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干开展⒛⒛年度
全区梅毒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区直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

根据 《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 (2θ 1θ -202θ 年 )》 《|l± 病防

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号 )、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治艾滋

病攻坚工程实施方案 (2θ 15-2θ 2θ )》 及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关

于印发广酉壮族自治区性病实验室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 )的通

知》(桂卫疾控发 〔2015〕 43号 )要求,为加强我区梅毒实验室

检测的质量控制与管理,进一步提高梅毒实验室检测水平,经

研究,我委委托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开展 ⒛⒛年度梅毒实

验室室间质量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时间

(— )发放样本日期:2θ 2θ 年 7月 2θ 日。

(二 )结果上报截止日期:2θ 2θ 年 8月 2θ 日。

二、评价范围

仝区各级相关医疗卫生单位 (详见附件 1)。

三、评价方式和内容

由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所统一发放评价血清样本一套 (5

份 ),各单位参评实验室对评价血清样本进行梅毒非特异性抗体

定性、定量试验和梅毒特异性抗体试验检测,并将结果填入报

表 (见附件 2),该结果作为评价评分依据。



四、评价注意事项

(一 )梅毒血清学检测评价样本每支 θ.5m1。 收到评价样本

后,应 立即检查样本的批号、数量是否与说明相符,样本是否

渗漏。检测前请将样本离心,使样本沉在管底以保证足够的检

测量。

(二 )评价样本虽经灭活处理,但 由于潜在的传染可能性 ,

仍需按传染性样本对待。

(三 )梅毒血清学检测评价样本检测时不需特殊处理,与

临床血清 (浆 )标本采用同一方法进行检测。评价样本不能立

即检测的应保存在 -2θ℃以下,复溶后存放在 2~8℃ ,一周内

检测完,不 能再分装或冻存使用。

(四 )评分标准。满分 1θ θ分,其 中血清检测结呆占 9θ 分 ,

报表资料完整性占 1θ 分。

1.血 清检测 9θ 分,每份血清 18分 ,按符合率来评分,血

清检测上报的材料为附件 2,检测原始记录由实验室保存不作上

报要求,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3。

2.结呆报表资料填写规范完整、字迹清晰工整 1θ 分,每缺
—项扣 1分。

五、其它事项

(一 )证书发放标准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项。

1.考评总成绩在 8θ 分 (含 8θ 分 )以上的。

2,项 目开展齐全 (梅毒非特异性抗体定性、定量试验和梅毒

特异性抗体试验)。

3.必须配备相应的基本仪器设各研艮据不同试验方法)。

-2—



(二 )按标准对结果进行评审。对符合要求的单位,授予

“
广西壮族自治区梅毒实验室室间质评合格证书

”,该证书作为

规范化性病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重要依据。

结果报表于 8月 2θ 日前以电子版形式上报至电子邮箱 :

gxxbzxsys@163.coln。 回报表电子版请到广西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网站 (lLmWⅥ羽″gxpys.com/)下载专区下载。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朱邦勇、韦江平、陈媚 ,

θ771-2317266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疾控处 林金钊、蓝文展,0771勹 811609

附件:1.2θ 2θ 年梅毒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参评单位名单

2.广 西梅毒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测定结果报表

3.实验结呆评分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 办公室

铲∵埯
奋 禹 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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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⒛⒛年梅毒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参评单位
(共 4∝ 家 )

地区 市县 (区 ) 医疗机构

区直

广西医科大学笫一附属医院、广西壮蔟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笫二附属医院、

广西中医药大学笫一附属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皖、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

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骨伤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桂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广西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科技大学笫二附属医院、广西壮蔟自治区人民医院邕武医院、

广西中医药大学笫一附属医院仙湖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亭

凉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南宁市

市 (城 ) 区

南宁市笫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笫二人民医院、南宁市笫三人民医院、南宁市笫四人民医

院、南宁市笫五人民医院、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南宁市笫八人

民医院、南宁市笫九人民医院、南宁市第十人民医院、南宁市中医医院、南宁市红十字

会医院、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宁市笫一人民医院琅东医院、

南宁市笫二人民医院五象医皖、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南宁市芽桥中心医院、南宁市邕

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南宁市邕宁区中医医院、南宁市第二

妇幼保健院、南宁市武鸣区更昌医院、南宁市武鸣区妇幼保健院、南宁市武鸣区中医医

院

宾阳县 宾阳县人民医院、宾阳县妇幼保健院、宾阳县中医医院、宾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横县 横丢人民医院、横县妇幼保健院、横县中医医院、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隆安县 隆安县人民医院、隆安县妇幼保健院、隆安县中医医院、隆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山县 马山县人民医院、马山县妇幼保健院、马山县中医医院、马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林县 上林县人民医院、上林县妇幼保健院、上林县中医医院

柳州市

市 (城 )区

柳州市人民医院、柳州市工人医院、柳州市妇幼保健院、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市潭中

人民医院、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柳州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柳州二空医院、柳州市妇幼保

