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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预防与控制－

中国伤害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和专业队伍
现况调查
严红虹董晓梅池桂波王声滂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伤害预防控制机构和专业队伍的建设现况。方法采用自行设计

的问卷对３８个省（市、自治Ｉ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进行信访调查，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
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除Ｉ：海市ＣＤ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ＣＤＣ设立了伤害防治科，其他
省、市ＣＤＣ均未设立伤害预防控制部门；受访单位中只有３７．３０％设置擘职的伤害预防控制人员；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东、中、两部地区伤害防制Ｔ作经费投入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单位分别占到２７．７８％、
２８．５８％和７．６９％，西部地Ⅸ有７６．９２％的ＣＤＣ在４年中的伤害丁作经费总投入不足１０万元；大部分
ＣＤＣ的伤害防治Ｊ＝作仪开展建立监测点和开展公众教育；ｔ作范同主要是收集伤害信息和日常
生活伤害调查，调杏对象霞点是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有４４．４４％和
２８．５７％的ＣＤＣ要求建立伤害专业机构和专职人员队伍，而两部地区有７６．９２％的ＣＤＣ则要求开展
伤害相关人才培训。结论中国伤害预防控制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滞后，应根据不同地区工作基
础和进展情况，提出不同的伤害预防控制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目标。
【关键词】伤害；机构设置；专业队伍建设；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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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是全球疾病控制工作的一项新挑战。

‘１０８７‘

ＣＤＣ和大津市ＣＤＣ由监测科兼管，太原市ＣＤＣ则

ＷＨＯ指出，在２００２年全球有１２０余万人死于伤害，

由应急办公室兼管，只有上海市ＣＤＣ和广两壮族自

总计造成３７００余万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损失。约有

治区ＣＤＣ设立伤害预防控制科开展专管Ｔ作。受

９３％的伤害，尤其是青年人群的伤害发生在一些中

访单位目前共有１２６名人员参与了当地的伤害预防

低收入水平的国家’１ ３。据２００７年我国卫生部统计的

与控制工作，其中东部地区５６人、中部地区２９人、西

资料显示，城市和农村居民伤害标化死亡率分别为

部地区４１人，专职人员与兼职人员构成比例分别为

２６．２６／１０万和４３．９６／１０万乜］。国内每年因伤害引起

３７．３０％和６２．７０％。大部分省、市级ＣＤＣ指定１人负

的直接医疗费达６５０亿元，因伤害休工而产生的经

责开展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或同时兼顾其他疾病控

济损失达６０多亿元ｂ１。由此可见，伤害的预防与控

制工作（表１）。

制事关公众的安全健康和国民经济发展。本研究调

表１我国东、中、两部地区省、市级ＣＤＣ伤害预防

查我国３８个省（市、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与控制Ｔ作人员队伍建设脱况

（ＣＤＣ），了解伤害预防与控制机构和专业队伍的建
设现况，为制定伤害预防控制策略及总体规划提供
基本资料。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２００８年５—６月在全同选取部分有
代表性的省、市ＣＤＣ开展信访调查。

３．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资金投入：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期间对伤害预防与控制Ｔ作总投人最大的省级单

２．调查内容和方法：参考有关文献和专家的修

位是江西省ＣＤＣ，其次足浙江省ＣＤＣ，分别为３４０

改意见，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填报单位

万元和１２２万元；排名前两位的市级单位是深圳市

基本情况、伤害的机构和队伍建设现况、伤害工作资

ＣＤＣ和广州市ＣＤＣ，分别为１８４万元和６６万元。

金投入、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开展、对设立伤害预

东、中、西部地区总投入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单位所占

防控制机构与专业队伍的意见及建议等。由通过培

比例分别为２７．７８％、２８．５８％和７．６９％。西部地区有

训的调查员对选取的单位进行信访调查，并对回收

７６．９２％单位４年中伤害预防与控制的总投入不足１０

的问卷进行统一的查漏、核实。

万元，年均可用的经费只有２万元左右（图１）。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１．基本情况：在３８个受访单位中，省级、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ｃＤＣ ２２个（５８％），省会市级ＣＤＣ

