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荷
兰两国达成的《谅解备
忘录》(MoU) 框架内 
开展的双边合作项目
进展以及未来的公共
卫生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MoU) 框架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 (RIVM) 一直开展两国的双
边合作活动。尽管荷兰与中国在国土面积、地理和文化方面有着显著差异，
但双边的合作项目仍能在卫生领域的多个方面增进彼此的知识和专长。这些项
目有助于提升科学认知和改进方法，并最终促进两国的健康和疾病预防工作。
我们认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需要采用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在本手册中，我们
介绍了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由RIVM开展的项目。

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代表团成员在原RIVM大门旧址前的合照



抗菌素耐药性

抗菌素耐药性 (AMR) 对全球公共健
康的威胁持续增长。为了应对AMR，
荷兰选择了一种综合方法，涉及到
耐药菌威胁的人类健康所有领域：
卫生保健、动物、食品和环境。该
方法也被称为“惟一健康”法。由于
耐药菌不分国界，因此在应对AMR
时，荷兰优先考虑国际合作。荷兰
正在努力将“惟一健康”法提上国
际议程。“惟一健康”做法的一个
关键组成部分以及RIVM的主要专长
之一是主动监测，主动监测是有效
控制策略和基于信息政策的关键。

近期活动
2016年4月，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CARSS) 代表团访问了RIVM的传染病
控制中心。作为多年访问的一次活
动，本次访问旨在交流技术方面建
立和维护国家AMR监测系统的，经验
和专长。

4月份会议的成果是，RIVM受邀参加 
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全国抗
感染药物临床药理学术会议(第13届
NCCPAA) 暨第一届全国细菌耐药监
测大会（第1届 NCARS）并作“荷兰
对人类抗菌素耐药性的监测与控制”
的主题演讲。

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代表团参观荷兰某医院的微生物实验室



继2015年9月四位RIVM AMR专家的
中国考察之旅之后，2016年9月， 
RIVM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
国CDC）在北京组织了中荷第二届流
行病学与抗生素耐药性控制——“
惟一健康”监测研讨会。来自不同
领域从事AMR研究、监测和控制工
作的代表参加了该研讨会。

2016年9月，RIVM同时还参加了由荷
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和上海市卫生发
展研究中心在上海共同举办的中荷
抗生素使用和耐药性遏制论坛。

未来计划
除了继续进行当前的知识交流外，
目前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部和
RIVM与中国正在探索将AMR方面进
行的合作拓展到“惟一健康”项目
的区域性合作的可能性。该项目将
在中国的一个区域内创建一个可持
续的结构，系统收集多部门数据（例
如关于AMR的发生率和传播以及抗
菌素在人类、动物和环境中的使
用），制定基于这些信息的行动措
施，降低AMR的发生率。

中荷第二届流行病学与抗生素耐药性控制——“惟一健康”监测会议合影



传染病症状监测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荷两国在三方
面建立了成功的合作关系：传染病
预警；死亡监控；以及紧急医疗服
务数据在监测中的应用。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RIVM、马斯特里赫
特大学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携手合作，对中荷两国的监测系统
和预警结构实现了可靠的基础分析。
此外，他们还对死亡数据进行了初
步联合研究，并将共同探讨紧急医
疗服务数据 (EMS) 在监测中的应用。
 
旅游、贸易和气候变化推动了疾病
和病媒（例如蚊虫）的引入和传播。
中荷两国所开展的研究强调了跨界
维度，这有助于加强我们在全球范
围内的监测。

活动
到目前为止，双方已成功地举办了三
次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其中两次
在中国举办，一次在荷兰举办。 

2015年，荷兰大使馆负责卫生、福利
和体育的参赞还出席了会议。这些
研讨会的内容包括报告、联合研究
结果和方案研讨，以及实地考察（国
家和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公共
卫生机构）。由于双方的积极参与
和大量对话，所有合作伙伴均认为
研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介生物学及控制
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
控制所刘起勇教授



未来计划
我们希望扩展该《谅解备忘录》中
的“疾病爆发和潜在威胁的评估与
应对：中荷两国传染病症状监测”
，以进一步巩固该方面的知识。我
们还希望对未来潜在威胁（例如不
明原因的肺炎）的监测工作进行深
入研究。我们将会探讨虫媒病毒监
测工作方面的合作事宜，并继续共
同分析气候和传染病死亡之间的相

互关系。此外，我们还将继续探讨
用于监测的紧急医疗服务数据（例
如中国的‘120’和荷兰的‘112’）
的附加价值。

所有合作伙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RIVM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都期待着合作的延续，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亦将会参与合作。

项目合作伙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RIVM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结核病控制的协作

结核病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虽
然其发病率已有所下降，但下降缓
慢。在欧洲、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
所出现的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其病
原体结核分枝杆菌的抗性变异体的
发展和传播，大多数可用的结核病
治疗药物正日益普遍失效。中荷两
国在过去10年以来一直将该问题视
为关键协同研究项目之一。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总部，正在对
中国的结核分枝杆菌的进化发展开
展一项博士研究项目；而且RIVM也
参与了该项目。这是双方共同关心
的主题，因为“北京”结核分枝杆
菌的基因型首先是RIVM于1995年描
述的 ， 这一基因型不仅是欧洲也
是亚洲耐药性问题背后的驱动力。

该项目并不局限于北京地区，也不
局限于RIVM研究人员。在过去多年
中，荷兰从事结核病控制不同学科
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在北京、广州、

