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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艾滋病，大家并不陌生，尤其最近
“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出生”事件再一次
引发公众对艾滋病防控的关注。12月1日是
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
是“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
月底，全国报告存活感染者85.0万，死亡26.2
万例，每年新发感染者8万例左右，全人群感
染率约为9.0/万。参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
家相比，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但
疫情分布不平衡。性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
2017 年报告感染者中异性传播为 69.6%，男
性同性传播为25.5%。

在这些数据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感染
者因没有接受检测并不知晓自己感染状况。
那么如何检测艾滋病，又有哪些人需要检测
呢？一起来看看中国疾控中心的官方指南，
艾滋需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

艾滋病检测可及性需要提高

近年来，通过检测并诊断报告的感染者
中，每100个就有90个以上是经性途径感染。

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主任、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蒋岩表示，尽管艾滋病
检测室已经覆盖了98%以上的县级疾控中心
和医院，但全国预计仍有约20万-40万名感
染者没有被发现。

通过检测可以尽早发现自己是否感染艾
滋病，早发现才可以早治疗，延长生命，提高
生活质量。早检测早发现，还可以更好采取
措施，如使用安全套和开展抗病毒治疗，既保
护自己免受病毒的进一步侵害，也保护性伴
侣，避免艾滋病进一步传播。

发生“一夜情”应及时检测HIV

有高危性行为史，包括仅发生一次未使
用安全套的异性性行为或男性同性性行为；
发生了一夜情（无论男女）没用安全套；与已
知感染艾滋病的人发生性行为；还有经常发
生高危性行为、又不用安全套的人群，建议每
3个月做一次HIV检测。

另外，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侣，与
他人共用针具的吸毒者，在非正规医疗单位
拔牙、文身者（过程中可能使用了没有严格消

毒的器具），或是梅毒、淋病、尖锐湿疣等性病
患者也应做艾滋病检测。

此外，那些准备结婚的伴侣在婚前也建
议做个检测，刚发现自己怀孕的孕妇及感染
艾滋病的妈妈生的宝宝也要做艾滋病检测。

艾滋病检测首先进行的是抗体初筛检
测。如果初筛检测结果为“阳性”，一定要进
一步做确证化验，才能确诊。

常用筛查化验方法包括酶联免疫吸附化
验、化学发光化验、免疫荧光化验、快速检测
化验。也可以使用抗原抗体筛查化验，即在
抗体检测基础上加入抗原检测，窗口期比仅
用抗体检测提前1周。

筛查化验阳性不是最终结果，需要进一
步确证，常用方法包括抗体免疫印迹化验、条
带或线性免疫化验，也可用核酸化验进行确
证（包括定量和定性化验）。

检测机构可在中疾控中心官网查

想要做艾滋病检测，可以去各地疾控中
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和各地县级以上
医院，各地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

疗机构也可以提供检测服务。此外，一些高
校设立自助尿液检测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
买。

提供初筛检测服务的自愿咨询检测机构
名录和提供确证检测服务的确证实验室名
录，可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
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查询：http://ncaids.chi-
nacdc.cn/fazl/jcjg_10287/。

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时可能在窗口
期内，也就是从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到外
周血液中能够检测出病毒抗体的这段时间，
一般为2周-3个月。窗口期血液中检测不到
病毒抗体，但是人体具有传染性。不同个体
对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反应不一，一次化验结
果阴性不能轻易排除感染。

建议 3 个月后再次检测，在此期间不再
发生高危行为，也没有检测到抗体，则可排除
艾滋病感染。需要注意的是，若确定检测结
果阴性，只能说明本次高危行为没有造成感
染。应时刻注意保护自己健康，坚持每次性
行为都使用安全套。

本报综合消息

知艾防艾 四类情况尽快检测

地址：南大街17号（宏觉寺街口）联系电话：0971-8213999 8225565 15719756020 1571975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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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人间美景选择西海国旅

柬埔寨、老挝七晚八天探秘之旅盛大起航
12月4日首航 敬请关注

A暹粒+金边八日游 3399元/人
B暹粒+金边+西港八日游 4999元/人
C老挝全景品质八日游 3999元/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二日游 5290元/人
欧洲四国（一价全含）十三日游 14999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二日游 12900元/人
美国东西海岸加夏威夷十三日 12999元/人
日本本州七日经典游 6380元/人
南非一地十日游 13800元/人
斯里兰卡八日游 6999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280元/人
厦门/鼓浪屿/胡里山炮台/集美/土楼/
武夷山单飞8日纯玩 3480元/人
长沙/韶山/天门山/张家界/黄龙洞/
凤凰古城双飞6日 1980元/人
三亚双飞6日游 2380元/人
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上海双飞6日2480元/人
北京天津单飞6日 2080元/人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3380元/人