１６

个（４２％）。其中东部地区１８个（河北省、浙江省、福

＾零√嚣兰七甚２斟
∞舳加∞如∞如加ｍ
ｏ

建省、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上海市、北京
市、广州市、珠海市、深圳市、厦门市、石家庄市、济南
市、杭州市、青岛市、汕头市），中部地区７个（安徽
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山西省、南昌市、太原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我国东、中、两部地区省、市级ＣＤＣ
对伤害控制丁作资金投入情况

市）和西部地区１３个（青海省、甘肃省、贵州省、重庆

４．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开展情况：

市、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１）Ｔ作内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伤害预防与

区、内蒙古自治区、西安市、西宁市、南宁市、昆明市、

控制工作开展的内容不一，３个地区建立伤害监测

乌鲁木齐市）。

点及监测网络的单位分别为９４．４４％、５７．１４％和

２．部门设置和专业队伍建设现状：调查的地区

６９．２３％；开展创建安全社区工作的单位只有２７．７８％

中有３５个ＣＤＣ明确将伤害预防与控制纳入到日常

（东部）和７．６９％（西部）。此外，东部地区约有１／３的

工作范畴，其中３１个ＣＤＣ的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由

单位较全面开展伤害预防与控制Ｔ作，中部和西部

慢性非传染疾病防治研究所（科、室）兼管，青海省

地区约１／２单位已设立机构和专业队伍，但在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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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工作发展很不均衡（表２）。

４４．４４％的省市级ＣＤＣ要求建寺专业机构和队伍，而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此要求的单位比例较少，分别

表２我国东、中、两部地区省、市级ＣＤＣ开展

为２８．５７％和ｌ ５．３８％；但在要求加强人才培养方面，西

伤害预防与控制项目的情况
舶霄制定日标
”４
规划

设寺机构
和队伍

建口蛤测
点及网络

开展公众创建安伞
教育

社区

７（３８．８９）

５（２７．７８）

东部

６（３３．３３）

７（３８．８９）

中部

１（１４．２９）

３（４２．８６）４（５７．１４）

３（４２．８６）０

７（５３．８５）

２（１５．３８）

两部４（３０．７７）

１

７（９４．４４）

９（６９．２３）

部地区的省市级ＣＤＣ比例达到７６．９２％，远远高于东
部地区（２２．２２％）和中部地区（４２．８６％），见表４。
表４我困东、中、西部地区省市级ＣＤＣ要求建立
伤害专业机构和队伍的情况

１（７．６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泽位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２）工作范围：各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展开了各类
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但西部地区开展相关－Ｔ作的
单位所占比例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例如西部

讨

地区只有４６．１５％单位开展日常生活伤害预防与控

论

制丁作，与东部（９４．４４％）和中部（８５．７１％）地区有较

伤害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伤害的预防与控制

大差距；西部地区只有７．６９％的单位开展突发伤害

不仪能有效地减少发生、死亡和残疾，而且可能获

事件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明显少于东部（２２．２２％）和

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ｍ川。而伤害与暴力

中部（２８．５７％）地区（表３）。

控制机构和专业队伍是做好伤害预防控制工作的

表３我国东、巾、西部地区省、市级ＣＤＣ开展
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的情况

前提…。
本次调查发现各地缺乏独立的伤害预防与控制
专业机构和专职人员，该项工作尚未形成体系。除
了上海市ＣＤ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ＣＤＣ外，各地的
伤害预防控制工作均由其他科室兼管，人员基本无
固定，从而出现兼管科室职能不明确、分工不协调和

