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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防治业参与卫生城市创建的思考
冯向阳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制所，南宁 530028
摘要：有害生物防治业（PCO）是向社会提供商业化有害生物防治服务的行业。该文从 PCO 参与卫生城市创建的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的要求开展探讨，提出目前 PCO 企业参与科学解决卫生城市
创建中病媒生物防治达标的工作新思路，
为今后 PCO 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卫生城市的创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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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pest control operations
in creation of a healthy city

FENG Xiang⁃yang
Guangx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nning 530028,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est control operation（PCO）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health city, explore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creation of heath city, propose a new way to scientifically solve the
standard of vector ⁃ biological control for PCO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on of health city.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the creation of health c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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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害 生 物 防 治 业（pest control operation，PCO）

是向社会提供商业化有害生物防治服务的行业。目

治标准要求。如 2017 年我国有害生物防治机构服

务能力资质评审（复审）中发现，较多服务于创建卫

前，
在我国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中，
几乎所有病媒生物

生城市的 PCO 企业并不了解国家卫生城市病媒生

展使城市病媒生物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减少了城市

准要求。

防治项目都有 PCO 企业的参与；PCO 行业的迅速发

媒介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概率，成为改善城市居民
居住环境的重要专业防治力量。该文结合当前 PCO

公司在服务卫生城市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
PCO 公司在卫生城市创建中的现状、问题和作用进
行思考和探索，引导和促进 PCO 企业更好地服务于
卫生城市的创建工作。

物密度控制水平（GB/T 27770～27773－2011）的标

1.2 PCO 企业整体服务水平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创
建卫生城市的要求

我国许多 PCO 企业的一线从

业人员学历普遍较低，未接受良好的、
系统的有害生
物知识和防治技能培训，导致在现场防治中无法正
确采用和实施有效的防治技术；而 PCO 从业人员的

现场操作技术和服务水平直接决定企业的防治服务

1 PCO企业参与卫生城市创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是否符合创建卫生城市的要求［1］。同时，较多 PCO

1.1 PCO 企业数量增加，管理和技术滞后

械装备简陋，仍采用防治水平较低、陈旧的防治技

近年

来，全国各地的 PCO 企业数量随着卫生城市创建工

企业因缺乏现代化管理理念，管理水平较低，防治器
术，甚至缺少必要的硬件设施（如独立分存的药械库

作的发展而快速增加；各地参与创建卫生城市的

房、配药室、更衣室），导致病媒生物防治服务质量难

是 PCO 企业普遍存在内部管理和服务技术质量不

市服务质量和效果上呈现以下明显差异：①具有我

PCO 企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较多问题，主要
规范的现象。绝大多数 PCO 企业及其技术人员不

熟悉或不完全理解我国创建卫生城市的病媒生物防

以保证的乱象频发。我国 PCO 企业在创建卫生城
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能力资质的 PCO 企业明

显优于无资质企业；
②在有资质的企业中，
可持续改

作者简介：冯向阳，
男，
主任技师，
主要从事病媒生物防治工作，Email：981458660＠qq.com
网络出版时间：2018-02-09 10：46

网络出版地址：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n_CNKIPub.aspx?naviid=59&BaseID=ZMSK&NaviLink=

· 176 ·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8 年 4 月第 29 卷第 2 期

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优于未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
系的企业；
③在未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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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病媒生物孳生环境，是 PCO 企业创建卫生城市新

的工作重点［3］。在卫生城市的现场创建和考核中，

可开展系统培训的企业优于无系统培训的企业。
1.3 PCO 企业普遍缺乏快速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

