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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癌症负担日益沉重。 

在众多恶性肿瘤中，胃癌以其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

疾病与经济负担。与此同时，国际经验证明，通过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根除、

内镜检查等危险因素管理，可以有效降低胃癌发生风险和整体医疗费用支出。 

过去几十年，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胃癌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存在一些短板：一是对胃癌一级预防的重视不足，幽门螺杆菌防治水平

与世界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二是早诊早治工作在筛查水平和覆盖范围方面仍

显不足。三是胃癌防治的统筹协调不足。四是针对胃癌防治技术的研发力度

不足。 

基于健康中国的整体战略以及胃癌防控现状，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在胃癌

防治中，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策略。结合健康中国的相关战略目标和

“十四五”规划，我们建议尽早明确胃癌防治路线图，出台针对胃癌防治的

专项实施方案，以危险因素防控、早诊早治、综合性防控、科研攻关为四大

支柱，分三步建设构建全国性胃癌防控体系。 

第一步，到 2022 年，胃癌防控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设国家级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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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诊疗中心，出台胃癌危险因素管理指南和相应实施方案，启动幽门螺杆菌

防控的专项试点。 

第二步，到 2025 年，胃癌防控体系能力和效率得到关键提升。形成规范

性实施细则并逐步推广。全面提升胃癌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 

第三步，到 2030 年，覆盖全民的胃癌防控综合体系基本建成。综合性胃

癌防治模式在全国推开，基本覆盖胃癌高危人群，疾病负担得到有效控制。 

在实施方案方面，武田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推进危险因素防控，夯实服务体系基础。建议政府出台对于胃癌危

险因素防控的实施方案（2022-2030），提升对幽门螺杆菌防治的重视程度。

发布国家统一的胃癌危险因素管理指南，规范幽门螺杆菌筛查与治疗方案；

开展幽门螺杆菌筛查和防治的专项试点，针对胃癌高危人群和幽门螺杆菌高

发地区，到 2025 年和 2030 年分别实现筛查率超过 30%与 55%。强化胃癌危险

因素宣传教育，提升民众预防意识；  

二、规范早诊早治，提升早筛水平与覆盖范围。统一完善胃癌早诊早治

指南，提升早期筛查的规范化水平；完善培训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早

诊早治能力，填补消化内镜医师缺口；加速推进县级医院“癌症筛查和早诊

早治中心”试点建设，完善胃癌早诊早治网络；探索安排胃癌早筛财政专项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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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综合防治，建立国家级胃癌诊疗中心。出台国家胃癌综合性防

治计划，探索一、二级预防联动机制，构建一体化的胃癌防治模式，确保连

续、高效、全面的胃癌防治服务。 

四、强化科技攻关，提供智力支撑。针对胃癌防治的技术短板，加强科

技攻关力度；加大对于幽门螺杆菌疫苗、特效药物、快检试剂和仪器的研发

投入和政策支持，鼓励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学习胃癌防治的先进技术和成熟

经验。 

基于胃癌疾病负担重、防治手段可行有效的特点，中国政府应优先关注

胃癌防治体系建设。作为全球领先的跨国制药企业，武田制药愿为中国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贡献一份力量，助力提高中国居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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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武田制药对能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深感荣幸。武田制药是一家以

患者为中心、以价值观为基础、以研发为驱动的全球生物制药公司，致力于

为全人类带来健康生活和美好未来，专注于在肿瘤、罕见疾病、消化和神经

科学四大核心治疗领域以及血液制品和疫苗领域为患者研发顶尖的突破性创

新药物。中国是武田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武田一直积极将全球领先

的创新产品、疗法和健康管理经验带到中国，助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癌症防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上要求：“重视重大疾病防控。对慢性病，要以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为

突破口，加强综合防控，强化早期筛查和早期发现，推进早诊早治工作，推

进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 2016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癌症早诊早治的重要性。2019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 年）》也设有癌症防治相关的专项行动计划，动员全社会加

大癌症防控力度，探索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癌症防治道路，全面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 

在众多癌症种类中，胃癌以其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成为了中国癌症防

治工作的“拦路虎”，严重威胁到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基于健康中国的整体

战略以及胃癌预防的可操作性，武田制药建议中国政府在癌症防治工作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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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胃癌防治，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策略，着重关注胃癌的一、二

级预防，通过经济有效的防治措施切实降低胃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增进群

众健康福祉。 

2 胃癌防治势在必行 

2.1 中国癌症防治政策演变与工作进展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癌症的防治工作，早在“七五”期间就曾制定《全国

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2000）》，拉开了中国癌症防治的序幕。随着人口与

经济结构发生转变，近年来癌症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党和政府对

癌症防治工作也愈发重视，延续推动早诊早治的癌症防治基本策略。2016 年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强调了癌症防治是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明确了癌

症早诊早治工作的重要性，推动了新时代全国癌症防治工作的积极开展。为

推进落实《纲要》，国务院于 2019 年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该委

员会主导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文件（以下简称《行动》），

在癌症 5 年生存率、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早治

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阶段性目标。紧随其后，国家卫健委联合 10 个部门于

同年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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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实施方案》）文件以配合《行动》的具体落实。该方案针对癌症防治的

