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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病毒性肝炎行动
刻不容缓
亚太各国政府目前急切需要制订国家行动计划以预防和控制病毒性肝炎；病毒
性肝炎是肝癌的主因，肝癌是亚太地区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新加坡（2014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Coalition to Eradicate
Viral Hepatitis in Asia Pacific， 简称 “CEVHAP”）今天籍世界肝炎日，强烈呼吁亚太国
家政府制订并实施协调统一的国家行动计划以对抗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是导致肝
癌的主因。
在亚太地区，每年因慢性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以下分别简称为“乙肝”及“丙肝”）
和其他肝炎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 100 万，死亡率比艾滋病高出三倍 1。
慢性乙肝和丙肝是造成肝脏疾病的主因，引发了全球 78% 的肝癌病例 2。在全球发展
中地区，受到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的人更容易患癌症。研究数据显示，每年因传染病
而致的癌症新发病例中，32% 由乙肝和丙肝导致，使病毒性肝炎在中低收入国家成为
头号致癌的传染病 3。
2014 年世界癌症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肝癌是造成亚太地区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4。
尽管病毒性肝炎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公共卫生威胁，实践证明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可
以大大减少该疾病带来的负担。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描绘了一个由
四部分组成的蓝图 — 全球行动框架 — 用于指导各国政府以有效的方法预防和控制病
毒性肝炎的传播。该框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核心策略：
-

核心策略 1：提高认知、促进合作与动员资源

(Axis 1: Awareness raising, partnership promo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

核心策略 2：以科学实证推展政策与行动

(Axis 2: Scientific evidence to drive policy and action)
-

核心策略 3：提供免疫接种与资讯以预防传播

(Axis 3: Access to immu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

核心策略 4：提供筛检，照护与治疗

(Axis 4: Provision of screening, care and treatment)
（以上核心策略在英文中缩写作“ASAP”
，中文释义为“刻不容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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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动框架的实用性不容小觑。CEVHAP 主席、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前院长陈定信
教授解释道：“亚太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条件有所不同，但 CEVHAP 的专家们通过一
线临床实践及覆盖整个地区的大量研究发现，世卫组织的全球行动框架适用于大多数
国家。我们强烈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尽快实施这一框架。
”
世界卫生大会近日发布关于病毒性肝炎的新决议呼应了 CEVHAP 的行动呼吁，敦促会
员国制订并实施协调统一的国家行动计划以预防、诊断和治疗病毒性肝炎。该决议
（WHA67.6）在 2014 年 5 月举行的第 67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
体现全球对具体行动抗击病毒性肝炎的共识。
根据世卫组织对全球各国卫生部门的调查，世界上 70% 与肝炎相关的死亡案例发生在
亚太地区 1，但区内仅半数受访国家有预防和控制病毒性肝炎的国家行动计划 5。
在对抗病毒性肝炎的斗争中，国家政府并非孤军奋战。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
经验已经证明，跨界别的公私营合作能够调动所需的专家技术和资源，是预防和治疗
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疾病的有效方式。
抗击病毒性肝炎目前急需一个国际资助机制，跨界别合作对该机制的建立而言十分重
要。资金问题是亚太区国家政府实施综合性措施的重大障碍，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
澳洲维多利亚传染病参考实验室（Victorian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ence Laboratory，
简称“VIDRL”）世卫乙肝区域参考实验室主任、CEVHAP 联席秘书 Stephen Locarnini
教授表示：
“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新的融资机制，极大地帮助了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相信病毒性肝炎的防治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政
府应当为其人民的健康投资，而且必须将肝脏健康作为重中之重。我们敦促各国政府
积极利用世卫组织所开发的全球行动框架，指导国家行动计划的制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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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
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Coalition to Eradicate Viral Hepatitis in Asia Pacific, 简称
“CEVHAP”） 是亚太区首个对抗病毒性肝炎的机构。CEVHAP 是一个非牟利、非政府
的独立跨学科组织，致力于提倡公共政策改革，协助亚太区各国减轻病毒性肝炎的疾
病负担，最终期望能消灭病毒性肝炎。
CEVHAP 于 2010 年 10 月成立，由多位世界知名的肝炎和病毒学专家组成，其中包括
感染肝炎的人士。CEVHAP 成员与亚太区内组织和政府合作，以专业知识协助制订相
关政策及推广卫生教育。
CEVHAP 与世界卫生组织（简称 “世卫组织”）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2013 年 6 月
CEVHAP 曾协助世卫组织在新加坡推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肝炎网络。 2014 年 3 月，
CEVHAP 参与了世卫组织举行的肝炎防治全球伙伴会议。欲了解更多关于 CEVHAP 的
信息，请浏览：www.cevhap.org
2014 亚太区世界肝炎日
世界肝炎日于 2008 年由世界肝炎联盟发起，是该组织的长期活动之一。2014 年 7 月
28 日是第七个世界肝炎日，CEVHAP 将连续第四次支持和协助筹办亚太区的世界肝炎
日活动。今年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世界肝炎日合作伙伴的第四年。
CEVHAP 在亚太地区的成员将组织各种活动纪念世界肝炎日。
全球对抗病毒性肝炎的行动
2010 年 5 月，世卫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简称 “世卫组织”）历来第一个有关病毒
性肝炎的决议 WHA63.18。在过去的三年中，世卫组织基于 WHA63.18 成立了一个专
门针对病毒性肝炎的小组，提出了世卫组织全球行动框架，并且在最近建立了世卫组
织全球肝炎网络，CEVHAP 是该网络中的一员。欲了解更多关于全球肝炎项目、行动
框架以及网络的信息，请浏览：http://www.who.int/csr/disease/hepatitis/en/
2014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关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项决议（WHA67.6）
，指导
各国政府协同合作，采取实际行动对抗各种形式的传染性肝炎。该决议要求世卫组织
建立监测系统来追踪各成员国在防治传染性肝炎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考虑制订消除乙
肝和丙肝的目标。该决议首次提议联合国所有基金会、项目和机构将传染性肝炎作为
优先议题考虑。有关新决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4/WHA-2014052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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