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卫合药委函〔2021〕39 号 

 

关于开展“四网一会”联动，促抗微生物药物合理 

应用和科学管理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应对细菌耐药这一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重大挑战，推动我国

遏制细菌耐药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

一步加强抗微生物药物管理遏制耐药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家卫生

健康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集国家层面多网联动优势，全方位整合

多学科资源与信息，助力临床抗微生物药物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水

平的提升，拟联合“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

监测网”“全国真菌病监测网”“中国医院感染监测网”和“中华医

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简称“四网一会”)组织开展“四

网一会”联动，促抗微生物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管理活动。 

具体实施方案和参与活动的医疗机构名单见附件，请各有关单

位领导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予以配合。活动实施过程中有任何问

题请及时与我会联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罗燕萍  姚宝莹  刘晓琳  

电话：010-88312649、88312149、88312120 

国家卫生健康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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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8312155   

邮箱：naiyaojiance@heliyongyao.org 

 

附件：“四网一会”联动，促抗微生物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管理活动

实施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                     

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4 日 

 

 

 

 

 

 

 

 

 

 

 

抄送：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全国真菌病监测网、中国医院感染监测网、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

耐药防治分会 

mailto:naiyaojiance@heliyongy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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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网一会”联动，促抗微生物药物合理应用 

和科学管理活动实施方案 

 

一、背景及意义 

细菌耐药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重大挑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

公共卫生问题。为应对这一重大挑战，积极推动我国遏制细菌耐药

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客观分析、评估“十三五”期间“遏制细菌耐

药国家行动计划”实施效果，发挥“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

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全国真菌病监测网”“中国医院感

染监测网”和“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简称“四

网一会”)多部门联动优势，全方位多学科整合资源与信息，通过多

网监测信息和试点医院现场情况调研，综合分析、评价医疗机构抗

微生物药物临床应用与管理、感染性疾病学科建设、细菌耐药及医

院感染控制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以及进一步改进措施和方法，促进医

疗机构感染性疾病科、临床微生物学、临床药学和医院感染控制等

学科建设，完善感染性疾病的多学科诊疗体系，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同时，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应对微生物耐药相关

要求的落实，为我国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提供依据。 

二、组织机构 

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中国药师协会 

协办：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全国真菌病监测网、中国医院感染监测网、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

耐药防治分会 

三、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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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2021年 9 月 

四、活动形式 

（一）活动内容 

由“四网一会”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分别从各自学科

和专业角度，完成 15 个省（市、自治区）的 15 所医院的调研和评

估，综合评价活动医院抗微生物药物科学管理和合理应用水平。活

动安排见表 1，各学科重点调研方向如下： 

（1）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综合管

理、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数据上报质量及原因分析、合理用药评价

及处方点评等。 

（2）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数据上报质量、重要耐药菌检出率、

医疗机构耐药监测报告规范性、微生物实验室综合能力等。 

（3）全国真菌病监测网: 数据上报及数据质量、真菌检测技

术、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人员培训情况等。 

（4）中国医院感染监测网：医院感染管理科建设、人员能力评

估、感染监测质量、感染控制措施落实及效果等。 

（5）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感染科建设、感染

性疾病多学科诊治、专档管理药物使用合理性、临床诊治对耐药监

测结果的依从性等。 

（二）参与人员 

“四网一会”专家团队，活动医院抗菌药物管理分管领导，感

染性疾病科、临床药学、医院感染控制科室、临床微生物、内科、

外科、儿科、急诊科、ICU 等感染性疾病相关临床科室人员。 

（三）时间地点 

2021 年活动举办地为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辽宁省、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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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贵州省、江西省、

云南省、福建省、四川省，具体活动计划见表 2。 

（四）专家组 

顾问：张耀华、颜青 

组长：杨小强、刘晓琳、徐英春、吴安华、黄勋、王明贵、罗

燕萍 

副组长及专家组成员见表 2。 

五、预期结果 

活动完成后将产出相应调研报告，反馈至开展活动医院和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六、其他事项 

