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文件 
 

 

2013 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 

评审结果公示 

 

2014 年 3 月 7 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邀请有关专家成立项目评审委

员会，对 124 份初审合格的项目申请书进行了评审。现将评审结果进行网上公

示,公示期为：2014 年 3 月 11-16 日。 

如对评审结果存在质疑，请在公示期内实名反映（匿名无效，恕不处理），

协会将按程序进行调查处理，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10-63034521、83153187 

联系人：莊弢、张丽坪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 27 号/100050 

邮  箱：zhuangtao2913@sina.com，adeleok@gmail.com 

 

 

附件：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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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社会动员项目评审结果一览表 
类别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批准预算

（万元） 

负责人 合作小组 

  

  

  

  

  

  

A 类 

  

  

  

  

  

1 天津市预防医学会 2013-A-003 天津高校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项目 5 郝蕾 天津关爱家园 

2 天津市性科学协会 2013-A-004 天津市流动人口 HIV 及其他性病知识

宣传 

5 刘斌 天津滨海工作组；天津滨海农

民工之家 

3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A-005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在校大学生宣

传教育项目 

5 李自钊 正大艾滋病宣传活动小组 

4 四川省民生研究会 2013-A-008 四川省中江县开展留守妇女青少年反

歧视宣传教育活动 

3.5 刘建忠 中江县红丝带艺术团 

5 陕西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A-010 以微信等创新形式在西安市高校校园

和流动人群工作场所开展预防艾滋宣

传教育示范项目 

5 张家驹 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 

6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 2013-A-011 以大学城为重点针对大学生和农民工

的艾防社团联动宣传教育 

5 门兆捷 鞍山市阳光公益行动协会 

7 吉林省性学学会 2013-A-017 吉林省高校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

宣传教育暨反歧视倡导项目 

5 贺英勤 吉林省五朵金花工作组；长春

少女救助中心； 

8 山西省社区卫生服务协会 2013-A-018 “同一片蓝天”——在长治市 MSM 人

群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公益活动 

5 韩敬 长治市蓝色港湾工作组 

9 四川省民族研究会 2013-A-020 攀枝花市针对凉山彝族自发迁移居民

的艾滋病防治宣传 

5 高晓丽 攀枝花市康乐咨询服务中心 

10 贵州省性学会 2013-A-025 在贵阳市高校入学新生与社团志愿者

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 

5 青成言 贵州大学防艾志愿者协会 

11 黑龙江省妇幼保健协会 2013-A-026 在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中开展防止性

病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5 梁凤梅 哈尔滨外来嫂健康服务队 

12 新疆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A-027 丝带传情，与艾同行 5 王绍华 新疆医科大学医宣社；新疆医

科大学志愿者协会 

小计         58.5     

  

  

1 天津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03 深入 MSM 亚人群，开展艾滋病综合

干预项目 

6 郭则宇 天津深蓝工作组 



  

  

  

  

  

B 类 

  

  

  

  

  

  

  

  

  

  

  

  

  

  

  

  

  

  

  

  

  

  

2 天津市性科学协会 2013-B-005 天津市低档 CSW 人群综合干预项目 5 刘斌 信爱文化传播中心 

3 北京佑安爱心家园 2013-B-006 MSM 人群的行为干预与动员检测 6 张彤 ?? 

4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09 女用安全套使用提高中低档暗娼安全

性行为及促进动员检测 

10 闫红静 红尘志愿协会；花瓣雨志愿者

工作组；魅力清河工作组；江

苏你我青少年健康服务中心 

5 安徽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10 通过网络和新媒体手段覆盖干预盲

区，扩大对合肥市 MSM 人群干预 

10 徐伏牛 安徽江淮同心工作组；安徽青

艾公益服务小组 

6 山东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B-012 山东省 MSM 人群“1+3 活动”综合干