★国家旅游局指定台湾组团社 ★中央直属企业 ★连续五年青海省综合业绩排名第一（2012-2016）★青海旅游行业示范单位
L-QH-CJ0008港中旅·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
地址：西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国内游5111110、出境游8560999、台湾游8560888

持中国银联卡在我公司报名，在境外消费，均有200元购物金（先到先得）中旅集团推出“星旅钱包”——先旅游，后付费（环游世界不是梦）
西宁直飞柬埔寨12月2日特惠价6天1999元/人、12日、26日5天2700元/人
穿越港珠澳5日游12月1、4、6、8、13、15、18、22日西宁起止4380元
德法意瑞4国13日或14日游12月15/28日一价全含15999元，捷克、德法意瑞5国12日游12月6/20/27日一价全含11599元
曼谷、芭提雅、沙美岛7日游天天发团5380元（西宁起止）曼谷、芭提雅、普吉岛7日游12月7/14/21/28日5980元（西宁起止）
埃及 + 土耳其13日游12月6日西宁起止9399元、12月5/7/12/14/19/21/24/30日9699元/人（北京起止）
缅甸6日游12月13/27日5880元（西宁起止），斯里兰卡7日游12月4/6/8/11/13/15/18日7880元（西宁起止）
日本7日游12月13/20/27日6599元西宁起止、东京+北海道双城之恋7日游12月23日11099元西宁起止（西安出发）
芽庄梦幻四岛双飞7日游每周三、四、五、六、七日发团，三星团3499元、四星团3799元、五星团4599元
普吉岛、斯米兰群岛7日游12月5/12日4699元，2/7/9/14/16日5299元，巴厘岛蜜月9日8980元（西宁起止、天天发团）
"朝鲜纯玩双飞双卧6日游每周二、四发团西宁起止一价全含6299元，韩国7日游12月15/22/29日发团4880元（西宁起止）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12月19日5080元、26日5180元，埃及 + 迪拜10日游11月30日、12月19日9699元（北京起止）
青海千人游：澳新全方位海陆空11日(高品质 \ 西宁起止上领队）12月9、19、24、29日12600元至13800元不等

中国 台湾游（品质旅游、质量保证） 5580元/人
中国的马尔代夫—巽寮湾6天2980元/人、8天3380元（每周一、三、五、七日发团）
海南岛三亚双飞6日游 3080元、3280元、4180元、4380元不等
桂林、阳朔、漓江、世外桃源、银子岩、木龙湖双飞6日游3880元 天天发团
张家界、长沙、韶山、凤凰双飞6日游2680元，张家界一地双飞6日游 22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2680元、单飞2480元、张家界+桂林双飞8日游 3580元
南京、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双飞6日 2280元，2980元，3380元
海南、北海、桂林10日游12月1/4/6/11/13/18/20/22日 31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3880--4880元不等，成都双卧7日游20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双飞8日游12月16/23/30日 3380元
贵阳、黄果树、龙宫、马岭河、万峰湖双飞6日游（12月16日 最后一班） 2680元

柴达木路13997013469 昆仑西路18697262387 小桥柴达木巷5512210 城北门市部8823489人民公园8060132南山路8820440康乐6361606文化街8237598 七一路8219709 同仁路8588141气象巷5125170湟源2473093大通2791999 金羚大
街15297021588 南京路6262369 海晏路6164446 文成路8176808 文景路7928038 乐都0972-8625111 海南0974-8528811 贵德0974-8555550 民和0972-8535200 民和官亭0972-8411777 互助0972-8389963 德令哈0977-8210056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电话：13519772829 18809715333 0971-8254210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1061室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海南双飞6日 1960元 品质2580元起
海北桂三飞10日 品质320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双飞8日 1490元起
重庆+贵州双卧7天 1290元 冰城哈尔滨双飞6日 3980元
北京+天津单飞6日 2050元 华东五市+灵山双飞6日 220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150元 +腾冲、瑞丽双飞6日 196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119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双卧7日 1800元
另有全国各条精品线路和私人订制高品质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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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H00028