    主办方负责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督导、检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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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网一会”联动，促抗微生物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 

管理单场活动日程 

时 间 活动形式 活动内容 

8:30-9:00 与院方见面会 相关领导讲话，相互介绍情况 

9:00-10:00 医院情况交流 

1、专家组介绍通过“两网”获得的医院近年细菌耐

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情况，重要耐药菌与本省

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以及真菌病监测工作开展情

况等。（时长 20分钟） 

2、分管院长介绍该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综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时长 10分钟） 

3、临床微生物人员介绍该院近 5 年细菌耐药情况，

重点围绕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铜

绿假单胞菌，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万古霉

素耐药屎肠球菌等耐药菌检出率科室分布、标本来源

分布及真菌检测工作开展情况等。（时长 10分钟） 

4、药学部门汇报入网情况及抗菌药物使用管理情况；

近 5 年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尤其是重点药物如替加环

素、碳青霉烯类、三代头孢菌素、含酶抑制剂复方制

剂、喹诺酮类及糖肽类；抗菌药物处方点评工作开展

情况以及运用抗菌药物监测数据分析评估用药及干

预情况等（时长 10分钟） 

5、感染控制科代表介绍该院感染监测质量、导管相

关感染发生率、手卫生依从性、消毒液使用量等感染

控制措施落实情况及效果。（时长 10分钟） 

10：00-12：00 现场调查 

专家分别前往部分临床科室（活动前商定）、感控部

门、药学部、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等进行调研和指导，

对评价指标预打分结果进行核查和修正。 

12：00-14：00 午餐 专家组集中在入住酒店用工作餐 

14：00-16：00 病例讨论 

针对调研内容由活动医院预先准备 20 份病例，专家

组从中抽取 3-6 份病历讨论，对抗菌药物应用适应

证、剂量、方式，对药敏监测结果及本院耐药监测数

据依从性等进行分析。 

16:00-16:30 

活动总结，专家组对调研情况进行汇总、反馈，要求医院抗菌药物分管领

导，感染性疾病科、临床药学、医院感染控制科室、临床微生物、ICU 等

感染性疾病相关重点临床科室领导参加。 



 

表 2: 

“四网一会”联动，促抗微生物药物合理应用和科学管理活动计划 

省份 指导医院 活动时间 组长 副组长 专家组成员 

河南省 南阳市中心医院 2021年 7月 13日 刘晓琳 明  亮 杨勇、李福琴、杨文杰、喻华 

河北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2021年 7月 20日 罗燕萍 赵建宏 段金菊、邢亚威、杨文杰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1年 7月 20日 徐英春 柯江维 管玫、陈修文、杨帆 

安徽省 宿州市立医院 2021年 7月 23日 王明贵 李家斌 卢晓阳、陆群、王瑶 

福建省 福建省老年医院 2021年 7月 28日 黄  勋 吴泉明 胡付品、王长连、逄崇杰 

上海市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21年 8月 10日 颜  青 胡付品 陈志东、高晓东、杨帆 

辽宁省 辽宁省人民医院 2021年 8月 18日 罗燕萍 褚云卓 吴玉波、张秀月、杨文杰 

山东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021年 8月 19日 刘晓琳 金  炎 刘世坤、李卫光、俞云松、魏莲花 

江苏省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21年 8月 20日 吴安华 程  梅 史天陆、黄文祥 

云南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021年 8月 25日 杨小强  单  斌 陈修文、潘珏 

贵州省 遵义市妇幼保健院 2021年 9月 10日 罗燕萍 张  华 杨勇、孙树梅、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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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浙江省人民医院 2021年 9月 13日 王明贵 陈  瑜 姜赛平、吴安华、孙自镛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 2021年 9月 22日 杨小强 李湘燕 李六亿、郭大文，马小军 

湖南省 长沙市第三医院 2021年 9月 28日 黄  勋 任  南 林丽开、黄文祥、王瑶 

四川省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021年 9月 29日 刘晓琳 喻  华 史天陆、任南、逄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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