预模式深入实践活动 

6 傅继华 山东彩虹工作组 

7 山东预防医学会 2013-B-013 城乡结合部低档场所暗娼人群艾滋病

行为干预与动员检测 

6 毕振强 青岛月光健康行为工作室；胶

州市爱心健康咨询中心；泰山

义工 

8 陕西省预防医学会、陕西

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2013-B-015 宣传教育、行为干预与动员检测并进，

促进 MSM 人群健康行为 

5 杨芙英 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 

9 辽宁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16 辽宁省 2013 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

动员 MSM 干预检测项目 

7 宋士民 辽宁同志网志愿者小组；大连

绿色康乃馨工作组；大连康艾

工作组；大连同心工作组；鞍

山彩虹工作组；鞍山同志社区

志愿者工作组；抚顺爱心工作

组；本溪市爱蓝健康服务中心；

锦州市爱心工作组 

10 湖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18 湖南省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 8 简学武 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湖南左

岸彩虹工作组 

11 吉林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

会 

2013-B-019 吉林省部分大中城市 MSM 人群综合

干预服务及动员检测项目 

5 邱柏红 爱心宏联工作组；五朵金花工

作组；松原天空工作组；常春

藤工作组 

12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22 以美沙酮门诊为平台，在吸毒人群中

开展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活动 

2.5 吕郑侠 郑州市吸毒人群干预工作组 

13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24 昆明市女性性工作者综合干预 4 张长安 西山区紫罗兰小组；云南平行 

14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26 四川省泸州市、遂宁市、江油市 CSW

人群开展行为干预外展活动项目 

4 毛晓英 泸州市江阳区保健康乐中心；

四川省遂宁市红丝带俱乐部；

江油市温馨家园 



15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27 成都市 MSM社交网络中开展同伴干预

和快速检测服务 

6 申文荣 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16 吉林省性学学会 2013-B-028 通过动员场所业主及利用同伴教育与

外展服务暨设立女性生殖健康基地等

多种形式面相 CSW人群开展综合干预

服务项目 

2 曹阳 长春少女救助中心；五朵金花

工作组； 

17 黑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

协会 

2013-B-029 哈尔滨 2860 名男男性行为人群浴池

干预和检测咨询项目 

6 边振奎 康同工作组 

18 宁夏预防医学会 2013-B-030 “给黑房子装上 360”宁夏MSM浴室综

合干预项目 

6 袁静琴 宁夏阳光工作室 

19 山西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31 在山西省 MSM 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

防综合干预 

5 李贵 山西蓝典工作组 

20 重庆市预防医学会 2013-B-033 定向干预，促进检测-重庆市 MSM浴池

活动人群专项干预计划 

8 王豫林 重庆蓝宇工作组 

21 甘肃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35 甘肃省 MSM 人群综合干预检测促进

项目 

8 李健 甘肃西域风健康关爱工作组；

天水阳光工作组；武威纯爱工

作组 

22 广西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B-036 艾与爱相联-西部地区吸毒人群艾滋

病防治综合干预项目 

8 黎学铭 南宁市乐益行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广西心诚新同伴互助小组；

南宁市同行互助工作组；鹿寨

县鹿寨镇昱馨家园小组 

23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38 杭州 MSM人群艾滋病预防和干预项目 7 陈士华 浙江爱心工作组 

24 海南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39 海南省小城镇及农村地区 MSM 人群

干预 

4 林峰 海口市红丝带志愿者协会；海

南同爱健康服务中心 

25 广东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41 基于互联网干预服务平台对广东省四

城市 MSM 深入开展检测促进 

8 林鹏 广同网 

26 上海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42 上海市 MSM 人群防艾行为干预和动

员检测项目 

8 庄鸣华 上海心生；上海青艾 

27 贵州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B-044 贵州省浴室，酒吧等场所 MSM人群综

合干预及促进检测项目 

6 柏珩 贵州同行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28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B-045 以性艾协会为纽带，建立双网干预模

式，促进 MSM 参与艾滋病检测 

5 山建国 荆州市牵手工作组 



29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46 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开展行为干预和动