各个环节进行了明确的部署，为全国各地区有序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提供了有

效指导。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国家的癌症防治政策，上海市抗癌协会与北京

市抗癌协会分别于 2020 年末与 2021 年初发布了《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

预防推荐》与《中国高发癌症早期筛查指南》，针对中国居民常见与高发癌症

提供了专业的预防指南，包括高危人群定义、筛查建议以及预防指导。一揽

子政策与指南的出台为中国的癌症防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实操指导，

也为如胃癌、肺癌、肝癌等疾病负担重、防治手段明确的重点癌症开展专项

防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胃癌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肿瘤登记年报显示，2015 年中国恶性肿瘤发

病约 392.9 万人，死亡约 233.8 万人，总医疗花费超过 2200 亿元人民币。其

中，2015 年中国胃癌新发病例约为 40.3 万例、死亡病例约为 29.1 万例，占

全年全国癌症发病病例与死亡病例的 10.3%和 12.4%，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中

国恶性肿瘤中高居第 2位和第 3位1，占中国全年总死亡人口的 3%。根据世界

 
1 郑荣寿,孙可欣,张思维,曾红梅,邹小农,陈茹,顾秀瑛,魏文强,赫捷.2015 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

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2019(0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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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胃癌的新发病例已增长至 47.85 万例2。从全

球角度来看，中国是胃癌高发国家，中国胃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

42.6%和 45%3，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居全球第 5 位与第 6 位4。同时，由于中

国早期胃癌的诊治率低，目前中国发现的胃癌超过 90%的属于进展期5，导致

中国的胃癌五年生存率处于较低水平，仅为 35.9%，远低于东亚邻国日本的

60.3%和韩国的 68.9%6。 

另一方面，胃癌治疗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研究显示，

2003—2013 年间中国胃癌次均治疗费用区间为 18,504-41,871 元人民币，位

居中国癌种的第 4 位，年均增长率为 5.5%7，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接近，

导致了众多由于胃癌因病致贫、返贫的案例。因此，胃癌在中国造成了较为

严重的健康与经济负担，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2 GLOBALCAN, http://globocan.iarc.fr   

3 杜奕奇,蔡全才,廖专,方军,朱春平.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草案)(2017 年,上海)[J].

胃肠病学, 2018,23(02):92-97. 

4 左婷婷, 郑荣寿, 曾红梅,等. 中国胃癌流行病学现状[J]. 中国肿瘤临床, 2017(1). 

5 中国幽门螺杆菌根除与胃癌防治的专家共识意见(2019 年，上海)[J].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19(04):285-291. 
6 Allemani C, Matsuda T, Di Carlo V, et al. Global surveillance of trends in cancer 

surviv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cords for 37,513,025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one of 

18 cancers during 2000–2014 from 322 population-based registries in 71 countries 

(CONCORD-3)[J]. Lancet, 2018. 

7 姚芳,石春雷,刘成成,王乐,宋述铭,任建松,郭春光,娄培安,代敏,朱琳,石菊芳.中国 1996—2015 年

胃癌经济负担研究的系统评价[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7,51(08):75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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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胃癌防治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癌症的防治可以通过三级预防来实现。一级预防是病因预防，减少外界

不良因素（如细菌及病毒感染、不良生活习惯等）的损害。二级预防是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二级预防适用于有特定适应症的癌症疾病，且

筛查手段需要具有特异性、安全性、可操作性和经济性（如肺癌、乳腺癌、

胃癌、结直肠癌等均可通过筛查进行早诊早治）。三级预防以癌症的临床治疗

和护理为主，通过医疗措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基于预防为

主、关口前移的癌症防治理念，本文将主要围绕癌症的一、二级预防进行重

点阐述。 

胃癌的一、二级预防，均有其特定的、可操作的、经济有效的防治手段。

在一级预防方面，除改善不良生活习惯外，胃癌有其特殊的致病因素——幽

门螺杆菌感染。据估计，约 90％非贲门部胃癌发生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

占胃癌总体的 78%5。于 2019 年发布的《中国幽门螺杆菌根除与胃癌防治的专

家共识意见》中，86.7%的专家认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中国胃癌的主要病因，

92.9%的专家认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 5。令人

欣喜的是，现有的检测和医疗手段可以简单有效地对幽门螺杆菌感染进行筛

查和治疗，起到显著的胃癌防治效果。在二级预防方面，内镜检查是目前胃

癌诊断的金标准，胃癌可通过内镜检查及早发现并确诊。随着技术水平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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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传统电子胃镜检查的基础上衍生出了磁控胶囊胃镜筛查，在保障胃镜

