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4 日召开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

克强总理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北京市

近期聚集性疫情防控工作。

孙春兰强调，此次聚集性疫情与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高度关联，市

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疫情扩散的

风险很高， 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切

实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以新发地及周

边地区为重点实施最严格的流调，开

展深入全面的溯源工作，更加主动发

现并控制感染源头。 支持北京市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对重点区域、重点人

群检测全覆盖， 逐步扩大检测范围，

及时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严格社区管控措施， 开展拉网排查，

对“四类人员” 进行集中隔离管理。

加强所有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规范设

置和改造， 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强

化院感防控。 深入开展新时代爱国卫

生运动，对全国农贸市场、餐饮等场

所及物流等环节集中开展消杀，落实

环境卫生等防控制度。

孙春兰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切

不可有任何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必须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强化“四方责任” ，落

细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慎终如始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

记者 14 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116 场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6 月 14 日 0 时至 7

时， 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8

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

6月 14日，根据国务院疫情风险

等级查询客户端小程序显示，丰台区

花乡疫情风险等级目前已经升级为

高风险地区。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卢

沟桥街道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大兴区

高米店街道、西红门镇、林校路街道

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西城区金融街街

道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6 月 13 日，北

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 花乡地区，

西城区月坛街道，房山区长阳镇疫情

风险等级都已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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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 50 多天没有本地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的北京， 新冠病毒到

底从何而来？ 疫情暴发点为何指向

批发市场？ 记者专访了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

问：此次北京新发新冠疫情，暴

发点为何指向批发市场？

吴尊友： 我们研究人员日常在

采集带有病毒的生物样本时， 通常

都是在低温下保存。温度越低，病毒

存活的时间越长。在批发市场，很多

海产品都是冷冻储存， 在这样的环

境下，病毒能够存活很长时间，传染

人的几率也更大。 另外农产品批发

市场每天都有大量人员进出， 只要

有一个人携带病毒， 若未能被发现

而进入市场， 就可能会造成疫情的

扩散。

依据既往的知识和经验初步判

断，北京突然出现本土新冠疫情，有

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批发市场

里被新冠病毒污染的海产品或肉类

是源头。第二种可能，有其他的传染

来源。 新发地批发市场人流量非常

大，市场上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出

入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人是传染源。

至于到底是市场里被污染的海产品

或肉食品是最初的传染源头， 还是

出入市场的人是传染源头， 这两种

可能都存在。 但根据北京目前的状

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

问：批发市场的传染源是什么？

是人流还是物流？是肉类鱼类，还是

什么？ 可否从流行病学调查的角度

做一下解析。

吴尊友： 目前还很难去断定批

发市场的传染源到底是什么。 我们

不能因为在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

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就下结论

说三文鱼就是传染源。 接触到案板

的所有人或物品都有可能。 新发地

批发市场人流大，销售的物品品种

太多太复杂，不是在很短时间就能

理得清楚的。 只有把所有人流和物

品都查清楚了，才有可能展现出全

貌。

此次新发疫情前， 北京已经连

续 50 多天没有本土确诊病例，按道

理说这里不应该有病毒。 如果流行

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确认， 目前

发现的新冠确诊病例及核酸检测阳

性者都没有外出流动的历史， 他们

都是实实在在地在北京被感染，那

么有可能是进口或京外被污染物品

把病毒携带进来。

问：有分析说，海鲜不太可能作

为一种传染源， 因为鱼类作为低等

生物， 鱼类病毒传染给人的情况几

乎没有发生过， 也就是说三文鱼本

身作为病毒载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

的。 您对此怎么看？

吴尊友： 这种分析有其一定的

道理，但也不全对。 野生动物携带和

进口物品携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果子狸、 蝙蝠这些野生动物本身可

以携带冠状病毒， 病毒在其体内繁

殖，它们却不发病。 进口物品携带则

是指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工人在处理

物品时污染了这些物品， 被污染物

品进口到国内后， 其他人在处理过

程当中被感染。 所以野生动物是携

带病毒， 海产品是被污染后表面携

带病毒。 正常自然界的鱼身体内是

不会带冠状病毒的。 但是鱼被捕捞

之后， 由于处理的工人感染了新冠

病毒，可能导致鱼的表面被污染，而

污染的海产品被运到中国， 中国工

人处理过程中受到了感染， 进而导

致人与人的进一步传播。 当然这也

只是一种推测， 需要流行病学调查

进一步证实。

目前的形势下， 做好生鲜、果

蔬等货物的检验检疫，这些都很有

必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种情

况：一种是海外进口的物品。 目前

海外疫情比中国严重，从疫情严重

国家进口的物品要格外注意。 另外

一种是冷冻运输的物品，包括海产

品、牛羊肉等。 这些情况下都需要

加强检疫。

问： 现在很关键的是要通过我

们的流调、溯源、检测、排查，做到可

防可控，如何做到这一点？

吴尊友： 疫情在我们国家发生

早，当时抗疫的经验也少，我们之所

以能够成功控制住疫情， 是因为我

们坚决彻底地把控制呼吸道传染病

的方法百分之百地落实到位了。 在

当时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情况下，各

省区市，包括北京，都能够成功控制

疫情，没有造成疫情更大范围扩散。

现在，再出现一些零星病例，我们就

有信心及时把疫情处理在萌芽当

中，不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扩散。 哈尔

滨、舒兰是这样，北京也会是这样。

我们有信心。

对于“可防可控” 这四个字，不

同人在理解上或许会有所不同。“可

防可控”不是说一个病例不出现，而

是说即使出现病例了， 我们能够第

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使疫情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这就是我们