员检测 

10 许龙善 福桐厦门工作组 

30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 2013-B-047 湖北省 MSM社区小组青年学生男男性

行为者干预 

8 罗西 楚天大学生同盟 

小计         189.5     

  

  

C 类 

  

  

  

  

  

  

  

  

  

  

  

  

  

  

  

  

  

  

  

  

  

  

  

  

1 天津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C-001  天津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综合

关怀与支持项目 

2 郭则宇 艾馨家园 

2 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

心 

2013-C-002  保定、沧州、石家庄及周边 MSM感染

者健康关怀与行为干预项目 

4 任大海 河北沧州爱无界关爱工作组，

河北爱之光感染者关爱工作

组，石家庄爱之缘小组 

3 湖南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03 促进衡阳地区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

同伴关怀及我自管理 

3 李时习 湖南友爱之家 

4 湖南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04 加强艾滋病病人的治疗认识 3 李时习 湖南友爱之家 

5 天津市预防医学会 2013-C-005 天津市 PLWHA 关怀及促进 CD4检测项

目 

4 郝蕾 天津海河之星工作组 

6 中国性学会 2013-C-006 成都 CBO与医院合作开展心理支持、

随访服务探索模式项目 

4 郝树伟 成都爱仁同盟感染者互助小组 

7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C-007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艾滋病感染者

及病人关怀与支持项目 

2 刘心想 睢县凤城艾滋病关爱中心 

8 北京红丝带之家 2013-C-008 对新服药患者开展依从性教育及综合

关怀支持项目 

3 韩晶 地坛医院同伴教育小组 

9 北京红丝带之家 2013-C-009 联合感染者同伴网络开展关怀健康支

持项目 

3 韩晶 北京健康同行 

10 安徽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C-011 传递爱心，巩固、提高艾滋病病人的

药物依从性 

2 周可能 阜阳健康星公益小组；阜阳红

丝带志愿者小组 

11 山东省学校卫生协会 2013-C-013 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关怀服务项目 2 于波 临沂市温馨家园关爱小组；济

南市市中区携手同行关爱工作

组 

12 山东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C-014 山东省青岛市 HIV感染者/病人关怀

服务活动 

3 王元宁 青岛爱心行工作组；青岛市南

爱之家工作组 

13 山东预防医学会 2013-C-015 菏泽市 HIV/AIDS患者治疗关怀与心

理干预服务项目 

3 李国荣 菏泽牡丹家园 



  

  

  

14 陕西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C-016 依托感染者社区小组开展 HIV/AIDS

随访管理和关怀互助活动 

2 邢爱华 山西爱之家；爱路同行工作组 

15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17 辽宁省关怀和支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

人项目 

3 文道泰 沈阳萤火虫工作组；大连博爱

之家工作组；辽宁同志网志愿

者小组；沈阳爱心缘工作组；

沈阳爱友工作组 

16 吉林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

会 

2013-C-018 促进感染者/病人社会支持，提高关怀

服务 

3 邱柏红 吉林市阳光家园；吉林市船营

区爱之家 

17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C-019 发挥社区小组作用，提高艾滋病感染

者检测及治疗依从性 

4 郑志伟 恬园工作室 

18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22 成都市武侯区、双流县针对艾滋病感

染者和病人开展关怀与支持活动项目 

2 汪洋 双流县感染者健康同行关爱小

组；成都市武侯区融爱天空小

组 

19 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23 黑龙江省五城市 400名感染者健康指

导与随访咨询项目 

3 孟友 黑龙江真爱家园 

20 宁夏预防医学会 2013-C-024 “人手一测”宁夏预防医学会蓝天工作

组感染者关怀项目 

2 袁静琴 宁夏蓝天工作组 

21 山西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25 2013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 2 李贵 运城市人间有爱组织 

