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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耐药监测促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管理—技术

下基层”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背景 

目前，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和细菌耐药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

的公共卫生问题，防控细菌耐药是我国开展抗菌药物管理乃至合

理用药管理的核心任务。近年来，我国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

理办法》指导下，通过采取多项措施，规范临床用药，加强对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菌耐药性的监测，在推动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抵御细菌耐药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了进一步做好细菌耐药监测，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这项

集行政与技术于一体的重要工作，促进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入网

医院搭建“管理-微生物-临床”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推进细菌耐

药监测网工作逐步迈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国家卫生计生委

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于 2014 年实施了“以耐药监测促抗菌药物合

理应用和科学管理——百家医院在行动”项目，在 100 家监测网

点医院举办了 150 场专业技术培训班，加强了对开展细菌耐药监

测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了多部门、多学科之间的沟通协作，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 2014 年“百家医院”培训项目的基础上， 

2016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成功开展了“以耐药

监测促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管理——技术下基层”活动，覆

盖 17 个省、28 个城市，惠及 168 所医院，其效果得到多方认可

与好评。 

为了解更多的监测网成员单位开展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实际

情况，提高监测质量，推动成员单位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长效

机制的建立，继 2016 年“以耐药监测促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

管理——技术下基层”项目后，我们将在 2017 年继续开展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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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意义 

深入调查和了解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成员中部分基层医疗机

构细菌耐药监测工作开展情况，例如医院对开展细菌耐药监测工

作的重视程度、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能力建设、药敏试验质量管理

体系建设、临床微生物标本送检率、标本合格率、能否正常上报

数据、是否能为本机构提供耐药监测报告以及对临床用药的指导、

微生物技术人员参与学习培训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细菌

耐药监测工作中遇到的技术困难，提高监测数据上报的水平和能

力；促使医疗机构进一步加深对细菌耐药监测工作的重视程度、

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入网医院多学科、多部门间的协作和交流，

提高临床微生物标本的送检率和合格率，提升细菌耐药监测质量，

促进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和科学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活动对象 

2016 年未开展此项活动的 11 个省份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部

分试点医院，以及已完成该项活动的 4 个省份“回头看”试点医

院，计划走访 58 所、总计覆盖 208 所医院（见附件）。 

四、专家团队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分管细菌耐药监测网

工作领导或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带队，

各省级细菌耐药监测网负责人协助，邀请部分国内著名临床微生

物、感染、感控等专家一同组成专家小组进行走访。 

五、活动形式 

时间 内容 地点 

第一天 专家小组抵达活动举办地 活动所在地 

第二天上午 
专家组成员分别考察首家医院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及 ICU/呼吸

科/外科等地，现场查看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及操作演

示。专家组要提前对所前往的医院上报细菌耐药监测数据情

况做好了解和分析，有针对性的予以指导 

首家医院会

议室、临床微

生物实验室

和相应临床

科室 

第二天下午 
在首家医院举办题为“以耐药监测促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科

学管理—技术下基层”报告会，由专家做技术讲座（1、如何

首家医院会

议室 



5 
 

确保做好高质量的耐药监测；2、耐药监测在临床应用和科学

管理中的价值；3、抗菌药物临床合理使用等）。除本院相关

人员外，可酌情邀请同城另外 3-5 家监测网成员医院（或省

监测网成员单位，其中必须包括部分二级医院）抗菌药物管

理工作组和耐药监测相关人员共同参加；报告会后举行小型

座谈会，听取各医院开展细菌耐药监测情况汇报（10 分钟/

人），专家组根据汇报情况予以点评指导 

第三天上午 
专家小组走访第二家医院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及相关临床科

室，了解情况并根据需要进行现场指导及操作演示，专家组

将考察情况向该院相关部门领导予以反馈 

第二家医院

会议室、临床

微生物实验

室及相应临

床科室 

第三天下午 专家小组返程  

六、其他事项 

（一）该项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主办，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技术分中心、质量管理中心、各省细菌耐药

监测中心、相关医院共同协办。 

（二）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负责项目实施方

案的设计，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验收并对项目经费

进行统筹管理。 

（三）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学术委员会、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技术分中心和各省细菌耐药监测中心应对此项目的开展予以技术