环境卫生状况和防鼠、防蚊、防蝇设施的改善均是减
少病媒生物数量的关键［4］。PCO 企业人员可从专业

依赖化学药品现象严重。国内大多数 PCO 企业普

见，对促进城市环境卫生整治有重要作用。

技术规范能力

目前，PCO 企业在创建卫生城市中

遍具备一套简单的操作和监测技术规范系统。但创
建卫生城市项目现场复杂多样，仅凭从业技术人员

角度发现各种城市病媒生物孳生地并提出建设性意
2.3

要求 PCO 企业对重点场所的有偿灭害达标服

务逐步完全替代各自的自行灭害行为 创建卫生城

施工经验和简单的培训知识，不足以保证企业有足

市有害生物防治重点需覆盖城市病媒生物易孳生的

够的防治技术能力完成工作，防治现场往往出现无

重 点 场 所 ；病 媒 生 物 密 度 控 制 水 平 标 准（GB/T

技术支持、
方法无章可循、
施工束手无措的现象。正

27770～27773－2011）中明确的重点场所环境复杂、

业采用简单的提高药物用量和施药次数以取得防治

经过专业培训与考核，掌握相应知识和技术，在防治

因大部分 PCO 企业内部技术供给不足，造成 PCO 企

病媒生物侵害频率和数量相对较多，PCO 企业人员

效果 ，其结果是不仅防治效果可能出现问题，还可

中可有效地采取多种措施专业杀灭有害生物，防治

能造成防治区域的环境污染。

效果和效率远高于普通居民自行杀灭有害生物，是

［2］

1.4 PCO 企业创建卫生服务中的质量监管和质量
评估体系未统一 虽然我国已颁布病媒生物密度控

制水平国家标准，但未对全国卫生城市创建中的病
媒生物防治服务监管和监测进行统一性的、持续的
大数据收集、
汇总和分析，
导致创建卫生城市需求方
尚未清晰监管质量的核心工作思路，PCO 企业服务
供应方未形成程序化的工作模式。各地 PCO 企业

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提供的灭害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
2

创建卫生城市的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对 PCO 企业

重点场所有害生物治理的发展主力。事实证明，过
去发动居民“齐上阵”的杀灭模式几乎很难完成创建
卫生城市灭害达标的任务。因此，要求 PCO 企业的

技术人员在服务中应掌握服务范围内环境治理改善
的相关知识，也要有专业的防鼠、防蚊、防蝇设施建
设的技术和能力，以便及时指导调整技术策略和措
施，配合相关部门促进环境治理和“三防”设施建
设［2］，以达到创建卫生城市的目标。

2.4 PCO 企业防治技术应不断革新，防治行动更规
范、快速、高效和环保 创建卫生城市的目的在于改

的要求

善城市人居环境条件。因此，PCO 企业在创建卫生

2.1 提高 PCO 企业防治效果要求，重点持续控制病
媒生物低密度水平 随着卫生城市创建对有害生物

理，以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要求 PCO 企业在防
治服务中使用的防治药物必须是对环境友好、低碳、

综合管理（IPM）理念体系的认可，要求 PCO 企业服

务从简单的杀灭有害生物逐渐向 IPM 服务转变，即

城市中要求充分应用 IPM 中推行的绿色有害生物管

安全或低毒［5］。同时强调，在施工中需要引入综合
的、环境友好的防治技术，
强调流程与具体操作实施

必须从过去采取单一的化学防治手段向改造和管理

的规范性。如在服务范围内发现鼠（虫）害，首先必

影响人居环境有害生物的各种因素的模式转变，使

须努力清除食源、
水源和巢穴等有害生物孳生条件，

城市病媒生物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密度水平 。因

采取封堵缝隙、安装防鼠（虫）设施和改造环境等措

［1］

此，PCO 企业必须要求防治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能力与 IPM 同步，不断提升技术人员的认识和角色
的转变至关重要。IPM 服务要求至少提升以下内

容：①培训企业服务形象；②规范执行公司管理制
度；
③掌握各种病媒生物防治理论知识和技能；
④学
习各种防治政策法规；⑤要求防治安全施工；⑥熟练
使用各种技术规范和作业施工流程；⑦掌握各种规
范的药剂施放技术。