筛查准确性的基础上，显著提高胃镜检查的安全与舒适性，提升了患者的接

受度8。因此，无论是一级预防还是二级预防，胃癌防治都具有明确有效的防

治手段，其技术成熟和可行性较高，可在各级医疗机构广泛使用。 

2.4 公共卫生体系有效助力胃癌防治 

恶性肿瘤的防治不仅需要提高医疗机构的临床诊疗能力，也需要一个强

有力的公共卫生体系，在肿瘤防治中发挥关口前移、医防融合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把肿瘤防治工作纳入其慢性病防治范畴，在肿瘤登

记、人群筛查和危险因素控制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艰巨的考验，而中国的抗疫成绩也使得中国的

公共卫生体系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迎来了进一步的发展契机。习近平总书

记在 2020 年 6 月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

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在完善公卫体

系应急管理能力的同时，癌症等慢性病防治能力的提升也将作为中国公共卫

生事业的未来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在相关癌症防治的政策部署上，《纲要》强

 
8 中国磁控胶囊胃镜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17 年，上海)[J].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17,11(6):487-

496． 



 

 13 

调了癌症防治作为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实施方案》也

提出了需要强化公共卫生人员癌症防治知识技能的掌握，打破基础研究、临

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之间屏障来加强癌症防治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等相关内容，

逐渐强化公共卫生领域在癌症防治中的重要性。我们相信，中国不断完善的

公共卫生体系将为包括胃癌在内的各项癌症防治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强

化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把好癌症防治的第一关。 

3 胃癌的一、二级预防体系 

3.1 危险因素管理是胃癌一级预防的主要手段 

3.1.1 胃癌的危险因素影响概述 

胃癌的危险因素管理是胃癌一级预防的核心。胃癌的危险因素主要包含

幽门螺杆菌感染、饮食结构、行为因素、职业暴露以及遗传因素 5大类9。其

中，幽门螺杆菌感染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 I 类致癌物质，其感染可引起慢

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等一系列变化，最终导致癌变。

饮食结构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高盐、腌制物的摄入、饮酒、肉与蔬菜比例失

衡等不良饮食习惯诱发的胃癌发病率提升。行为因素主要包括吸烟与肥胖导

 
9 金鹏,田艳涛.从胃癌高危因素看生活方式的变革[J].医学综述,2020,26(17):3329-3332+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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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胃癌发病率提升。职业暴露包括粉尘、高温、长期接触胃癌致癌物等工

作环境导致的胃癌发病率提升。遗传因素则以胃癌的家族史为主，占比较小。

整体来看，环境因素在胃癌发生中的总体作用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 5。 

3.1.2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造成中国胃癌高发的重要因素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寄生于人胃黏膜的细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

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经唾液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感染通常具有家庭聚集性。

相关研究证明了幽门螺杆菌的高感染率与胃癌的高发病率基本一致 5，约15%-

20%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会发生消化性溃疡，并有 1%的患者会发生恶性肿

瘤10。基于此，2015 年全球 40 余位专家于日本京都发布了《幽门螺杆菌胃炎

全球共识》，一致认同根除幽门螺杆菌将有效降低胃癌发生风险11。中国是幽

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国家，平均感染率达到 55.8%，高于全球 48.5%的平均水

平，即有超过一半的中国公民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者。幽门螺杆菌感染在肠

型胃癌发生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是造成中国胃癌高发的主要病因。然而对比

我国宫颈癌和肝癌的一级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治相较于人乳头状病毒与

肝炎病毒感染的防治尚未得到足够多的重视，相关的政策指导和防治体系还

 
10 Sugano K．Screening of gastric cancer in Asia[J]．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

2015，29(6)：895-905． 

11 Sugano K, Tack J, Kuipers EJ, et a1．Kyoto global consensus report on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itis[J]. Gut，2015, 64(9)：1353—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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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立起来。 

3.1.3 幽门螺杆菌防治具有显著的卫生与经济价值 

目前针对幽门螺杆菌已具备方便、安全、经济可行的筛查与治疗手段，

规范的筛查与根除不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后果。幽门螺杆菌防治提倡检测即治

疗的策略，在通过呼气试验、血清学方法或粪便抗原检测幽门螺杆菌阳性后，

即采用标准四联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根除率可达 96%。相关研究已证实幽门

螺杆菌的根除能显著降低该区域的胃癌发病率，以近期发表的一项 meta 分

析为例，根除幽门螺杆菌后胃癌发病率下降为 0.53(95％CI 0.44—0.64)，

对于无症状患者和内镜下早癌切除术后患者根除幽门螺杆菌能将胃癌风险降

低 34%12。与开展早筛和早诊早治相比，幽门螺杆菌从更前一步的关口降低胃

癌发病率，更加体现了疾病的预防意义。于 2020 年中国台湾发布的《筛查和

根除幽门螺杆菌预防胃癌：台北共识》中，超过 92%的专家认同应将全人群

的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根除纳入国家卫生保健服务的优先事项13。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学者和专家普遍认为根除幽门螺杆菌具有良好的

卫生经济效益 5。一方面，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筛查方式与标准治疗方案成

 
12 Lee YC，Chiang TH，Chou CK，et a1．Associ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and gastric cancer incidenc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Gastroenterology，