支持和学术援助。 

（四）各相关医院抗菌药物管理工作组负责本项目的计划和

落实，从事细菌耐药监测网工作的相关人员应予以积极配合。 

七、联系方式 

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姚宝莹  刘晓琳   

电  话：010-88312157、88312120 

传  真：010-88312155 

邮  箱：naiyaojiance@heliyongy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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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耐药监测促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管理—技术下基层”项目实施明细 

省份 场次 城市 主要考察医院 周边参与医院 专家小组 计划时间 

天津 

1 天津市 

举办会议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市西青医院，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天津市第二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天津市黄河医院，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武清区人民医院，天津市胸科

医院 

组长：刘晓琳 

副组长：杨彬 

专家：张坚磊，逄崇杰 

6月 22-23日 

次日考察医院：天津市环湖医院 

1 天津市 

举办会议医院：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港口医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天津市大港医院，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组长：郑波 

副组长：杨彬 

专家：张坚磊，逄崇杰 

8月 4-5 日 

次日考察医院：天津市泰达医院 

内蒙古 

1 包头市 

举办会议医院：包头市中心医院 
包头肿瘤医院，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医院，包钢集团第三职

工医院，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包头市第四医院，包头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蒙古包钢医院，包头

市蒙医中医医院 

组长：徐英春 

副组长：福泉 

专家：常晓悦 

7月 13-14日 

次日考察医院：包头市第八医院 

1 
海拉尔

市 

举办会议医院：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海拉尔区人民医院，满洲里市第一医院，牙克石市人民医院， 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扎兰屯市人民医院，

扎兰屯市中蒙医院，阿荣旗人民医院，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组长：刘晓琳，张耀华 

副组长：福泉 

专家：常晓悦，罗燕萍 

8月 3-4 日 
次日考察医院：内蒙古海拉尔农垦总

医院 

辽宁 

1 抚顺 

举办会议医院：抚顺市中心医院 

阜矿集团总医院，盘锦市中心医院，阜新市中心医院，辽阳市中心医院 

组长：郑波 

副组长：楮云卓 

专家：张静萍 

6月 16-17日 

次日考察医院：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1 本溪 举办会议医院：本钢总医院 丹东市第一医院，本溪市金山医院，朝阳市中心医院，朝阳市第二医院， 组长：刘晓琳，徐英春 9月 1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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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考察医院：本溪市中心医院 
丹东市中心医院，葫芦岛市中心医院，锦州市妇婴医院 副组长：楮云卓 

专家：张静萍 

山东 

1 泰安 

举办会议医院：泰安市中心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肥城矿业集团中心医院，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泰市第一人民医院 

组长：肖永红 

副组长：申翠华 

专家：冯献菊，姜淑娟 

3月 16-17日 

次日考察医院：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1 青岛 

举办会议医院：青岛市中心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青岛市市立医院，青岛妇女儿童医院，青岛市胶州

中心医院，平度市人民医院，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青岛市第八人民医

院，青岛市城阳人民医院，青岛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青岛市黄岛区中

医医院，青岛眼科医院，青岛市黄岛区人民医院，即墨市人民医院 

组长：王辉 

副组长：申翠华 

专家：吴大玮 

7月 5-6 日 

次日考察医院：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江苏 

1 徐州 

举办会议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 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 

组长：卓超 

副组长：程梅 

专家：黄茂，刘根焰 

5月 11-12日 

次日考察医院：徐州市中心医院 

1 镇江 

举办会议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丹阳人民医院，句容市人

民医院 

组长：王辉 

副组长：程梅 

专家：杨毅，褚少朋 

6月 8-9 日 

次日考察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福建 

1 泉州 

举办会议医院：泉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石狮市（华侨）医院，漳州市医院，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市第二医院，厦门大

学附属成功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龙岩市第一医院，龙岩市第

二医院 

组长：肖永红 

副组长：吴泉明 

专家：杨帆，杨滨 

7月 7-8 日 

次日考察医院：晋江市医院 

1 南平 

举办会议医院：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宁德市医院，宁德市

闽东医院，福鼎市医院，三明市第一医院，三明市第二医院，沙县医院，

古田县医院 

组长：卓超，张耀华 

副组长：吴泉明 

专家：胡付品，胡辛兰 

5月 22-23日 

次日考察医院：建瓯市立医院 

上海 1 上海 
举办会议医院：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医院，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北院宝山分

