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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防治业在灾后防疫中的
积极作用
孙养信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控所，西安 710054
摘要：有害生物防治业（PCO）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猛，从日常的除虫服务到卫生城市和卫生县城的创建，均离不开
PCO 公司的参与。而地震、泥石流以及洪涝灾害发生后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开展有效的卫生防疫工作，PCO 公司既
有公益热情和社会责任心，又有消毒杀虫现场经验，应正确引导和发挥他们在灾后防疫中的积极作用，为保障灾区
居民身体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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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role of pest control operations in post⁃disaster
epidemic management

SUN Yang⁃xin
Shaanx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Xi′
an 710054, Shaan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During recent years, pest control operations（PCO）have been growing rapidly in China. Participation of PCOs is
needed in daily pest control servi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hygienic city. Following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 land slide,
flood, etc., effective epidemic preventions are crucial, which must be launched in a timely manner. PCO companies are
passionate in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re experienced in field disinfection and insecticide application.
Therefore, PCO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guid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disease control services in disast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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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防治业（PCO）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
猛，从日常的除虫服务到卫生城市和卫生县城的创
建，均离不开 PCO 公司的参与。而地震、泥石流以

制方案》
（2017 版）制定了灾后防疫相关技术方案，
将传染病监测、
饮用水源监测消毒、
灾后病媒生物应
急监测、洪涝灾区消毒、杀虫、宣传教育列为灾后防

及洪涝灾害发生后往往更需要在短时间内开展有效

疫工作的主要内容，其中洪水退去后淹没区的消毒

的卫生防疫工作。2017 年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子洲

以及灾区杀虫、灭鼠工作则是灾害防疫的关键环

与灾后防疫，
发挥资源优势，
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为

作责任区域，抽调各乡镇、医院、各级 CDC 及其他相

两县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当地 3 家 PCO 公司积极参
保障灾区居民身体健康贡献力量。
1

PCO 参与救灾的过程

节。以绥德县为例，
将灾区划分为 10 个片区 13 个工

关单位的 100 多名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分
成 13 个小组分责任区投入现场消毒和杀虫工作。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1）人员问题。临时抽

2017 年 7 月 25－26 日，陕西省榆林市出现区域

调人员大部分虽然与公共卫生有关，但基本没有消

性特大暴雨，加之上游水库溃坝，绥德、子洲两县发

毒与病媒生物防制基本知识，更缺乏现场工作经

生严重洪涝灾害，
城市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损毁严

验。灾后天气转晴，气温上升，天气炎热，加之需要

重，居民财产损失惨重。26 日晚，陕西省 CDC 救灾

消杀的面积大，
抽调人员工作强度大，
防疫队伍很快

专家组奉命赶赴灾区，指导当地组织开展灾后防疫

就进入疲惫状态。
（2）药品问题。疾控机构储备的消

工作。在对灾情进行初步的现场考察后，首先组织

杀药品品种较少、数量有限，有的包装小，不适合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疾控机构）专业人员进行讨论。

面积应急使用。
（3）器械问题。基层疾控机构储备的

根据国家《洪涝灾害灾区传染病暴发疫情调查与控

消杀器械数量少，且大部分都是最简单的背负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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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喷雾器，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救灾现场大面积

多、适应广，而疾控机构储备的药品种类单一，有的

消杀的需要。
（4）技术问题。尽管对临时抽调的救灾

小包装不适合应急情况下使用，甚至有过期或即将

人员提前进行了技术培训，专家也被分配到现场各
个区域进行技术指导，但由于消杀人员缺乏现场工

过期的药品。
（4）认识优势。从观念上看，疾控机构
人员大多存在着指导、帮助的想法，而 PCO 公司人

作经验，
在药品配制、器械使用以及现场具体环境处
理方面仍然存在问题，由此消杀效果会大打折扣，甚
至造成有的重点消杀场所的遗漏，而非重点场所则
过度消杀，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员本身就是操作员，
拿起设备即能操作使用。
3

PCO 公司积极性的体现
首先，应做好参与救灾 PCO 公司的组织工作，

为解决上述问题，决定让 PCO 公司参与到救灾

充分发挥协会、爱卫办、疾控部门的引导作用，注重

办公室（爱卫办）登记的 PCO 公司有 5 家，经了解其

时期，防疫指挥部应通过特殊渠道随时发布灾情、救

防疫工作中。榆林市在陕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中 3 家公司在灾害发生后都自发来到灾区，陕西某