2016，150(5)：1113-1124． 
13 Liou J M , Malfertheiner P , Lee Y C , et al. Screening and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for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The Taipei global consensus[J]. Gut, 

2020, 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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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低、安全有效，因此在胃癌防治中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优势。一项研究

评估了在中国开展普惠性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治疗的卫生成本效益增量（ICER），

即测算全人群中开展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根治的成本，对比其能增加人群的总

体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其 ICER 值（获得每个 QALY 所需的支出）为 3000

美元（约 2万元人民币）14，远低于我国的人均 GDP 收入水平（国际卫生组织

推荐以 1-3 倍人均 GDP 对 ICER 值进行比较。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人均 GDP 达 70892 元，3倍人均 GDP 对应约 21.27 万元）。另一方面，由

于幽门螺杆菌根治会降低胃癌、消化道溃疡与消化不良等消化道疾病的发病

率，从而降低卫生体系在胃癌和其他消化道疾病的治疗支出，因此幽门螺杆

菌的防治工作也会同时节约整体的医疗支出。一项研究证明，若对中国 1000

万名 20 岁以上的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筛查和治疗，将整体节约医疗费用 2.88

亿美元15。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筛查与上消化道钡餐检查（UGI）

和胃镜检查相比具有更好的成本-效益优势16。因此，幽门螺杆菌防治对医疗

 
14 Yeh, Jennifer M., et al. "Explor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screening to prevent gastric cancer in China in anticipation of clinical trial 

res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124.1 (2009): 157-166. 

15 Chen Q , Liang X , Long X ,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screen-and-treat 

strategy in asymptomatic Chinese for preventing Helicobacter pylori- associated 

diseases[J]. Helicobacter, 2019, 24(5):e12563. 

16 Akiko Kowada. Cost-effectivenes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test and eradication versu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eries versus endoscopy for gastric cancer mortality and outcomes 

in high prevalence countrie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2019, 54:6, 

68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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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具有长期、明确的卫生经济价值，是针对胃癌防治经济、有效的健康策

略。 

3.2 早筛与早诊早治是胃癌二级预防的主要手段 

胃癌的二级预防重点关注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内镜检查

是诊断胃癌的金标准。目前常见的内镜检测手段有 3 种，包括电子胃镜筛查

（即上消化道钡餐筛查）、磁控胶囊胃镜筛查和高清内镜精查 3。由于胃癌的

预后与诊治时机密切相关，进展期胃癌即使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5 年生存

率仍低于 30%，而早期胃癌治疗后 5年生存率可超过 90%，甚至达到治愈的效

果。因此胃癌早筛具有显著的卫生和经济价值，实现早诊早治能有效帮助患

者提升预后，降低医疗费用支出。但另一方面，因内镜属于侵入性检查，检

查费用相对较高，需要专业的设施设备以及对执行检测的医生有较高的技术

要求。这些特点会导致胃癌早筛的相关医疗资源可能供给不足，一般人群的

接受度也较低，阻碍了推广人群主动筛查。因此胃癌的筛查更需要关注胃癌

高风险人群，通过胃癌危险因素等级识别胃癌筛查目标人群，实施精准筛查

策略，提升筛查效率和筛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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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胃癌防治工作进展与挑战 

4.1 一级预防工作进展现状 

4.1.1 高危因素幽门螺杆菌的防治现状 

中国尚未针对幽门螺杆菌开展专项全国性防治工作，也缺乏完整的幽门

螺杆菌防治体系可供推广实施，仅在《行动》中提及应通过保持个人卫生和

健康生活方式来避免感染。同其他传染性的癌症致病因素，如人乳头瘤病毒

（HPV）、肝炎病毒相比，幽门螺杆菌防治工作的关注和资源投入相对较少。

如中国针对 HPV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疫苗的研发与推广使用；针

对乙肝丙肝的治疗药物也基本纳入了医保范围并发布了《病毒性肝炎防治规

划（2017-2020），有效联动医疗、医保、疾控等多个部门系统性地开展肝炎

防治工作。而幽门螺杆菌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感染，其防治手段也

证明经济可行，亟待建立系统的防治体系和保障手段来消除这一健康威胁。 

4.1.2 其他胃癌危险因素管理现状 

不良的饮食结构与行为因素均被证明是导致胃癌发生的诱因。中国政府

积极引导民众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行动》中，针对个人提出了：践行

健康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平衡膳食、科学运动、心情舒畅可以有效降低癌

症发生的指示。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推进以“三减三健”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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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依托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科学指导大众开展自

我健康管理的行动方案。自 2013 年起，北京、上海、安徽等地陆续将社区健

康小屋建设纳入政府补贴的民生工程项目中，为社区健康宣传与居民健康管

理提供支持。以上海市“智慧健康小屋”为例，2019 年至今，上海市已完成

百余个智慧健康小屋的建设。智慧健康小屋以街道社区为覆盖单位，提供集

健康检测、评估、干预三位一体的服务，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帮助居

民更好地进行自我健康管理，有效提升了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随着越来

越多健康科普政策和行动相继开展，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健康素养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然而，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在正面倡导和行政