22 四川省民族研究会 2013-C-026 昭觉县艾滋病感染者宣传关爱活动 4 尚云川 昭觉县索玛花健康关爱小组 

23 重庆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C-027 早发现早治疗-知心陪同递进式关怀

支持服务 

4 冯连贵 花样年华重庆同心工作组；重

庆同行关怀服务小组 

24 辽宁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2013-C-029 辽宁多城市联动，建立感染者确证后-

一站式便利关怀体系 

3 姜莹莹 沈阳爱之援助；抚顺爱心工作

组；本溪爱蓝健康服务中心；

大连同心工作组；锦州爱心工

作组 

25 新疆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C-030 男男人群艾滋病感染者药物依从性教

育及心理支持项目 

3 王绍华 新疆天同 

26 黑龙江省健康学会 2013-C-031 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关怀与治疗服务

项目 

2 杨玉赫 康乃馨感染者关爱之家；益之

行健康工作组 

27 上海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C-032 上海市 MSM 新近确诊感染者抗病毒

治疗危机干预与关怀服务 

4 庄鸣华 美丽人生健康服务社；上海爱

的家园感染小组 

28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2013-C-033 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心理

支持、关怀与检测 

3 山建国 武汉弘智博雅心理咨询中心 



29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34 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关怀与帮助的综

合服务 

2 许龙善 福桐厦门工作组 

30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 2013-C-035 大城小爱，为武汉市 MSM人群艾滋病

感染者提供关怀支持服务 

3 范传刚 湖北大城小爱工作组 

小计         87     

  

  

  

D 类 

  

  

  

  

  

  

  

  

  

  

  

小计 

1 北京佑安爱心家园 2013-D-001  以疾控、医院为依托的“社区小组”

综合服务与实践能力培训 

5 福燕 恬园工作室 

2 中华预防医学会 2013-D-002  艾滋病领域社区组织/小组制度规范

化指南（手册）开发 

5 辛美哲 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 

3 山西省健康管理学会 2013-D-003 山西省 7 城市 MSM 社会组织参与艾

滋病项目能力建设培训 

4 胡先明 山西蓝典工作组 

4 辽宁省天主教爱国会 2013-D-004 辽宁省艾滋社区、小组个案照护模式

能力建设培训 

3 张克祥 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 

5 宁夏社会学会 2013-D-005 宁夏社会组织及社区小组艾滋病防治

能力建设项目 

4 罗强强 宁夏大学社工之家协会 

6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2013-D-006 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生活和治疗技能

培训及手册开发 

5 申鹏章 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7 辽宁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D-007 促进辽宁地区多部门合作，提高社区

小组自律规范化运作能力建设项目 

4 郑殿祥 沈阳爱之援助；鞍山市阳光公

益行动协会；鞍山彩虹工作组 

8 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 2013-D-008 黑龙江社区组织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

工作制度与能力建设 

4 刘艳丽 黑龙江社会组织预防艾滋病促

进会 

9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D-010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社区培训

师能力建设项目 

5 张长安 昆明西山区健康关爱促进会 

10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 

2013-D-011 促进艾滋病社区组织与政府部门、专

业机构的沟通与合作项目 

5 郑志伟 北京爱之方舟信息咨询中心 

11 吉林省卫生信息学会 2013-D-012 通过开展自身管理能力培训与搭建信

息平台及制定发展规划暨最佳实践撰

写等活动提高吉林省社区小组综合素

质和工作能力 

5 贺志远 长春少女救助中心；五朵金花

工作组； 

12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 

2013-D-013 北京地区高校 MSM 社区组织能力建设

工作坊 

3 薛明 智同北京 

13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2013-D-014 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培训项

目 

3 陈士华 浙江爱心工作组 



14 海南省预防医学会 2013-D-015 海南国际旅游岛防艾社区组织能力建

设 

5 林峰 海口市红丝带志愿者协会 

15 贵州省预防医学会 2013-D-016 加强全省 MSM 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

工作能力建设项目 

5 雷世光 贵州同行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 

        65     

合计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