2.2 PCO 企业应持续不断地提供改造环境的技术
支持

环境治理可从源头上防止病媒生物入侵，是

有效消除病媒生物孳生和栖息的条件，是创建卫生
城市病媒生物防治长效机制的基础。发现和消除城

施。在必要的区域内科学地使用杀虫灭鼠药剂，保
证选择的药剂和施用方式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已降至
最低程度。
3

PCO 企业参与科学解决创卫病媒生物防治达标

问题的思考
PCO 企业成功参与卫生城市创建主要有 2 个关

键点，即其对创建城市灭害服务标准的充分理解和
充分达到创建城市灭害服务标准。

3.1 建立并前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爱卫办）
和 PCO 企业的标准要求，实施统一化培训和考核
其目的是解决创建卫生城市的

（下转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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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密度高的生境，故选择居民区和公园（绿化带）进
行 监 测 。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白 纹 伊 蚊 BI 平 均 为

11.96。根据国家登革热蚊媒监测与控制指南要求，
BI＜5 为控制登革热传播的阈值，当 BI＞5 时存在登
革热传播风险，BI＞10 有登革热暴发风险，BI＞20

存在登革热区域流行风险［5］。登革热作为一种虫媒
传染病，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东南亚地
区一直呈地方性流行［6-8］。四川省每年有大量人员
前往该地区工作和旅游，每年均有输入性病例发生，
故存在可能导致本地登革热传播和暴发的风险。
废旧轮胎和其他水体白纹伊蚊阳性率最高，居
民区和公园（绿化带）以闲置容器（碗、瓶、缸、罐）和
盆景、
水生植物类型所占比例最高，
阳性积水数所占
比例也最高。提示在今后的蚊虫防制中，
应长期做好
室内外的环境卫生工作，随时清除各种垃圾，定期对
城区的下水道进行清淤杀虫，清除和管理好各类闲
置容器和积水，
尤其是盆景、
水生植物和废旧轮胎。
BI 和帐诱指数结果提示，应以居民区和公园

（绿化带）作为白纹伊蚊的重点防控区域，在 7－9 月

加大防治力度，降低蚊密度，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登
革热的传播风险。同时，政府各部门应加强合作和
广泛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对居民加强蚊虫防制
知识的科普宣传和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其防蚊灭蚊

意识，做好个人和环境卫生工作，
管理好房前屋后的
各种积水，有效清除蚊媒孳生地，
从而达到降低登革
热传播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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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卫办和 PCO 企业不熟悉或误解

3.4 设立 PCO 企业服务项目第三方评估机构 PCO

中涉及病媒生物的重点场所必须由 PCO 专业服务

的各行各业，
区域和范围广而复杂，
设立项目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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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标准的突出问题；如：要统一解决创建卫生城市
才能确保达标的问题，可避免创建中出现大量防治
空缺区域的现象。
3.2

建立 PCO 企业参与创建卫生城市的基础条件

准入制度

确保爱卫办选择优秀的 PCO 企业参与

创建服务；如要求 PCO 企业具备国家有害生物防治
服务机构能力资质、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危险品

和化学药品经营许可资质等，有规模、具备行业规范
和管理技术体系等。防止不良企业低价无序进入和
无序竞争，避免服务质量出现问题而影响卫生城市
创建工作的推进完成。
3.3
范

制定完善、可执行、符合标准的服务和技术规

PCO 企业强大的专业防治服务能力使其具有核

心竞争力，而企业中标后的准入和参与关键是必须
通过服务前的相关培训和技术考核，是确保服务技
术能力可承担该项目的关键环节。如 PCO 企业的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在创建卫生城市服务前的
更新、
培训和实施操作演练，
可有效地提高企业服务
能力和水平，
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在城市卫生创建灭害达标项目过程中涉及城市
方评估机构，有利于 PCO 企业在服务中规范地执行
国家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对 PCO 企业进行监管以确

保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是有资质的独立
机构，如 CDC、有资质的企业或协会等。评估内容
应包括资质能力、
防治服务过程和防治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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