健院柳东分院、柳州市柳江区人民医院、柳州市柳江区妇幼保健院、柳州市柳江区中医

医院

柳城县 柳城县人民医院、柳城县妇幼保健院、柳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鹿寨县 鹿寨县人民医院、鹿寨县妇幼保健院、鹿寨县中医医院、鹿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融水县 融水苗蔟自治县人民医院、融水苗蔟自治县妇幼保健院、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融安县 融安县人民医院、融安县妇幼保健院、融安县中医医院

三江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三江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三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桂林市

市 (城 ) 区

桂林市人民医院、桂林市笫二人民医院、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桂林市中医医院、

桂林市临桂区妇幼保健院、

桂林市笫三人民医院、

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桂林市皮肤病防治院、

阳朔县 阳朔县人民医院、阳朔县妇幼保健院

灵川县 灵川县人民医院、灵川县妇幼保健院、灵川县中医医院

兴安县 兴安县人民医院、兴安县妇幼保健院、兴安县中医医院、兴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平乐县 干乐县人民医院、平乐县妇幼保健院、平乐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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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I 市县 (区〉 医疗机构

桂林市

全州县 全州县人民医院、全州县妇幼保健院、全州县中医医院、全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恭城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恭城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灌阳县 灌阳县人民医院、灌阳县妇幼保健院

荔浦市 荔浦市人民医院、荔浦市妇幼保健院、荔浦市中医医院

资源丢 资源县人民医院、资源县妇幼保健院、资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龙胜县
龙胜备蔟自治县人民医院、龙胜备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龙胜各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龙

胜各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永福县 永福县人民医院、永福县妇幼保健院、永福县中医医院

梧州市

市 (城 ) 区

梧州市人民医院、梧州市工人医院、广西桂东人民医院、梧州市妇幼保健院、梧州市红

十字会医院、梧州市中医医院、梧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梧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梧州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梧州市皮肤病防治院、梧州市龙圩区妇幼保健院

苍梧县 巷梧县人民医院

岑溪市 岑溪市人民医院、岑溪市妇幼保健院、岑溪市中医医院、岑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蒙山县 蒙山县人民医院、蒙山县笫=人 民医院、蒙山县妇幼保健院、蒙山县中医医院

藤县
藤县人民医院、藤县第二人民医院、藤县妇幼保健院、藤县中医医院、藤县皮肤病防治

院

北海市

市 (城 )区
北海市人民医院、北海市笫二人民医院、北海市妇幼保健院、北海市中医医院、北海市

皮肤病防治院、北海市结核病防治院

合浦县
合浦县人民医院、合浦县妇幼保健院、合浦县红十字会医院、合浦县中医医院、北海市

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合浦县皮肤病防治院

防城港市

市 (城 ) 区

防城港市笫一人民医院、防城港市妇幼保健院、防城港市中医医院、防城港市防城区妇

幼保健院、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医院、防城港市防城区皮肤病防治院、防城港市港口区

人民医院、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东兴市 东兴市人民医院、东兴市妇幼保健院

上思县 上思丢人民医院、上思县妇幼保健院

钦州市

市 (城 )区

钦州市笫一人民医院、钦州市笫二人民医院、钦州市妇幼保健院、钦州市中医医院、钦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钦州市钦南区人民医院、钦州市钦北区人民医院、钦州市钦北

区妇幼保健院

灵山县
灵山县人民医院、灵山县笫二人民医院、灵山县妇幼保健院、灵山县中医医院、灵山县

红十字会医院

浦北县 浦北县人民医院、浦北县中医医院、浦北县妇幼保健院

贵港市

市 (城 )区

贵港市人民医院、贵港市笫二人民医院、贵港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贵港市妇幼保健

院、贵港市中医医院、贵港市皮肤病防治院、贵港市港北区人民医院、贵港市覃塘区人

民医院

桂平市 桂平市人民医院、桂平市妇幼保健院、桂平市中医医院

平南县
平南县人民医院、平南县笫二人民医院、平南县妇幼保健院、平南县中医医院、平南丢

皮肤病性病防治站

玉林

市 (城 )区

玉林市皮肤病防治医院、玉林市笫一人民医院、玉林市笫=人民医院、玉林市第三人民

医院、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玉林市妇幼保健院、玉林市

中医医院、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玉林市桂南医院、玉林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玉林市玉州区妇幼保健院、玉林市福绵区人民医院、玉林市福绵区

妇幼保健院

北流市 北流市人民医院、北流市妇幼保健院、北流市中医医院、北流市皮肤病防治院

博白县 博白县人民医院、博自县妇幼保健院、博白县中医医院、博自县皮肤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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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市县 (区 ) 医疗机构

玉林

陆川县 陆川县人民医院、陆川县妇幼保健院、陆川县中医医院、陆川县皮肤病防治院

容县 容县人民医院、容县妇幼保健院、容县中医医院、容县皮肤病防治院

兴业县 兴业县人民医院、兴业县妇幼保健院、兴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百色市

市 (城 )区
百色市人民医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百色市妇幼保健院、百色市中医医院、百色市