监督的基础上，可以探索更多的推广方式（如设立相关激励机制、强化相关

公共卫生服务等），实现健康知识和行为方式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4.2 二级预防工作进展现状 

针对胃癌的公共卫生挑战，以早诊早治为主的二级预防工作得到了积极

推动，在政策、指南、试点落地等方面均开展了相应工作。在政策方面，《行

动》与《实施方案》均将胃癌纳入早诊早治的重点癌种，明确了需针对胃癌

制订统一规范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指南，鼓励在试点地区开展机会性筛查，

强化了胃癌二级预防的重要性。在指南方面，《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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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与《中国高发癌症早期筛查指南》均纳入了胃癌筛查，旨在通过对高

危人群进行定义来鼓励胃癌高危人群开展定期内镜筛查。同时，国家卫健委

也制定了《上消化道癌人群筛查及早诊早治技术方案》，指导全国各地区胃癌

筛查试点的落实。在试点行动和建立防治模式方面，中国也已开展了多项胃

癌专项早诊早治试点项目。以中国农村上消化道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为代表，

该项目作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由国家卫健委牵头，以中央财政补

助地方卫生专项资金的形式组织实施，自 2005 年启动至今已在全国多个省

市完成了数十万例的筛查工作。以河南省为例，作为较早参与试点的地区，

截至 2019 年共完成农村上消化道筛查任务 23.16 万例，累计发现病例 5462

例17。由此可见，中国高度关注胃癌的二级预防，大力投入支持早诊早治领域

的工作，已初步建立了基本的胃癌二级预防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4.3 中国胃癌防治的挑战与提升空间 

中国在胃癌防治相关工作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其中也存在了一些显著

的短板和不足，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对胃癌一级预防的重视不足，缺乏危险因素的前期防治工作 

 
17 河南省 23.16 万农民接受上消化道癌免费筛查，http://www.henan.gov.cn/2019/11-

26/1051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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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胃癌防治工作以二级预防为主，缺乏对胃癌一级预防的系统关注。

一级预防作为胃癌防治的第一道防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幽门螺

杆菌感染这一明确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在政策引导和落地实施等层面尚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现状（中国平均感染率 55.8%，发达

国家平均感染率 34.7%18）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幽门螺杆菌防治和

引导良好的生活习惯应作为胃癌一级预防的主要策略进行系统的推广。 

�早诊早治工作在筛查水平和覆盖范围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早诊早治工作虽然在政策引导、临床规范和落地实施层面均得到了充分

的关注，但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在政策引导层面，试点地区和试点人群

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未能有效定位高危人群和地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防

治工作的投入成效。在临床规范指导层面，各版本指南和技术指导侧重点不

同，还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认知和规范。在落地实施层面，基层医疗机构的筛

查与早诊早治能力有限，内镜医师也严重不足，每百万中国人口仅拥有消化

内镜医师 19.59 人，而在日本每百万人口拥有消化内镜医师数为 262 人。因

此，全国性的胃癌早诊早治推广仍面临基层筛查网络未能有效覆盖，整体筛

查能力水平不足，筛查人群定位不清晰等挑战。 

 
18 Zamani M , Ebrahimtabar F , Zamani V ,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the worldwide preval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J]. 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2018, 47(7):86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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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和二级预防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缺乏综合性胃癌防治的模式设

计 

一级预防（例如幽门螺杆菌防治）与二级预防（内镜筛查）作为胃癌重

要的防治手段，尚未形成有效的衔接，地方的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也缺

乏相应的联动机制。未来应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综合性胃癌防治模式，充

分发挥胃癌防治的潜在卫生与经济价值。 

�针对胃癌防治措施的研究力度仍有待提高 

无论是一级预防还是二级预防都会随地区差异、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且中国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卫生与经济发展

状况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亟需更多的专项研究来对胃癌防治提供技

术支撑，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不断迭代优化的胃癌防治方案。 

5 中国台湾与国际胃癌防治经验 

相关研究显示，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人口和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东亚地区的胃癌发病率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其中蒙古、韩国、日本、中

国等国最高。对此，韩国、日本与中国台湾均于十余年前就开展了区域性的

胃癌防治行动，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取得了显著的防治进展。因此，本

次选择东亚地区的中国台湾、韩国与日本三个地区作为研究案例，以希望其



 

 23 

共有的胃癌高发现状、相似的饮食文化习惯以及被公认的防治成果能为中国

的胃癌防治提供有效借鉴。 

5.1 一级预防：中国台湾——大规模幽门螺杆菌根除项目 

中国台湾的马祖地区受生活与饮食习惯的影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

癌发病的重灾区。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自 2004 年起，针对马祖地区大于

30 岁的居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社区性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治疗项目，对阳性的患

