育中
心、 大观园、 北京南站等人流量
大的重要路段。 11月18日， 北京
市首条载有消费教育宣传栏458
路公交车正式上路， 利用公交车
流动宣传在全市先行先试。 通过
20余幅消费维权漫画的形式开展
消费教育宣传。

一是， 创新宣传渠道， 利用
公交车覆盖面广、 流动性强、 亲
民 性 高 的 特 点 ， 将 公 交 车 作
为 放 心消费环境创建的流动宣
传 “课堂”。

二是， 通过漫画案例形式，
消保维权意识更能深入人心。 公
交车上的消费宣传栏的位置醒
目， “创建放心消费环境 共享
首都美好生活 ” 的标语简洁明
快， 并配有可扫描的二维码， 扫

描后可通过手机随时观看。 宣传
内容以百姓身边的消费维权故事
和案例为主。 重点以预付卡、 七
日无理由退货、 “霸王条款” 等
消费维权内容为主。 将群众最关
心、 最需要的消保维权知识， 通
过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是， 传播效果好， 并在沿
途的部分重要节点的车站公交候
车厅投放掌上维权信息， 实现动
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立体式全方位
的消费维权宣传网络。 消费维权
教育在全天候全覆盖上取得了新
突破。 这一移动平台使丰台区创
建放心消费环境和消费维权宣传
随着旋转的车轮融入全区每一个
重要的节点， 成为首都一道亮丽
的消费维权风景线。

（李斌）

世界艾滋病日

艾艾滋滋病病离离我我们们真真的的不不遥遥远远

今天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 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共担防艾责任， 共享健康权利， 共建健康中国”。
艾滋病的全称为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英文缩写 “AIDS”， 是由人体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
病毒 (HIV) 引起的免疫缺陷综合症。 艾滋病是目前人类尚未完全攻克的医学难题， 防治艾滋病关系到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本报记者 唐诗

由北京市总工会指导， 劳动
午报社、 北京市劳动模范协会、
北京工会传媒协会主办的 “把微
笑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活动 ， 已连续开展3届 。 今年 ，
该活动将走进企业免费为1000名
劳动者拍摄笑脸照， 展示他们在
工作、 生活中的风采。 届时还将
制成24寸精美照片 ， 让他们把
“微笑” 带回家。

同时， 活动即日起首次开设
职工自荐和工会推荐环节， 只要
您动动手指， 就有机会获得免费
拍摄 “最美微笑照” 的机会， 并

参评 “首都最美劳动者”。
1.职工自荐与工会推荐。 12

月4日前， 北京职工或单位工会
通过在线报名系统上传相关资料
（姓名、 单位、 岗位、 手机号码、
工作照、 200字以内事迹）。

扫描右下方二维码， 直接进
入报名系统。

2.点赞投票。 开展微信投票
点赞活动， 并根据事迹和点赞情
况， 评选10名左右入围人选。

3．现场拍摄。 组织专人上门
拍摄 “最美微笑照”， 并制作成
精美照片赠送， 发放奖品。

4．首都最美劳动者评选。 根
据情况评选出1-2名 “首都最美
劳动者” 提名人候选人， 经职工
单位同意后， 参与 “首都最美劳
动者 ” 及 “首都最美劳动者提
名” 评选。

5．其他。 获得 “首都最美劳
动者 ” 及 “首都最美劳动者提
名 ” 者 ， 将发放证书及相关奖
品， 并予以宣传报道。

“把微笑带回家，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自荐推荐报名开始

公

告

何鹏：我单位与你已终止劳动
关系。 望即日起在 10 日内携带本
人相关证件到人力资源部办理人
事档案转递相关事宜。 如到期后
你没来办理， 造成的后果由你本
人负责。 单位：公交保修分公司，
联系人：蔡金茁，电话 82070801。

公

告

秦驰 11010419820****661 您
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所签的劳动合
同将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到期，本
单位将与您终止劳动合同。 请您于
合同期满后 15 日之内到分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第四客运分公司

公

告

杨海燕、姚敏、张晶、王蕾、张晶川、赖灿
成、刘超英、吴华丰、容镭、祝东晓、周启盈、
赵红、康可晶、薛俊华、朱月华、艾屹梅、袁
宷、高东翔、徐国平、茅棣、万春兰、张阔：

你们已离开我中心多年，且未到我中心
办理档案转出手续，现通知在十五个工作日
内，速到人事处办理档案转出事宜，逾期我
中心将按相关规定处理，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联系电话：66137430

中国儿童中心
2017 年 12 月 1 日

公

告

依据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的京编办事 [2015]131 号文
件 ， 关于同意撤销北京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的函，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北京
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育
培训中心正在办理清算事宜 ，特
此公告。

2017 年 11 月 16 日

北京首个公交流动
消费教育宣传栏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