黑龙江、山东、张江和成都举办的
研讨会，并提出优化诊断及治疗（抗
药）结核病。其中一些研讨会还安
排了实践课程，其中现代化LED操作
显微镜、用于检测耐药性的DNA技
术，以及结核病实验室生物安全等
会议吸引了参会人员的注意。

活动
在过去数年中，我们多次访问了拥
有近9,000万居民的四川省省会成
都。基于我们中国同事的热情支持
和参与，使我们得以制订关于结核
病控制的许多具体优化计划，将现
代技术，例如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
性检测，与该省结核病问题的研究
内容和性质相结合。

此外，通过该项合作，我们还引入
了其它雄心勃勃的活动，例如结核
病监测、结核分枝杆菌DNA指纹图
谱、耐药性检测和优化治疗等。 



这些活动预计在整个四川省境内，
将形成一个可持续性结核病控制计
划，从而对该省的疾病控制起到至
关重要的影响。 

目前，已确定由来自成都的3名博士
研究生开展这一每年中国发病人数
仍约有一百万人的重大传染病的研
究工作。

工作访问成都



肉源性弓形虫病

弓形虫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病原
体，引发全球性疾病负担。对于孕
妇和免疫受损的患者来说，感染风
险会特别高，并会带来严重后果。
肉类产品（特别是猪肉和羊肉）被
视为人类感染的重要来源。为了制
订有效的预防策略，需要了解人类
感染不同来源的相对重要性。

RIVM开发了一种定量风险评估(QMRA) 
模型，以预测肉类制品所引起的人
类弓形虫发病率。该模型也将在中
国使用，对肉源性传播有更深入的
了解。

活动
在荷兰皇家科学院 (KNAW) 及《谅
解备忘录》的项目资助下，RIVM、
吉林大学和中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 (CFSA) 重点实验室，于2016年2
月启动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联合项
目。该项目旨在使用QMRA模型，对
在中国和荷兰不同肉类产品感染弓
形虫的风险进行量化和比较。该信

息可用于确定数据资源的缺口，
并最终形成一种以实证为基础的公
共卫生政策。该项目的成果包括工
作计划的制订、对QMRA结构的熟
悉、QMRA模型所需数据，以及用于
模型输入参数的中国数据的收集。
这项工作由两国交流活动中的一位
年轻科学家来完成。

2016年7月，RIVM对其合作伙伴吉林
大学人兽共患病研究所和位于北京
的中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CFSA) 
进行了工作访问。该工作访问不仅
非常有助于建立合作关系，而且也
有助于协助国家风险评估研究所启
动在中国收集人类消费数据。

目前，该年轻科学家正在分析产肉
动物和人类的弓形虫发生率数据。
连同所收集的人类消费数据，该项
目的下一步是使用中国数据来运行
QMRA模型，并将得到的结果与荷兰
结果进行比较。
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因为所有的合



作伙伴都非常愿意继续在食源性致病
菌的微生物风险评估领域开展工作。
该合作的成功因素之一是这名年轻的

中国科学家，同时在荷兰RIVM以及中
国开展工作。事实证明了她在中国与
RIVM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我们的目
标是：继续及拓展在RIVM为中国科
学家设立的食源性疾病和风险评估的
PhD研究。 

活动
2016年3月，一项工作计划以及熟悉荷
兰GMRA模型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
一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在佛罗里达
大学接受了培训。

中国收集到家畜和人类弓形虫感染
患病率的数据。

6 - 7月，对中国合作伙伴进行了工作
访问。

拟订了分享和分析人类消费数据的
合作协议，并获得中国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 (CFSA)、吉林大学人兽
共患病研究所和RIVM的批准。

2016年9月，QMRA模型的准备和运
行将会启动。将在RIVM使用QMRA模
型对中国数据进行分析。

未来计划
2017年，开始准备出版报道中国和荷
兰肉源性弓形虫定量风险评估工作。

Joke van der Giessen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Joke van der Giessen (RIVM) 与 Jenny Deng 
（中国年轻科学家） 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新兴人畜共患病毒的血清阳性率

新兴病毒的监测主要基于病毒的分
子检测。通过该技术，仅可以检测
急性感染情况。而通过血清学监测，
还可以识别以前的感染情况。这样
就可以更精确地映射出新兴病毒的
循环情况了。

对于荷兰而言，针对大量新兴人畜共
患病毒所作的有效血清学多重化验,
将有利于防范和应对新兴病毒。考虑
到不断增长的客流量，快速的监测工
具将变得日益重要。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瓦
格宁根生物兽医研究所 (Wageningen 
Bioveterinary Research) 和RIVM是新
兴人畜共患病毒的血清阳性率项目
的合作伙伴。该项目旨在改进新兴
人畜共患病毒的监测方法。为此，

将会使用RIVM所开发的，即所谓的 
“抗原微阵列”。通过该微阵列，
可以在单一血清样品中检测出针对
多种病毒的抗体反应。 
该项目于2016年初开始。RIVM已将
纳入抗原微阵列内的病毒选出， 目
前正在为这些病毒开发抗原测试。

未来计划
2017年, 开发的抗原微阵列将会被验证, 
中国研究人员将会访问RIVM, 并参加
关于微阵列使用的培训计划。随后,  
荷兰项目成员将会访问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以转移抗原微阵列技术。
一旦该项测试得到开发、验证并移交
给中国，试点血清监测项目将会在中
国启动。该项目的目的是在2018年全
面实施血清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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