者提供药物治疗支持。截止 2018 年，防治项目的筛查覆盖率达到目标人群的

85.5%，累计对 4000 余名阳性患者提供药物治疗。马祖地区幽门螺杆菌的感

染率已由当时的 64.2%下降至现今的 10%，当地的胃癌发生率下降了 53%，死

亡率下降了 25%，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台湾马祖地区的防治案例是幽门

螺杆菌防治的重要尝试和典范，有力证明了针对胃癌高风险地区开展幽门螺

杆菌防治的巨大价值，同时证明了在区域内基本消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危害的

可行性。 

5.2 二级预防：韩国——全国性胃癌早筛项目 

韩国作为胃癌高发国家之一，为了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韩国政府于

 
19 中时新闻网，2020 年 12 月 5日报道，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215002980-260418?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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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启动了全国癌症筛查项目，为年龄大于等于 40 岁的低收入医保人群

（2005 年最新标准为医保参保人群中收入处于后 50%区间的居民）提供每两

年一次的免费胃癌内镜筛查服务。针对不满足收入区间要求的医保人群，韩

国国家医疗保险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胃癌内镜筛查补贴，补贴幅度从 2005 年

的 50%上升至 2010 年的 90%，基本实现了免费/廉价胃癌筛查服务的全面覆

盖。以 2008 年数据为例，全年有 1,198,061 名患者接受了上消化道钡餐检

查，878,483 名患者接受了胃镜检查，共发现疑似与确诊胃癌患者 387,772 例

和 1925 例。韩国的筛查项目具有覆盖人数多，筛出比例大的特点20，另外相

关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韩国胃癌筛查项目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价值21。 

5.3 一、二级预防结合：日本——综合性胃癌防治方案 

二战后，面对持续上升的胃癌发病率，日本国立癌症中心主导了胃癌筛

查指南的制定，并将胃癌防治上升至国家战略，逐步建成了一级预防（幽门

螺杆菌防治）与二级预防（胃镜筛查）相结合的日本特色胃癌防治体系。早

在 1983 年，《日本健康服务法》就推行应用上消化道钡餐造影，对 40 岁及以

 
20 Lee KS, Oh DK, Han MA, Lee HY, Jun JK, Choi KS, Park EC. Gastric cancer screening in 

Korea: report on the nationa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in 2008. Cancer Res Treat. 2011 

Jun;43(2):83-8. 

21 Suh YS, Lee J, Woo H, Shin D, Kong SH, Lee HJ, Shin A, Yang HK. Nationa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for gastric cancer in Korea: Nationwide treatment benefit and cost. Cancer. 2020 

Jan 1;126(9):1929-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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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居民每年提供免费的胃癌筛查，筛查时间间隔为 1 年。以 2004 年为例，

日本当年有 440 万居民接受胃癌内镜筛查，占全国符合筛查条件人口总数的

13％。随后，日本政府于 2015 年修改了胃癌筛查指南，将起始年龄调整至 50

岁，调整并明确了胃镜的筛查手段，并将筛查间隔扩大到 2-3 年。 

日本也十分关注幽门螺杆菌的作为胃癌一级预防的重要作用。自 2000 年

起，日本国家医保开始支持对消化性溃疡患者进行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并

于 2009 年将国家健康保险范围扩大到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的三个适应症（胃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早期胃癌以及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于 2013

年再次扩展至经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适应症。 

日本模式将幽门螺杆菌防治与胃镜筛查有机结合，通过医保政策鼓励患

者开展幽门螺杆菌的根治，并配合实施胃镜筛查项目，为胃癌高风险人群提

供了连续、全面的防治服务，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有效发挥了胃癌一、二级

预防的特点优势。日本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迅速下降，由原先的超过 80%感染

率降低到 2013 年的 22%，每年的胃癌死亡患者也从 2013 年的每年约 5 万例

降低到了 2016 年的 4.55 万例22。 

 
22 林堃,杜奕奇,朱春平,李兆申.胃癌高发国家应对幽门螺杆菌策略对我国的启示[J].上海医

学,2019,42(11):69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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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胃癌防治路线图与建议措施 

6.1 胃癌防治行动路线图（2021-2030） 

基于中国胃癌防治现存的挑战，结合武田制药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我们

建议明确胃癌防治行动路线图，出台针对胃癌防治的专项实施方案。结合《健

康中国 2030 规划》、《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健康中国行动——癌

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相关目标，同时考虑我国“十四五”规划

的整体部署，建议以危险因素防控、早诊早治、综合性防治、科研攻关为四

大支柱，分三步建设以预防为导向的全国性胃癌防治体系，提升服务体系效

率和人民健康水平。 

第一步，到 2022 年，胃癌防治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胃癌危险因

素防控体系建设作为优先任务，出台幽门螺杆菌防治管理指南和实施方案，

启动幽门螺杆菌根除的专项试点。一级预防取得突破性进展，胃癌防治核心

知识知晓率不低于 70%。加强胃癌筛查、早诊早治能力建设，开展地区试点，

筛查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高发地区早期诊断率不低于 55%，胃癌 5 年生存

率比 2015 年提升 3个百分点。 

第二步，到 2025 年，胃癌防治体系能力和效率得到关键提升。对幽门螺

杆菌专项试点和早诊早治试点进行系统性评估，形成规范性实施细则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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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幽门螺杆菌高危地区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治疗工