皮肤病防治院、百色市右江区人民医院、百色市右江区妇幼保健院

凌云县 凌云县人民医院、凌云县妇幼保健院、凌云县中医医院

靖酉市 靖西县人民医院、靖西县妇幼保健院、靖西县中医医院、靖西县皮肤病防治院

乐业县 乐业县人民医院、乐业县妇幼保健院

隆林县
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隆林各蔟自治县妇幼保健院、隆林各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隆

林各族自治县皮肤病防治站

那坡县 那坡县人民医院、那坡县妇幼保健院、那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平果县 平果县人民医院、平果县妇幼保健院、平果县中医医院、平果县皮肤性病防治站

田东县 田东县人民医院、田东县妇幼保健院、田东县中医医院、tE东 县皮肤病防治站

田林县 田林县人民医院、田林县妇幼保健院

田阳丢 田阳县人民医院、田阳县妇幼保健院、田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林县 西林县人民医院、西林县妇幼保健院、西林县中医医院

德保县 德保县人民医院、德保县妇幼保健院、德保县中医医院、德保县皮肤病防治站

贺州市

市 (城 )区
贺州市人民医院、贺州市妇幼保健院、贺州市中医医院、贺州市笫五人民医院、贺州市

广济医院

富川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富川瑶蔟自治县妇幼保健院、富川瑶族自治县民蔟医院、富

川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昭平县 昭平县人民医院、昭平县妇幼保健院、昭平县中医医院、昭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山县 钟山县人民医院、钟山县妇幼保健院、钟山县中医医院、钟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池市

市 (城 )区

河池市人民医院、河池市笫三人民医院、河池市笫四人民医院、河池市妇幼保健院、河

池市中医医院、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池市金城江区妇幼保健院、河池市第一人

民医院、河池市宜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河池市宜州区妇幼

保健院、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

都安县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都安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大化县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大化瑶蔟自治县妇幼保健院、大化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东兰县 东兰县人民医院、东兰县妇幼保健院、东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巴马县 巴马县人民医院、巴马县妇幼保健院

风山县 风山县人民医院、风山县妇幼保健院

环江县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罗城县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中医医

院

南丹县 南丹县人民医院、南丹县妇幼保健院、南丹县大厂医院、南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天峨县 天峨县人民医院、天哦县妇幼保健院

来宾市
市 (城 )区

来宾市人民医院、来宾市笫=人民医院、来宾市妇幼保健院、来宾市中医医院、来宾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来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医院、来宾市兴宾区妇

幼保健院、来宾市兴宾区人一医院

合山市 合山市人民医院、合山市妇幼保健院、合山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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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市县 (区 ) 医疗机构

来宾市

金秀县 莶秀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金秀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武宣县 武宣县人民医院、武宣县妇幼保健院、武宣县中医医院

象州县 象州县人民医院、象州县妇幼保健院、象州县中医医院

忻城县 忻城县人民医院、忻城县妇幼保健院、忻城县中医医院、忻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崇左市

市 (城 )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崇左市人民医院、崇左市笫二人民医院、崇左市妇幼保健院、

崇左市中医壮医医院

凭祥市 凭袢市人民医院、凭祥市妇幼保健院、凭祥市中医医院、凭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大新县 大新县人民医院、大新县妇幼保健院、大新县中医医院、大新县皮肤性病防治站

扶绥县 扶绥县人民医院、扶绥县妇幼保健院、扶绥县中医医院、扶绥县皮肤性病防治站

宁明县 宁明县人民医院、宁明县妇幼保健院、宁明县中医医院、宁明县皮肤性病防治玷

天等县 天等县人民医院、天等县妇幼保健院、天等县中医医院、天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龙州县 龙州县人民医院、龙州县妇幼保健院、龙州县屮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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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区梅毒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测定结果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等级:

样本收到日期:

样本检测日期:

梅苷非特异性抗体 梅寺非特异性抗休检浏结呆

方法:1.RPR□

3,其他 :

2.TR1sT □

试剂名称:

生产厂家:

批号/有效期:

仪器名称型号:

柠寺特异挂抗休

方法:1,TPPA□

3.免瘐层析法

2.B11sA □

□4共他

批号/有效期:

仪器名称型号:

试剂名称;

生产厂家: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实验窒主任签字: 实验人员签字:

E llai1:

样品编号

结果

定性(+或一) 定量(滴度 1∶ o)

1

●
乙

3

4

5

梅苷特异性抗休检浏结呆

样品编号 结果(+或一)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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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验结果评分标准

样本号

梅母非特异性抗体
梅毒特异性抗体

(分值 )定性 (分值 ) 定旦 (分值 )

1 6
‘
●

∠
υ

●
〓

‘
υ

∠
υ

‘
υ

3
‘
●

‘
υ

‘
υ

'
△ ‘

υ
‘
υ

∠
●

‘
● 6

‘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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