科技有限公司给子洲县捐赠了 5 万元的消杀药品，
陕西某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也派出救灾小分队在

子洲县进行消杀，榆林市某生物防制有限公司更是
将其人员、设备、交通工具都应用到绥德县的救灾
中。按照《洪涝灾害灾区传染病暴发疫情调查与控
制方案》，重新调整了灭后防疫队的人员和设备，将
不易到达的河道滩涂、各类积水、动物尸体、蚊蝇幼
虫及孳生地以及其他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任务交给
PCO 公司人员去处理。先后使用 PCO 公司大型喷
药车 2 台，
无人机 7 架，防治车 8 辆，联络车 1 辆，车载

喷洒机 2 台，背负式喷药机 8 台；套装杀虫喷射剂

PCO 公司资源及日常信息收集，在救灾防疫的特殊

灾进展、
车辆、器械药品、人员等需求信息，
专人负责

PCO 公司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而进入灾区的 PCO
公司也要通过各种渠道主动联系组织或防疫指挥
部，消杀工作在防疫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保护
PCO 公司人员参与救灾防疫活动的积极性，避免出
现各自为战的情况。

其次，应合理利用 PCO 公司的资源，统一调配

各 PCO 公司的车辆、设备、器械、药品、人员等，按照

统一区域划分开展工作，特别是难度较大的特殊场
所的消杀工作应由不同的公司承担，同时也要发挥
PCO 公司人员的带头和指导作用。

第三，应给予 PCO 公司适当的经济补偿和精神

100 套，吡丙醚 80 kg、球形芽孢杆菌 100 kg、10%氯

鼓励，将无偿援助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在发挥 PCO

PCO公司有22人参与现场消杀工作，
共计工作200 d，

极性，以便在今后类似灾害事件发生时他们能继续

氟氰菊酯 30 kg、8%氯氰菊酯 40 kg、消毒粉 200 kg。
其中7人坚持时间最长达20 d。
2

PCO 参与救灾的优势
与疾控机构相比，PCO 公司具有较大优势，从人

员、药品、器械、车辆以及现场消杀经验等方面均能
满足应急消杀要求。他们反应迅速，上面与灾后防
疫指挥部协调出谋划策，下面与各消杀点联系开展
技术指导，还可独立承担任务，
逐个突破难点及关键
环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员优势。
PCO 机构人员大多有现场消杀工作经验，能熟练掌

握常用药品、
器械的使用技术，
吃苦耐劳。而疾控机
构的专业消毒杀虫人员很少，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
各种专业都有，
但基本不懂消毒杀虫工作，
更无现场
工作经验。
（2）器械优势。PCO 公司由于日常工作需

公司救灾防疫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积
挺身而出。

在本次灾后防疫后期，子洲县除了无偿捐赠外，
还采购了陕西某科技有限公司 5 万元的杀虫剂，采
购陕西某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100 万元的杀虫
剂，绥德县采购陕西某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20 万

元的杀虫剂。绥德县给予 PCO 公司参与救灾防病
人员适当的劳务补贴费（负责人 500 元/d、技术人员

300 元/d、操作员 150 元/d），该公司 9 月还承担绥德
县 8 万元的病媒防制服务项目。3 个公司均收到了

当地政府的感谢信，绥德县 PCO 公司还获得县委县
政府“7·26”抗洪救灾“特殊贡献集体奖”
。充分肯定
了PCO公司在灾后防疫中的贡献，
也保护了 PCO 公司
奉献社会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PCO 公司参与灾后防疫既达到了参

要配置适合各类不同场所和环境使用的消杀器械和

与公益活动、
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
使其实现了社会

药品，种类多、状况好，而疾控机构存储的器械多为

价值，获得了荣誉，得到了社会肯定，同时也得到

最基础的手提式或背负式喷雾器，
大型设备较少，或

了适当的经济补偿，保护了公司利益，其积极性也

者储备的设备长期不使用，状况不清楚，
需要时又不

得到鼓励。

会使用。
（3）消杀药品优势。PCO 公司储存药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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