作，筛查率达到 30%以上，确保筛查阳性患者均得到规范治疗。初步完成国

家级胃癌诊疗中心建设。启动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相衔接的综合防治试点。

胃癌高发地区早诊率达到 60%及以上，胃癌整体 5 年生存率比 2015 年提高 5

个百分点，超过 40%，胃癌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显著提升。 

    第三步，到 2030 年，覆盖全民的胃癌防治综合体系基本建成。综合性胃

癌防治模式在全国推开，基本实现胃癌高危人群定期参加内镜筛查与幽门螺

杆菌筛查。胃癌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不低于 80%，高危地区和高危人群的幽

门螺杆菌筛查率达到 55%，整体感染率降低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胃癌整体

早期诊断率达到 30%以上，胃癌 5年生存率不低于 50%，疾病负担得到有效控

制。  

6.2 胃癌防治建议措施 

6.2.1 推进危险因素防控，夯实服务体系基础 

� 出台胃癌危险因素防控的实施方案 

建议政府出台对于胃癌危险因素防控的实施方案（2022-2030），统筹危

险因素管理实施策略，明确具体目标、执行机构和任务重点，尽快补齐我国

在胃癌一级防控领域的短板和弱项。提升对幽门螺杆菌防治的重视程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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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列入公共卫生服务重点内容，以试点方式探索适宜的筛查和治疗服务模式。 

� 发布国家级胃癌危险因素管理指南并推广实施 

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统一的胃癌危险因素管理指南并周期性修订。

鼓励科研机构、学会、协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提供专业意见，结合中国幽

门螺杆菌流行病学特点和饮食生活习惯，形成包括幽门螺杆菌防治指南、胃

癌高危人群膳食指南、胃癌高危人群健康管理指南等综合性的胃癌一级预防

指南。政府参考指南指导地方医疗和疾控机构有序、规范开展胃癌一级预防

工作，并加快指南的大范围应用。 

� 强化危险因素宣传教育，提升民众预防意识 

建设权威的科普信息传播平台，组织专业机构编制发布胃癌防治核心信

息和知识要点，提高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宣传教育力度，尤其加强对高

危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胃癌防治宣传教育。提升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以引

导居民践行良好生活习惯，如减少居民不良膳食行为，增强健康素养，提高

对癌症预防的知晓度，充分了解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并减少家庭性传播等。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胃癌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和 80%以上。 

� 启动幽门螺杆菌筛查和防治的专项试点 

优先选择胃癌高危人群和幽门螺杆菌高感染率地区开展第一批试点，启

动幽门螺杆菌防治专项工作。由于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治疗的便捷性，试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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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应着重从社区街道层面入手，可与各地“健康小屋”的建设相结合，在

健康小屋的服务中增加幽门螺杆菌筛查，并强化胃癌高危行为因素的宣传与

管理。同时，可借鉴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区的幽门螺杆菌防治经验，在 2025

年之前对试点实践进行分批次的系统评估，总结中国的幽门螺杆菌防治模式。

推广成功经验，拓展试点覆盖范围，到 2030 年实现高危人群和高危地区幽门

螺杆菌筛查率 55%以上，全国整体感染率降低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筛查阳

性患者均获得规范治疗并实行定期复查机制。 

6.2.2 规范早诊早治，提升早筛水平与覆盖范围 

� 制订胃癌早诊早治规范指南 

组织制订统一规范的胃癌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指南，提升早期筛查的规

范化水平，在全国推广应用。明确高危人群筛选、筛查检测操作、筛查后转

诊与随访管理的全流程技术规范，指导基层与县级医疗机构有序协作开展胃

癌早诊早治工作。探索建立定量的胃癌筛查评分系统，提升风险人群界定和

分层管理的可操作性。 

� 推动胃癌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能力建设 

加强三甲医疗机构对基层的内镜技术帮扶，通过定期培训、巡诊等形式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早筛早诊能力。强化对内镜医师的学科培养和转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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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消化内镜医师缺口。 

� 提升基层胃癌筛查水平与覆盖面 

加速推进县级医院“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中心”试点建设，通过中心的

辐射效应并依托区域分级诊疗制度，健全完善覆盖基层的胃癌早诊早治网络，

推动基层提供癌症风险评估和筛查服务，提升基层的胃癌筛查水平与覆盖面。 

� 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全国推广落地 

探索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支持高危人群胃癌早筛的全国性推广。借鉴韩

国、日本等地区的全国性胃癌早筛项目经验，优化胃癌高危人群的筛选机制，

健全胃癌长效筛查机制，推广全国性的胃癌早筛项目，到 2030 年实现高危人

群胃癌筛查率达到 55%以上，引导胃癌高危人群定期接受防癌体检。 

6.2.3 加强综合防治，建立国家级胃癌诊疗中心 

� 建立国家级胃癌诊疗中心 

借鉴中国在肺癌、乳腺癌等癌症领域国家级诊疗中心建设的经验，推动

集胃癌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一体化的诊疗中心建设。中心将凝聚中国胃

癌领域的专业资源，推动从预防到诊疗全流程的科研与服务创新，成为构建

胃癌综合防治体系的重要推手。 

� 开展综合性胃癌防治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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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胃癌高风险地区，优选胃癌一/二级预防完成度较好的地区开展综合