组长：刘晓琳 

副组长：胡付品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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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考察医院：上海市浦东医院 
院（宝山区仁和医院），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 专家：朱德妹，李光辉 

1 上海 

举办会议医院：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组长：肖永红 

副组长：胡付品 

专家：朱德妹，李光辉 

6月 20日 

上午考察医院：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湖南 

1 衡阳市 

举办会议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衡阳市中心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华大

学附属南华医院，解放军第一六九医院，永州市中心医院 

组长：刘晓琳，张耀华 

副组长：吴安华 

专家：邹明祥，任南 

5月 18-19日 
次日考察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1 湘潭市 

举办会议医院：湘潭市中心医院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湘乡市人民医院，湘潭市

妇幼保健院 

组长：肖永红 

副组长：吴安华 

专家：邹明祥，任南 

6月 6-7 日 

次日考察医院：株洲市中心医院 

宁夏 1 
银川，石

嘴山 

举办会议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吴忠市人民医院，宁夏第四人民医院，中卫市人民

医院，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原宁夏煤炭总医院），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

院，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石嘴山市中医医院 

组长：郑波 

副组长：贾伟 

专家：刘进 

4月 17-18日 

次日考察医院：宁夏第五人民医院 

广东 

1 韶关市 

举办会议医院：粤北人民医院 

粤北第二人民医院，韶关市妇幼保健院，韶关市第三人民医院，翁源县

人民医院，南雄市人民医院 

组长：卓超 

专家：孙树梅，苏丹虹 
4月 28-29日 

次日考察医院：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1 阳江市 

举办会议医院：阳江市人民医院 
阳东区人民医院，阳西县人民医院，阳江市妇幼保健院，阳江市中医医

院，阳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组长：卓超 

专家：孙树梅，苏丹虹 
8月 11-12日 

次日考察医院：阳春市人民医院 

云南 1 德宏州 举办会议医院：德宏州人民医院 德宏州中医医院 组长：徐英春 3月 22-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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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考察医院：保山市人民医院 
副组长：单斌 

专家：许汪斌，张峻 

1 曲靖市 

举办会议医院：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曲靖市中医医院 

组长：刘晓琳，张耀华 

副组长：单斌 

专家：许汪斌，吴晖 

6月 15-16日 

次日考察医院：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 

1 合川区 

举办会议医院：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

院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重庆市铜梁区人民医院 

组长：徐英春 

副组长：张莉萍 

专家：周发春，孙珊 

5月 16-17日 
次日考察医院：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

院 

1 綦江区 

举办会议医院：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

院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组长：王辉 

副组长：张莉萍 

专家：郭述良，孙珊 

5月 18-19日 
次日考察医院：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

院 

四川 

1 乐山 

举办会议医院：乐山市人民医院 

乐山市中医医院 

组长：卓超 

副组长：喻华 

专家：杨勇 

6月 8-9 日 

次日考察医院：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1 西昌 

举办会议医院：凉山州一医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西昌市人民医院，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攀枝花市妇幼

保健院 

组长：冯献菊，刘晓琳 

副组长：喻华 

专家：卓超 

10 月 12-13

日 
次日考察医院：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湖北 

1 恩施 

举办会议医院：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中心医院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医院，利川市人民医院 

组长：刘晓琳，张耀华   

副组长：孙自镛 

专家：赵建平，简翠 

7月 13-14日 

次日考察医院：恩施市中心医院 

1 黄石 举办会议医院：黄石市中心医院 黄石市第二医院，黄石市中医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组长：郑波 8月 10-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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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考察医院：黄石市第一医院 
副组长：孙自镛 

专家：赵建平，简翠 

新疆 

1 伊犁 

举办会议：伊犁州友谊医院 

伊犁州中医医院，伊犁州妇幼保健院，兵团七师医院 

组长：郑波 

副组长：季萍 

专家：于湘友 

7月 21-22日 

次日考察：伊宁市人民医院 

1 喀什 

举办会议：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喀什市人民医院，喀什地区肺科医院，新疆兵

团第三师医院 

组长：刘晓琳 

副组长：季萍 

专家：张跃新，罗燕萍 

8月 17-18日 

次日考察：新疆疏勒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