讲的“可防可控” 。 新冠病毒是一种

新的传染病，它的传染性这么强，病

人在出现症状几天之后才意识到被

感染， 当他们在医院接受诊断的时

候， 往往已经造成了一定范围的传

播和扩散，所以控制起来异常困难。

因此“可防可控” 不是指零病例零

传播零死亡， 大家对这四个字也得

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知。

问：在目前的形势下，病毒传播

扩散的风险有多大？

吴尊友：兵贵神速，尽早确定传

染源，排查密切接触者，避免二次传

播，是当下的重点，北京的反应速度

已经很快了。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看，

此次北京疫情反弹， 主要集中在新

发地市场周围。 在新发地工作的员

工及家属、密切接触者、以及就诊医

院的医护人员、 相同时段就诊的病

人， 核酸检测扩展到这些范围就比

较精准了。 目前病毒的活动范围没

有扩散到整个北京， 没有使全市

2000多万人口受到威胁。

大家没有必要感到恐慌， 毕竟

我们在疫情防控、 患者救治等方面

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北京市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公布确

诊病例的活动轨迹， 界定了一些区

域的响应等级。 精准界定这些信息

以后，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过去

一两周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据新华网

14日 0 时至 7时，北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8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

孙春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强调

坚决遏制北京聚集性疫情扩散蔓延

批发市场为何易成疫情暴发点？

低温环境人流密集

易导致病毒传播

目前无法断定

批发市场的传染源

野生动物携带

不同于进口物品携带

抗疫关键在做到可防可控

北京市民不必恐慌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4 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决定对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

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6 月 13 日 16 时 40 分左右，位

于 G15 沈海高速温岭市大溪镇良山

村附近高速公路上， 一辆槽罐车发

生爆炸，引发周边民房及厂房倒塌，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初步核实，截至 14 日 10 时，事故

已造成 19 人死亡、172 人受伤，伤员

均已送医救治。 目前， 被困人员搜

救、 事故具体原因调查和伤员救治

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位负责人表示， 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决定对事故查处实行挂

牌督办， 督促各方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 进一步加强危险货物运输全链

条安全监管， 健全完善联合执法机

制， 推进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进

一步推动开展交通运输安全隐患排

查，督促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举一

反三， 加大道路交通路面执法管控

力度，以危化品运输、重型货车、旅

游包车、客运班车等为重点，从严查

处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超员载客等

突出违法行为， 切实保障道路交通

运输安全形势。

温岭市常务副市长朱明连在当

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据初步调

查， 爆炸车辆为液化石油气槽罐车，

牌照为浙 CM9535（属瑞安市瑞阳危

险品运输有限公司），由宁波开往温

州， 行至 G15 沈海高速往福建方向

温岭西出口下匝道中段发生爆炸。

现场救援共投入挖掘机等大型

抢险救援机械设备 30多台（套），出

动各类救援车辆 151辆、参与救援人

员 2660多人次。

据“天眼查” App 显示，该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经营范围为危险品

货运、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

服务等，注册资本 59.5万元。

相关行政处罚显示，从 2016 年

至 2018 年，瑞安市瑞阳危险品运输

有限公司曾被温州市和瑞安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处罚 10 次，其违法行为

包括 “未按照规定的周期和频次进

行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和技术等级评

定”“未按规定实施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道路运输经营者聘用无法定从

业资格证的人员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活动”“道路运输企业未按规定上传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 等。

记者了解到，因仍在救援，目前

失联司机的情况暂不明了。

对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

6 月 14 日，

消防队员在事

故现场忙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重庆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邓恢林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另据中新社报道， 邓恢林，

男，汉族，1965 年 3 月生，湖北武

汉人，研究生，法学硕士。 现任重

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

安局局长、 党委书记、 督察长

(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4 日从民

航局获悉，《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

客运航班的通知》 执行 10 天来，

开出了第一份“熔断指令” 。

鉴于 6 月 11 日南航 CZ392

孟加拉达卡至广州航班发现 17 位

旅客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根据 6 月

4日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

客运航班的通知》有关规定，已触

发航班熔断条件，民航局决定对该

航班采取熔断措施， 自 6 月 22 日

起，暂停该航班该航线运行 4周。

■新闻速递

重庆市副市长

邓恢林被查

民航局发出

首份“熔断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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