性胃癌防治试点，以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为依托，探索一、二级预防联动

机制，优化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及其他机构的合作机制，增强胃癌筛查管理

的连续性和持续性。对试点模式进行系统性评估，为建立健全全国性的、综

合的胃癌防治体系积累经验。 

� 出台国家综合性胃癌防治计划 

在试点基础上，借鉴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台国家胃癌综合性防治

计划，推广综合性防治的试点经验，构建一体化的胃癌防治模式，使高危人

群获得连续、高效、全面的胃癌防治服务，并对防治的落地实施进行规范监

管。构建全国胃癌综合防治大数据平台，整合胃癌评估、筛查、诊疗及结局

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国胃癌规范化防治的评价体系，指导和评价省、

市、县地方政府和医院的胃癌防治工作，推动胃癌防治行动的实施。 

6.2.4 强化科技攻关，提供智力支撑 

� 强化对胃癌防治的研究 

针对胃癌一、二级预防的薄弱技术环节加强科技攻关力度，攻克技术难

点，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适宜筛查技术，降低危险因素防控的技术难度以

提升基层覆盖水平，改善内镜检查的人群体验，提升早期筛查的依从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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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胃癌全程管理。加大对于幽门螺杆菌疫苗、药物、快检试剂和仪器

的研发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前沿技术与临床和公共卫生服务的结

合，为中国胃癌防治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 开展胃癌防治国际合作 

鼓励政府、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与胃癌防治取

得成功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胃癌防治的国际合作项目，学习分享胃癌防治

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促进医疗健康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跨国交流。 

7 结语 

作为全球领先、亚洲第一的跨国制药企业，武田制药对中国的癌症防治

事业持有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随着近年武田制药在肿瘤、免疫和消化等治疗

领域创新产品在中国陆续获批上市，我们一定会更好地帮助到中国的患者，

为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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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cer has become a leading public health issue in China.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shift in demographics, the number of cancer 

cases and related deaths are raising rapidly, further burdening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the nation at large.  

Among the malignant cancers, gastric cancer takes a particularly heavy toll on the 

China’s healthcare and economy due to its high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rate. Global 

experien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risk factor management, including H. pylori 

screening and eradication and endoscopy scree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gastric cancer and associated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considerable efforts 

in promoting and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However, there remains an unmet need for patients. Firs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gastric cancer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level of H. pylori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cond,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need to be improved, especially 

relating to screening and coverage. Third, there should be greater coordination on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inally, the effort and commitment made 

toward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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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Heathy China 2030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recomme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ake a prevention-oriented approach.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strategic goals of 

Healthy China 2030 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e propose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 a roadmap for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mulate a 

specialized implementation plan with a focus on risk fact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nationwide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we 

recommend three targeted steps:  

Step 1: Obtain breakthroug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by 2022,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wide gastric cancer medical centers, the introduction of official 

guidelines and action plans on managing gastric cancer risk factors, and 

initiation of specialized H. pylori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ilot program. 

Step 2: Achieve critical progress in the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of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2025,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of detailed norma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guide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tandardized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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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ep 3: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at covers the entire population by 2030, including the 

roll-out of a nationwide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odel that 

covers all high-risk groups, gradually reducing the burden of the disease.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plan, Takeda offer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Enhanc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isk factor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dical service system.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publishes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n Gastric Cancer Risk 

Fact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20-2030), to improve public awareness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 pylori, issue official standard guidelines 

on gastric cancer risk factor management, regulate H. pylori screening and 

treatment plan and carry out specialized pilot programs on H. pylori 

screen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argeting the population of high-risk 

groups, H. pylori screening rate should exceed 30% by 2025 and 55% by 

2030.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further educate the public on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prevention and diagnosis, as well as risk factor management of gastric 

cancer. 

2. Provide standardiz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t an earlier stage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and coverage for early screening. For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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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and comprehensive guidelines o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improving the procedure-based early screening 

capacity. Build a fully functioning training mechanism that enables primary 

medical facilities to carry out high-quality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equip the facilities with competent endoscopy physicians to fill in the 

talent gap.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ncer Screening 

and Early Diagnosis & Treatment Centers in county hospitals to improve 

the network of gastric cance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ake 

preliminary arrangements for the specialty fund on gastric cance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3.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establish 

national gastric cancer medical centers. Introduce a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lan for gastric cancer,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and build integrated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odel to ensure consistent, 

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medical service. 

4. Make breakthrough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medical practice. Commit more efforts to tackle the gaps 

in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promote targeted policy support for H. pylori vaccines, specific drugs,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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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kits and instruments and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at allow 

practitioners to learn from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best practices. 

Treatments for gastric cancer incur burdensome medical costs but the disease can 

be effectively treated and prevented with an accessible an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As a leading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akeda is committed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wards improving the 

healthcare service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