（３）调查对象：现阶段各地区的伤害调查对象主

没有一支专、Ｉｐ队伍，无法保障伤害预防控制工作持

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东、中和两部地区

续开展。各地区对该项工作的经费投入差距很大。

开展儿童伤害调查的单位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５．５６％、

２０００年我国卫生防疫经费仅占公共卫生事业总支

４２．８６％和１５．３８％，调查青少年伤害的比例分别为

出的１４．５％，地方卫生防疫经费主要靠当地财政投

３８．８９％、４２．８６％和２８．５７％，调查老年人伤害的比例

入，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仍难满足当地居民的医

分别为１１．１１％、１４．２８％和７．６９％。

疗卫生需求阳１。由于两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东、

（４）学术活动和培训Ｔ作：３８个受访单位共举

中部地区落后，伤害防治工作的投入在总体卫生防

办１ ７次学术会议／研讨会、７８个培训班／继续教育班

疫经费投入中所占比例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使

和４７场讲座。东、中和西部地区开展伤害预防与控

得西部地区的伤害工作开展情况远不如东、中部地

制学术会议的单位所占比例分别为７０．５９％、１１．７６％

区。从总体上看，我国伤害控制工作的开展尚不普

和１７．６５％，举办过培训班或继续教育的分别为

遍、深入，缺乏目标规划，工作内容局限，研究内容单

５２．５６％、１９．２３％和２８．２１％，举办伤害知识讲座的单

一，资料多来自于随意选择的小样本人群，绝大多数

位分别为３６．１７％、２９．７９％和３４．０４％。

的调查报告是某一伤害类型，即“次伤害类型”的回

（５）存在的问题：本次调查显示，机构、专业人员

顾性调查，诸如道路交通伤害、青少年伤害或妇女

和资金投入缺乏等问题给各地开展伤害预防与控制

暴力的情况描述¨引，侧重于信息监测和小样本的日

工作带来较大难度，其中反映存在“专业人员不足”、

常生活伤害调查，目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

“财政投入过少”、“缺乏职能部门或部门职能不明

和老年人，调查报告缺乏对于人群的基本数据或总

确”的省市级ＣＤＣ比例分别为５７．１４％，８３．３３％、

体描述，研究结果外延性差。

７２．２２％～１００％和４４．４４％～５７．１４％。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于建设伤害专业机构与

５．各地区对设置伤害控制机构和建立专业队伍

队伍的要求有所不同。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

的要求：东、中和两部地区对设置伤害控制机构和建

迅速，卫生防疫经费相对较多，伤害预防与控制Ｔ作

立专业队伍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别。东部地区有

开展的项目较多，凶此比较迫切要求设立伤害预防

·１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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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专职机构；而西部地区的疾病控制工作经费短
缺、人员伤害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当务之急是加强伤
害预防控制人员的知识培训提高专业能力。当前我
国伤害预防与控制丁作尚处于初始阶段，为落实将
伤害纳入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范围，相应部门应设
专事伤害预防控制机构¨）。鉴于我国各地区在伤害
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不同情况及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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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和数字化期刊的论文将全部标注ＤＯＩ。即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除科普和消息类稿件外，其他文章均需标注ＤＯＩ，ＤＯＩ标注
于每篇文章首页脚注的第１项。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各期刊编辑部为决定刊载的论文标注ＤＯＩ。
参照ＩＤＦ编码方案（美国标准ＡＮＳＵＮＩＳＯＺ３９．８４—２０００）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规则如下：“ＤＯＩ：统一前缀／学会标
识．信息资源类型．杂志ＩＳＳＮ．｝＃｛一＃＃．年．期．论文流水号”。即：“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料料一料料．ｙｙｙｙ．ｎｎ．ｚｚｚ”。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ＤＯＩ各字段释义：“１０．３７６０”为中文ＤＯＩ管理机构分配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统一前缀；
“ｃｍａ”为中华医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缩写；‘‘ｊ”为ｊｏｕｒｎａｌ缩写，代表信息资源类别为期刊；“ｉｓｓｎ．￥￥｝￥一｝｝，Ｉ‘∥为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ＹＹＹＹ”为４位出版年份；“ｎｉｌ”为２位期号；“ｚｚｚ”为３位本期论文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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