0971-8215618，18797014821，18997196226
▲海南/北海/桂林纯玩双飞10日游（12月8日全陪，全程无自费） 2880元/人
▲五星零自费购物厦门土楼/灵玲马戏城6日游（12月8/12/15全陪）3080元/人
▲海南/三亚双飞7日游（12月10/17带全陪，赠送两天自由活动） 1980元/人
▲张家界双飞6日游1980元/人+北海涠洲岛2480元/人（12月7/14带全陪）
▲多彩贵州双飞6日游2080元/人+桂林漓江9日游2580元/人（升级五星酒店）
▲北京+天津6日游2080元/人+华东五市11日游（12月8/13/18） 29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版纳四飞9日游（12月10/12/14全陪） 2280元/人
▲醉美江南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12月8/12/15带全陪一价全含） 2280元/人
▲又见巽寮湾康养度假8/10/15/20/30日游（含餐，管家服务） 3380元/人起
▲海南文昌候鸟式疗养公寓30日游（公寓带阳台，可做饭） 3680元/人
▲一价全含东北哈尔滨冰雪香格里拉双飞6日游（12月7/12/14） 3780元/人
▲五星无自费厦门土楼+海南9日游4680元/人+武夷山11日游 4880元/人
▲乐居海南蜈支洲疗养20日游（带行程，一价全含包餐/大交通） 6280元/人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

国内游：

青海远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L-QH-CJ00020

境外游：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3日游 12月18/25/30 5380元
北海/河内/海防/下龙湾8日游 980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凯恩斯/墨尔本13日游 12180元
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7日 3280元
宿雾岛+薄荷岛双岛游8天7晚 5380元
斯里兰卡5晚7天 12月13/15/18日 7399元

海北桂纯玩10日游 3280起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980 - 5580不等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 3500元
云南四飞8日游 4200元
贵州红色旅游双飞6日游 2480元
三亚10日游 3680元
厦门双飞六日游 3180元

乐都：0972-8636362 15597252999 大通：0971-2726882 13997002888 互助：0972-8399989 15650939991 夏都大街：0971-6338060 18397125441 城西区：0971-7839676 15110906427 平安：0972—8689222 18997300486

马尔代夫自由行7-8日（西安直飞） 7280起
日本8日自由行往返机票自由行签证+往返机票 4299元
日本东京大坂双半自助8日游 8499元 美国10日游 9999元

西部国旅报名地址1.东稍门路北公交站旁电话0971-7733559 7733551本社另有多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

L-QH00289海南 云南 广深珠珠港澳大桥 厦门 张家界 东南亚全部特价游
咨询电话 13209788049 13086268211(以下行程报名就送688元大礼包）
1、海南海口三亚双飞7日游特价1980元起17号发团 海南三亚双飞6日游无自费每周发三班 2680元
2、海南三亚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2880元起每周二周五发团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江西双飞8日 2080元
3、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2280元每周两班 云南腾冲瑞丽双飞六日游无自费 1960元
4、香港、澳门、港珠澳大桥深圳双卧9日游2380元起12月18日发团 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六日 1199元
4 西宁直飞越南芽庄包机8日12月19日发团3280元 越南下龙湾河内8日游每周三班带全陪 1080元
5、越南下龙湾老挝缅甸西双版纳跨国双飞11日游2880元 每周一四发团 双卧软卧包列13日游 3880元
6、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每周1/3/5发团4280元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8日游每周发五班1880元
7、柬埔寨大小吴哥双飞六日1680元 日本东京富士山双飞六日5980元 迪拜阿联酋双飞八日4880元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 特色餐团3880元
2.三亚双飞六日游 特色餐团3180-3880元 厦门双飞八日 特色餐团2980元
3.海南海北桂双飞十日游 特色餐团 3780元
4.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游 1899元
5.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 六日游 1199元
6. 海北桂三飞10日游 2680元 云南+海南4飞11日游4888元海南双飞精品7日游19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4飞8日 2180元 贵州+桂林 双飞8日 2880元
8.厦门/永定/古 田/南昌/泰宁/武夷山/泉州 双飞八日游 1499元
9.成都/乐山峨眉/都江堰/青城山双卧纯玩七日游 1880元 重庆遇上贵州双卧7日游 1299元
10.北京+天津深度纯玩双飞6日游 2280元
11.华东五市+灵山大佛+三大水乡+三大夜景双飞7日游 228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您身边的旅游专家：18997202026 /0971-8588224 上门服务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1750 厦门南昌双飞8日 1950元
三亚双飞6日游2280元起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2500元
贵州双飞6日游2080元起 桂林双飞6日每天发班 2380元起
张家界双飞6日游1980元 桂林贵州双飞10日游 3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8日游2180起 安徽黄山九华山双飞5日1980元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一价全含2780元 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江西婺源双卧9日 3180元
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水乡+园林+宋城千古情+夜游黄浦江+古运河双飞7日带全陪2180
韶山/天门山/天子上/玻璃桥/凤凰古城/苗寨/漓江/一江四湖/阳朔/象鼻山单飞9日 3980
四川乐山/青城山/峨眉山/都江宴双卧6日1880元起 厦门双飞6日2880元
西安/华清宫/骊山/兵马俑/大明宫/钟鼓楼/音乐喷泉双卧4日 1450元起
总部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万达中心1号楼17楼11705室 15003699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